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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價格升幅最大 政府束手無策

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前日舉
行首天全國大罷工，導致全國鐵路陷入癱瘓。雖
然首天罷工已結束，但昨日鐵路服務仍一片混
亂，倫敦許多地鐵站早上仍然關閉，不少列車亦
因沒有駕駛員上班而被迫停駛，站外均擠滿大批
上班人士，他們不滿未有恢復正常服務。
儘管倫敦地鐵公司承諾於昨日早上 8 時恢復服
務，但許多地鐵站到了開門時間仍然關閉，原因
是參與罷工的工人未有如期上班。倫敦多個地鐵
站包括帕丁頓及國王十字等主要車站外均大排長
龍，多條地鐵線行車嚴重延誤。部分車站更因人
手不足，在早上 9時30分便被迫關閉。有網民在
社交網站發文，質問為何 24 小時罷工會延續至
昨日早上。許多受影響民眾繼續選擇駕車上班，
結果與前天一樣導致道路嚴重塞車，平日只需30
分鐘的車程，昨日便平均花了1小時。

英國通脹高企引發連番工潮，社會運作嚴
重受影響，但這場通脹危機似乎還未見頂。
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昨日公布，當地 5 月份消費者
物價指數按年大升 9.1%，通脹率再創 40 年新高，更
位居七國集團（G7）之首，當中以食品價格升幅最
大。分析指出，由於被視為通脹先行指標的生產者物
價指數（PPI）仍然持續升高，意味英國通脹還有可能
再升幾個月。
國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按年升 9.1%，是1982年6
英月以來的最快速度，高於
4 月份的 9%。通脹壓力仍然主要

與食品和能源價格的上漲有關，ONS 表示：「食品價格持續大
幅上漲，汽油價格處於創紀錄水平，但其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被抵
消，因為服裝成本上漲幅度低於上年同期，且經常波動的電腦遊
戲價格也有所下降。」

汽油價格按年飆升 32.8%
數據顯示，食品是推動英國通脹的主要動力，當中尤以麵包、
穀物及肉類升幅最大；汽油價格同樣錄得巨大增幅，按年升
32.8%。至於剔除能源成本和食品等不穩定的類別，核心消費者
價格指數5月份按年亦上升了5.9%，但低於4月份6.2%的增幅。
英國政府對於高通脹束手無策，觸發當地 30 年來最大規模鐵
路罷工，多個公共行業工會亦計劃在未來一兩個月發起工業行
動，爭取政府加薪。英國首相約翰遜堅持不會對罷工讓步，又警
告工會不應因為通脹高企就要求加薪，否則只會引致「工資－價
格螺旋」，令高通脹維持更長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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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通脹率比較

脫歐研究：英人年薪減 4521 元
不過與此同時，英國政府前日卻宣布恢復疫情期間暫停的退休
金「三重保障」政策，即是容許退休金金額按通脹全額調整，被
質疑是一方面保障退休長者，一方面卻要求年輕打工仔接受工資
跑輸通脹。
令英國民眾生活困難的問題不止通脹。當地一項最新智庫研究
顯示，由於英國脫歐後經濟變得更加封閉，對生產力與薪酬造成
長期負面衝擊，估計至 2030 年英國經濟總生產力會減少 1.3%，
即是每名打工仔每年實際工資減少 470 英鎊（約 4,521 港元）。
報告表示，部分產業所受衝擊更為嚴峻，當年強烈支持脫歐的漁
業可能萎縮30%，因為漁民難以將新鮮漁獲出口給歐盟消費者。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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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難民計劃受阻
英擬立法尋求
「人權獨立」
英國政府原定本月 14 日開始，以
包機將難民遣送到盧旺達，但歐洲人
權法院最後一刻介入，移送行動被迫
叫停。事件引發英國政界關於「人權
獨立」的爭議，司法大臣藍韜文昨日
向國會提交法案，擬立法賦予英國最
高法院在人權問題上擁有最終決定
權，表明英國司法部門無須一定遵循
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
歐洲人權法院是基於《歐洲人權公
約》規定設立的國際法庭，負責審理
締約國違反該公約中關於公民及政治
權利的人權案件，締約國也有義務遵
守法院的最終判決。儘管英國已退出
歐盟，但仍是《歐洲人權公約》締約

國，故需接受歐洲人權法院的約束。
據英國政府透露，藍韜文昨日向國
會正式提交的法案，還包括「允許未
來推出法例，使外國罪犯更難以家庭
生活權為由阻撓驅逐出境程序」，以
及「引入社會責任與個人權利同等重
要的原則」的內容。藍韜文表示，該
法案將「加強英國的自由傳統，同時
向該體系內注入合理的常識」，「這
些改革將加強言論自由，使我們能驅
逐更多外國罪犯，並更好地保護公眾
免受危險罪犯的傷害。」
英國在野工黨發表聲明，指該法案
將剝奪前首相貝理雅領導的工黨政府
於 1998 年通過的《人權法案》中的

權利，批評首相約翰遜政府試圖通過
提出這項立法挑起爭端，製造分歧。
◆綜合報道

◆英首班將難民送到盧旺達的包機因
歐洲人權法院介入而叫停。 資料圖片

促拒絕認證結果更換選舉人
出席聽證會的包括共和黨籍的佐治亞州州務卿拉芬斯伯
格，以及亞利桑那州眾議院共和黨籍議長鮑沃爾等。拉芬
斯伯格在會上講述特朗普在電話中要求他「找到 11,780 張
選票」，這樣就可以改變結果，使特朗普在佐治亞州勝
出。特朗普同時說，若拉芬斯伯格找不到選票，就是「不
誠實」或「沒能力」。 拉芬斯伯格表示，佐治亞州為此 3
次重新點票，包括對 500 萬張選票採取人手計票，最終結

果仍是拜登獲勝。
鮑沃爾則稱，特朗普在大選落敗後，要求亞利桑那州拒
絕認證合法選舉結果，並要求更換該州選舉人。鮑沃爾多
次要求特朗普團隊提供「大選遭大規模欺詐」的證據，但
特朗普團隊並未提供任何證據。鮑沃爾說，特朗普要求他
做的事情「違背誓言」，他不會這樣做。
該特別委員會調查顯示，有證據表明特朗普團隊曾意圖
要求亞利桑那州、佐治亞州、密歇根州等地的選舉人，將
獲勝結果由拜登更改成特朗普，從而在去年 1 月 6 日國會
點算選舉人票時，對大選結果發起挑戰。最終該計劃並未
成功，但在點算選舉人票當天發生國會暴亂。
◆綜合報道

教師工會研秋季開學罷工

其中一間鐵路營運商 Transport Focus 的行政
總裁史密斯昨日表示，由於「返通宵更」的員工
前晚因罷工未有上班，嚴重影響昨日的列車服
務，公司已實施列車特別時間表，減少班次和縮
短服務時間，估計昨日班次只有正常情況的
60%。史密斯稱，預計本周餘下所有日子的列車
服務都會「一團糟」。
英國最大教師工會 NEU 昨日去信教育大臣查
學禮，指出若當局拒絕向教師提供追上通脹的加
薪幅度，工會將進行投票，決定是否在今年秋季
學期開始時舉行罷工。信中指出，英國通脹率已
升至 9.1%，政府提出加薪 3%明顯不足夠，導致
教師的實質薪酬下降，警告若不提高加薪，3 年
內將有四分之一教師離職。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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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州槍擊案課室門無法反鎖
警本可 3 分鐘阻殺戮
美國得州尤瓦爾迪鎮羅伯小學上月 24 日發生
槍擊案，造成 21 名師生死亡，得州公共安全部
部長麥克勞前日出席得州參議院的聽證會，披
露案件細節，指出警方本可於到達後 3 分鐘內
阻止殺戮發生，且案發課室的門實際無法從內
反鎖，反駁當地警方此前就被批反應遲緩給出
的辯護理由。

指揮官被轟
「徹底失敗」

聽證會揭要求「找出選票」
特朗普施壓官員圖改變大選結果
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前日舉行針對去年 1 月國會暴亂
調查的第四場聽證會，聚焦前總統特朗普如何向多個「搖
擺州」官員施壓，意圖改變總統大選結果。

鐵路罷工「超時」玩殘上班族 僅恢復六成服務

英通脹大升 9.1%
見 40 年新高冠絕 G7

麥克勞指出，在槍手進入校園 3 分鐘後，便
有 3 名警察攜步槍抵達，數分鐘後再有數名警
察增援。19 分鐘後，警察所需的防彈盾牌也已
被送到。這已足夠引開並制服槍手，但現場指
揮官卻堅持等待額外武器及課室鎖匙，阻止警
察進入學生被困的課室。結果從到達學校、到
攻破大門、結束與槍手的對峙，警方足足花了
約 1 小時 14 分鐘，「警察有武器、避彈衣及接
受過訓練，孩子們卻沒有。」

麥克勞還稱，涉事課室的門其實不可能從裏
面鎖上，但警方在等待期間，甚至沒有檢查門
能否打開，批評警方浪費寶貴時間，尋找一條
「從不需要的課室鎖匙」。
現場指揮官阿雷東多在事發後透露，在他和
另一名警員確定課室的門被鎖住後，最佳行動
方案是等待更多警察、武器、鎖匙和破門工
具。麥克勞怒斥阿雷東多阻止警察進入課室，
把警員生命置於被困兒童之前，是「徹底的失
敗」。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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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兩黨達成協議
料落實 28 年來首個槍管法案
由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成員組成的參議院跨
黨派協商小組，就槍管法案的分歧達成協議，
前日公布文本，預計可於參院過關，最快下周
交總統拜登簽署生效，成為自 1994 年以來國會
首次通過的聯邦槍管法案。

加強 21 歲以下購槍者背景調查
長達 80 頁的法案包括加強對 21 歲以下購槍者
的背景調查，可審查其犯罪紀錄及心理健康病
歷資料等。此外，聯邦政府將為各州提供合共
最多 150 億美元（約 1,177 億港元）資金，以加
強心理健康輔導及校園安全，並鼓勵各州實施

「紅旗法」，讓執法機關可針對危險人物暫時
扣查其槍支。對於逃避槍支執照規定或借他人
名義買賣槍支的非法行為，法案會加重刑罰。
但民主黨原本要求的擴大槍管，包括全面禁制
突擊步槍，最後並未納入法案。
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表示，將盡快推動法案
表決通過，稱經由兩黨協議推出的槍支安全立
法是重大進展，將能挽救數以千計的生命。參
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稱，這項法案有助避免
槍擊事件發生，同時又能維護守法民眾依據憲
法第二修正案的擁槍權。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