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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監控魔爪
伸港台領館

十大最受歡迎餐廳 中環Caprice上榜 波音傳洽777X飛機訂單 國泰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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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控股的《2013年外籍專才開拓者調查》報告
指出，亞洲繼續是外籍專業人士心儀的移居地。調
查覆蓋全球37個國家和地區，評分條件分為「經濟
條件」、「生活體驗」和「養兒育女」三大類。由於
部分地區沒有「育兒」數據，只計前兩項綜合比
較，泰國獨佔鰲頭，中國大陸緊隨第二，台灣第
十，香港則排19，遠遜排第六的新加坡。
亞洲近年成為全球經濟增速最快地區，吸引不少

西方專才到來尋覓更好發展機會。調查負責人布萊
克本指，過去幾年，外籍專才潮流漸漸往東方靠
攏，中東、亞洲等地區愈來愈吃香，以往只是嶄露
頭角的新興經濟體，現在已登上世界舞台。

港低稅交通便利 住屋成弱點

香港在三項分類排名分別為第十九、二十五和十
一位，均較去年遜色。「生活體驗」方面，香港交

通方便備受讚賞，但「居住質素」、「找尋住所」和
「工作生活平衡」分別位列34、32和35位，大幅拉低
評分。住屋成香港最大弱點之一，只有19%外籍專
才認為本港居住質素高於母國，不及環球平均39%
的一半。
香港在育兒方面受好評，不少外籍人士選擇前來

建立家庭生活和養兒育女，當中受訪者對香港育兒
服務、教育和兒童安全評價甚高。此外，香港低稅
制、高薪酬和良好個人安全亦備受讚賞，加上極方
便的交通道路網，均有助外籍人士追求更優質的個
人和家庭生活。
■《2013年外籍專才開拓者調查》/《華爾街日報》

TripAdvisor
十大最受歡迎餐廳(部分)
1. Maison Lameloise (法國沙尼)

2. Colicchio and Sons Main Dining Room

(美國紐約)

3. Le Cinq (法國巴黎)

4. El Celler de Can Roca (西班牙赫羅納)

5. Caprice (中國香港)

近年東南亞經濟體快速發展，低生
活成本加上高薪酬，吸引不少外籍專
才前來掘金。報告指，亞洲薪酬優勢
明顯，外籍專才平均薪酬水平較全球
高最少15%，相反歐洲薪酬普遍較
低。外籍人士普遍對新興國家經濟前
景感到樂觀，有望推動更多年輕專才
到新興國家闖一番事業。
泰國今年取代新加坡，在撇除「養

兒育女」後，排名居於榜首，當地低
廉生活成本和較高潛在收入應記一
功。受訪者讚揚泰國是交友、享受積
極社交生活的絕佳地點。近八成受訪
者表示，搬到泰國後可支配收入有所
增多。研究發現，中文和泰文等傳統
上被視為較難學的語言，最受外籍父
母及孩子歡迎。
美國和歐洲經濟持續低迷，新興經

濟體被寄望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火車
頭。在金磚四國中，逾九成外籍人士
對所在國家經濟狀況感到滿意，遠超
全球平均的56%。

■《2013年外籍專才開拓者調查》

外籍專才心儀移居地
內地第二位港列19

著名旅遊網站TripAdvisor昨日公布
全球十大最受歡迎餐廳，位處法國勃
艮第地區的米芝蓮三星餐廳Maison
Lameloise榮膺榜首。同樣是米芝蓮三
星餐廳、位處香港中環的法式餐廳
Caprice亦有入選，排名第5。
TripAdvisor公關顧問科爾曼表示，

排名準則是基於各間餐廳最近在該網
站獲得多少次評價、評分高低和總評
價次數。

■路透社

據消息人士指出，在下月17日至21日舉行的
迪拜航空展前，美國波音公司正與4家航空公
司洽談重新設計的波音777X飛機訂單，總值
達870億美元(約6,745億港元)，香港國泰航空也
正考慮是否採購25架這種飛機。
有關人士說，正洽談的交易涉及255架飛

機，包括阿聯酋航空100架到150架、卡塔爾航
空50架，以及阿布扎比的聯合航空(Etihad
Airways)30架。
在距離這種飛機預定2020年推出還有多年時

間，迪拜航空展的777X訂單對波音將是一種

鼓舞。波音可以藉提升目前波音777客機而非
建造全新飛機的方式，阻止空巴在最大雙引擎
客機市場的擴張。 ■彭博通訊社

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昨日公布2013年度全球權力榜，今年全

球發生過兩宗牽涉美俄角力的事件，包括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

洩密風波，以及敘利亞化武危機，在兩場事件中都取得上風的俄羅

斯總統普京，榮膺本年度全球最具權力人物。相反在危機處理上顯得

進退失據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則失落連坐兩年的榜首寶座僅排第二。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排名再次躍升，由去年的第九位跳升至第三位。

《福布斯》指出，今年
是美俄元首影響力

此消彼長的一年，一方面普京鞏
固了對俄羅斯的控制，一方面奧巴馬
作為連任總統，似乎比正常更早進入

「跛腳鴨」時期，這點從最近的華府停
運鬧劇可以看到。該刊續稱：「任何關
注今年敘利亞和國安局洩密事件的人，
都會清楚感受到個人權力變化的轉移。」
自2009年《福布斯》推出首個排行榜以

來，連同今次在內，奧巴馬只有兩次屈居
第二，上一次是2010年，當年榜首的是時任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普京去年排第三，今年
則是首次登上榜首。

教宗第四 默克爾跌至第五

習近平的排名較去年急升六位，《福布斯》
指，習近平作為中國政治及軍事領袖，管治 超
過13億人口，中國持有約1.3萬億(約10萬億港元)
美債，是全球最大美債持有國。去年排第二的
德國總理默克爾今年跌三位至第五，新上任的

教宗方濟各甫上榜便排第四。

李克強排14位 李嘉誠第三十

其他上榜華人包括第十四位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第三十位的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第四十一位的
中投董事長丁學東、第五十九位的世衛總幹事陳馮富
珍，以及61位的百度創辦人李彥宏。
今年的名單共有72人，每一位代表地球上的1億

人，包括國家元首、財金人士、慈善家和企業家這些
「真正統治世界」的人物。上榜的國家元首共有17
人，他們管治的國家合共國內生產總值達48萬億美元
(約372萬億港元)，另外有27名企業總裁和12名創業家
上榜。

朴槿惠耶倫首列榜

13名新上榜人物包括韓國三星電子主席李健熙(41
位)、韓國總統朴槿惠(52位)，以及有望成為下一任聯
儲局主席的耶倫(72位)。《福布斯》編輯是按「權力凌
駕普羅大眾」、「掌握財富和資源」、「在多個領域掌
權」及「積極運用權力」4項條件評分。

■《福布斯》/法新社

澳洲廣播公司(ABC)引述情報專家鮑爾稱，澳洲有4個
關鍵情報設施，可搜索並分析大量網絡資訊，並與美國
國安局共享，間接替美國監控亞太地區。報道又指，美
國在台北、香港、雅加達及吉隆坡等亞太城市的使領館
均設有監控點，澳洲也會在海外使館監聽電話通訊。

「監聽外國元首是諜報核心」

美國涉嫌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等多國領袖，惹來各國
猛烈批評，但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前日出席國會聽
證會時卻稱，弄清楚外國領袖意向是諜報工作的核心，
而所有監控活動都有明確目的。同場的國安局局長亞歷
山大表示，雖然遭輿論連番批評，但不會放棄監聽，以
維護國家安全。

奧巴馬國安局鬥卸責

監控風波愈鬧愈大，輿論將矛頭指向總統奧巴馬和白
宮，但白宮指奧巴馬只是掌控全局，對個別行動的目標
並不知情，儼然將責任推卸給國安局。國安局反駁稱，
行動獲白宮及國務院批准，就算奧巴馬不知情，白宮亦
非全無責任。
眾議院正計劃對情報監控法規提出修改，希望增加透

明度。以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萊希為首的議員建議，
除非情報部門向法庭證明目標與恐怖主義或間諜活動有
聯繫，否則不能展開監控；以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法
因施泰因為首的議員則提議，容許部門基於「合理懷疑」
監控外國疑人3天，之後若無法庭授權，須終止監控。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法國及西班牙傳媒日前引述美國中情局(CIA)前僱員斯
諾登提供的文件，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截取兩國數
千萬民眾的電話紀錄，引起軒然大波。多名華府官員前
日否認指控，指紀錄是兩國自己的情報部門收集後，再
與國安局分享，且不是來自兩國本土。
假如美方說法屬實，將顛覆歐洲傳媒的說法，並將歐

洲情報部門扯進監控風暴的核心。今次披露的消息可能
引發歐洲民眾對本國政府的責難，並影響美歐雙邊情報
合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馮仲平
認為，歐美受共同利益等牽制，長遠雙方互信不會受太
大影響。
德國及巴西準備在聯合國大會提交決議案草案，推動

國際間因應數碼化時代的新形勢，加強對個人私隱的保
障，遏抑監聽活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
員劉衛東認為，互聯網領域基本上是無政府狀態，即使
加強規範，美國仍可利用技術優勢左右規則的執行。
另外，有美國官員指出，總統奧巴馬近日下令國安局

停止對紐約聯合國總部的監聽活動。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美聯社

普京登福布斯權力榜首

■中環法式餐廳Caprice

■波音777X

■香港交通方便備受

讚賞。 資料圖片

■第一位

普京

■第二位

奧巴馬
■第三位

習近平
■第五位

默克爾

■第十四位 李克強

■第三十位 李嘉誠

■第五十九位 陳馮富珍

■第六十一位 李彥宏

福布斯最具權力人物排行榜（部分）
人物 排名(去年排名)

俄羅斯總統普京 1(3)

美國總統奧巴馬 2(1)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3(9)

教宗方濟各 4(-)

德國總理默克爾 5(2)

人物 排名(去年排名)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4(13)

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 30(31)

中國投資董事長丁學東 41(-)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 59(58)

百度創辦人李彥宏 61(64)

奧巴馬斯諾登案敘危機失分 習近平升至第三位

出賣盟友「法西有份竊聽」

綜合排名(僅計經濟和生活評分)
國家或地區 綜合排名 分數 經濟排名 生活排名 育兒排名

泰國 1 0.56 4 1 -

中國大陸 2 0.55 2 3 16

瑞士 3 0.53 1 13 -

開曼群島 4 0.53 5 4 15

巴林 5 0.51 11 2 -

新加坡 6 0.49 9 6 2

台灣 10 0.48 13 8 -

香港 19 0.44 19 25 11

愛爾蘭 36 0.28 36 30 24

埃及 37 0.27 35 36 -

《2013年外籍專才開拓者調查》/《華爾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