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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研再降超額存款準備金率

美兩黨達縮水預算案協議 暫緩停運危機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前日就今明兩年聯邦預算案達成協
議，同意補貼受自動削支影響的國防及非國防開支，同
時增加其他削赤措施，有望暫時打破近年纏繞華府的財
政僵局，避免下月再陷政府停運危機。總統奧巴馬讚揚
是「好的第一步」，呼籲兩院盡快通過議案，但共和黨
保守派不滿方案等同在削支上妥協，或阻礙表決。

美股早段先升後跌
消息傳出令美股昨日高開，其後掉頭回落。道瓊斯工
業平均指數早段報 15,940 點，跌 32 點；標準普爾 500 指
數報 1,800 點，跌 2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051 點，
跌9點。

增機場保安費 削赤1784億
兩黨過去兩年就預算爭拗不休，今年 10 月更導致華府
局部停運 16 日。作為重開政府協議的一部分，兩黨同意

設立跨黨派小組商討長期削赤方案。領導談判的共和黨
籍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瑞安及民主黨參議員默里前日
宣布已打破僵局，希望協議為兩黨未來合作鋪路。
根據協議，華府今明兩年財年預算分別約 1 萬億美元
(約7.75萬億)，約介乎兩黨建議數字的中間。協議將為國
防及非國防開支提供 630 億美元(約 4,885 億港元)補貼，
平衡自動削支機制的影響。補貼將透過增加旅客機場保
安費、削減公務員和軍人退休金等節源辦法籌措。協議
另包含數十項削赤條款，預料未來 10 年可為政府進一步
削赤230億美元(約1,784億港元)。

彭博昨日報道，美國聯儲局官員正
重新討論是否下調超額存款準備金率
(IOER)，以便讓投資者相信即使局
方開始收水，也不等於收緊貨幣政
策。
由於下調目前處於 0.25 厘的 IOER，可能導致貨幣市場利率跌至零
或以下水平，繼而造成市場混亂，故
局方一直對此舉有所保留。但聯儲局
最近成功測試一項逆回購工具，讓局
方能更有效操控短期息口，意味可減
少降低IOER的風險。
聯儲局目前對退市的最大憂慮之一
是，如何在不同時推高息口的情況下
收水，而下調 IOER 則是方法之一。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總裁埃
里安說，聯儲局接下來將進入過渡
期，即逐漸減少購債，同時強化壓低
短期利率的前瞻指引，藉此繼續投入
但調整政策組合。
■彭博通訊社

票。共和黨籍眾議長博納已表態支持，但茶黨等保守派
普遍不滿協議取消部分自動削支，或令議案在眾院觸
礁。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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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眾院表決 茶黨勢阻撓
評論指，雖然削赤額相比美國 17 萬億美元(約 132 萬億
港元)債務只是杯水車薪，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兩黨有意尋
求合作，容許議員集中精神商討削赤措施。
協議明天將提交眾議院表決，參議院則可能在下周投

《時代》疑懼華府「維基解密」批懦夫

教宗膺風雲人物

斯諾登受壓居亞

美國《時代》周刊昨日宣布教宗方濟各成為 2013 年度

全球風雲人物，揭曉前的大熱門、踢爆華府大規模監控計
劃的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則排第二。排名迅即引起各界熱
議，不少聲音質疑斯諾登落選是因為《時代》畏懼美國政

■教宗成為《時代》
2013 年 風 雲 人 物 。
網上圖片

府，形容事件再次反映主流媒體對斯諾登的打壓，「維基
解密」更直斥《時代》不選斯諾登是「懦夫行為」。

正接受俄羅斯庇護的斯諾登揭露華府驚人監控計劃，風波席捲全球，
故此前一直被視為風雲人物大熱。《時代》昨公布決定後，不少網

民為斯諾登大感不值。協助斯諾登揭密的前英國《衛報》記者格林沃爾
德在 twitter 稱：「《時代》周刊：一如以往尖銳、大膽、勇敢和具創
意：斯諾登『亞軍』。」有網民指出，《時代》的決定或再次引發外界
對主流媒體如何對待斯諾登和格林沃爾德的質疑。
■方濟各作風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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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第三位「風雲」教宗

風雲人物準則

方濟各是歷來第 3 位成為《時代》風雲人物的教宗，前兩位分別是 1994
年的若望保祿二世，以及 1963 年的若望二十三世。方濟各今年 3 月接替因
健康理由辭任的本篤十六世，成為1,200多年來首位非歐洲人的教宗。
羅馬教廷近年深受洗黑錢、內鬥和孌童等醜聞困擾，形象低落，方濟各
上任後貫徹親民簡樸作風，無論就職或外訪也堅持不坐防彈專車，親自祝
福小孩子或殘障人士，甚至與信眾自拍，與以往教廷「高高在上」的形象
截然不同，教外界眼前一亮。
本篤十六世在任期間被認為過分專注神學研究，以致脫離現實。方濟各9
月受訪時形容「教會就像戰地醫院，我寧願教會因為走到街頭變得殘舊、
受傷和充滿污漬，也不想因為緊抱權力變得不健康和被困」，反映其改革
意向堅決。

破禁談同性戀 斥拜金主義
方濟各更不懼禁忌，大膽談論同性戀和女性擔任神父等教會內敏感議
題，又曾直斥現代人的拜金主義。
《時代》讚揚方濟各以身作則，用行動說服人們，上任不足1年，已令外
界重拾對教廷改革的期望，形容他是國際舞台上一顆「年逾古稀的新
星」。《時代》總編輯吉布斯表示，方濟各把教廷由宮殿帶回民間，促使
教廷正視深層問題，又讚揚方濟各這名「新手」在國際舞台冒起的速
度無人可比，當選風雲人物當之無愧。
梵蒂岡發言人隆巴爾迪表示方濟各無意追逐名利，但認
為教宗獲國際媒體認同是好事，又指若此事能為世人帶來
希望，教宗會感到高興。
■斯諾登
■《時代》周刊/法新社/路透社/《赫芬頓郵報》

《時代》2013 重要人物
84 歲的溫莎大半生與同性戀人低調生活，
對方去世間接將她推上爭取同志平權的舞
台。溫莎 2010 年入稟控告政府剝奪她的遺產
稅配偶免稅額，要求政府歸還 36.3 萬美元(約
281.5萬港元)已繳稅款。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
4 票判她勝訴，指政府現有做法違憲，是美
國首次承認同性伴侶擁有異性婚姻者的同等
權利。

第四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
巴沙爾原是在英國受訓的眼科醫生，妻子
在投行工作，連他自己也想不到會在2000 年
繼承一個國家，並成為比父親更鐵腕的領
袖。他就任總統以來後，今年 8 月被指向平
民使用化武。外交專家形容他「好像相信只
要一直鏟除異己，他們就會投降」。

第五位：美國參議員克魯茲
共和黨籍的新人參議員克魯茲在 9 月預算
案辯論期間，發動拉布企圖推翻奧巴馬醫
保，結果令兩黨無法在期限前達成共識，導
致華府局部停運。為了拉布，他發表參院史
上最長之一的演說，一夜成名，不過黨員認
為他為了個人知名度，犧牲了黨的聲譽。
■《時代》周刊

者」，以凸出「阿拉伯之春」和歐美
「佔領」運動為全球政局帶來新局
面。至今的風雲人物在當選時均在
世，但《時代》強調是否在生並非評
選準則。
■綜合報道

斯諾登 黑暗預言者

網絡時代將反噬

他憑着對「人權應受保障」的信念，不惜冒終身監禁甚至
被追殺的風險，也要揭露美國監控之手逐漸失控的真相，一
石擊起千重浪的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成為年度風雲人
物的第二名。「維基解密」網站創辦人亞桑奇形容，若然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格伯代表了人人分享的社交網絡新時
代，斯諾登就是警告無遠弗屆的網絡將反噬人權的
黑暗預言者。

警告監控變理所當然
斯諾登接受《時代》訪問時表示，希望公
開華府機密能促使各國政府增加透明度，又
指各界最應警戒的，應是當局能在社會大

部分人不知不覺下進行，「國安局當然不是東德秘密警察，
但我們應謹記危險不在當局突然採取監控手段，而是政策方
針逐漸改變，令監控變得理所當然。」
30 歲的斯諾登今年 6 月隻身從夏威夷飛到香港，將在國安
局旗下外判商工作時取得的無數密件公開，掀起監控風暴，
影響所及，不少國家的諜報機關被迫進入公眾視線，不再是
毫無透明度的國家機密，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了向公眾解釋，
亦解密了數千頁密檔。
《時代》形容，斯諾登認為美國等現代民主國家的人民，
其基本自由應受保障，而華府不分敵我的大規模監控，正正
威脅普羅大眾在言論、生活、想像及結社方面的自由。
■《時代》周刊

美用Google cookie追蹤黑客 網民無得避

網民瀏覽網頁時，網站
經常會在用戶電腦內存取
名為 cookie 的小型檔案，
使廣告商能追蹤用戶瀏覽喜好，發出針對個人的廣
告。原來美國國安局亦利用 cookie 及其他追蹤用戶位
置，鎖定可能入侵政府網站的黑客，意味網民不論何
時何地都受到追蹤，根本避無可避。
網上廣告商沿用 cookie 多時，認為可方便消費者收
取最可能有興趣的廣告資訊，但不少人指做法侵犯私
隱。

入侵目標電腦
網民日常接觸的 cookie 多屬商業用途，但斯諾登洩
漏的密件顯示，國安局和英國政府通訊總部(GCHQ)
看中了 Google 的特定追蹤工具 PREF cookie，這種紀
錄不含姓名或電郵地址等個人資料，但包含數字代
碼，能讓網站確認用戶瀏覽器版本。
國安局除了追蹤網頁瀏覽紀錄外，更可利用這些
cookie，在大量互聯網數據中鎖定個別人士的通訊，再
傳送軟件入侵其電腦。
該文件並沒列出國安局如何取得 PREF cookie 及
Google 有否與當局合作，但另有文件顯示國安局可引
用《海外情報監察法案》(FISA)取得cookie資訊，若當
局以此途徑索料 ，企業根本無從阻止 。國安局及
Google均拒絕置評。
■《華盛頓郵報》

加國設全球間諜站助美監控

第三位：同性戀權益活躍分子溫莎

《時代》年度風雲人物選舉可追溯
至 1927 年，得獎者是當年對全球帶來
重大影響的個人、團體或概念。但影
響不計好壞，納粹領袖希特勒於 1938
年當選，而 2011 年得獎者為「示威

不斷披露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機密
文件的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繼續爆料稱，
加拿大通訊安全局(CSEC)和美國國家安全
局在監控活動上密切合作，甚至應美方要
求在全球設立隱蔽的間諜站，進行間諜行
為，並在「約 20 個高度優先的國家」參與
美方間諜活動。

監控海外電話互聯網

CBC 獲得這份長 4 頁的國安局簡報，印
有「最高機密」字樣，收件人是國安局一
名高層人員，日期為今年 4 月 3 日。簡報顯
示，加拿大情報機構在全球情報搜集活動

■ 斯諾登揭發美國大規模監
控，早前猶他州有示威者抗議
國安局的所作所為。
國安局的所作所為
。 資料圖片

中扮演重要角色。
簡 報 顯 示 ， 國 安 局 認 為 CSEC 是 富 經
驗、有能力和受尊敬的情報夥伴，它為搜
集、處理和分析情報提供資源，應國安局
要求設立秘密情報站，並在渥太華總部利
用國內強大的電腦設備，監控海外電話和
互聯網通訊。
CBC 早前根據斯諾登的密檔報道，加拿
大以渥太華美國使館為監控指揮站，協助
美英在二十國集團(G20)多倫多峰會期間刺
探與會者。國安局前高層德雷克稱，加美
情報部門合作多年，更形容加國的收集情
報能力非常出色。
■加拿大廣播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