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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宣言限移民 英保守黨籲集氣脫歐
英國將於下月 8 日舉行大選，首相文翠珊昨
日公佈執政保守黨競選宣言，包括矢言限制移
民人境、加強規管企業高層薪酬及提出稅款寬
減措施。文翠珊形容宣言放眼英國脫歐及未來
前景，呼籲選民拋開傳統黨派分歧，支持保守
黨，加強英國在脫歐談判上的力量。
文翠珊指，若保守黨在大選落敗，英國經濟
和勞工階層後果堪虞，反之則為英國帶來無限
機會，呼籲選民為國家利益團結一致，令英國
成功脫歐。她承認談判非常艱巨，但選民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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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公投已表明意向，英國不會尋求「半脫
歐」。

搶工黨票 承諾消費者利益為先
為爭取在野工黨傳統支持者的選票，文翠珊
承諾確保市場以消費者利益為先，解決剝削勞
工問題，並稱會收緊公司併購法規，以及確保
外國企業收購英國重要基建時，不會損害英國
安全。
保守黨宣言承諾限制移民人數，確保處於可

持續水平，由過去20年每年接收數十萬移民減
至數萬人。此外，政府會削減老人福利，資金
用於社會照顧服務，並會提高個人免稅額，以
及致力令政府財政轉虧為盈，以支撐脫歐後的
英國經濟。
外界形容文翠珊個人形象鮮明，或希望媲美
前首相「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文翠珊反駁此
說法，強調保守黨不存在「文翠珊主義」，只
有堅實的保守主義，專注國家與民眾利益。
■法新社/路透社

新程式 Lens 辨識拍攝目標 Android O 支援畫中畫
一年一度的 Google 開發者大會(I/O)前日在加
州公司總部外舉行。近年 Google 積極開發人工
智能(AI)領域，例如研發自駕車等，總裁披猜在
大會上宣佈，Google 今後將由「移動優先」過渡
至「AI 優先」時代，包括強化旗下程式的 AI 功
能，讓用戶更自然、更緊密地與科技交流，語
音助手 Google Assistant 亦會跨界進軍 iPhone
的 iOS 平台，挑戰蘋果公司的 Siri。Google 同
時推出最新流動作業系統 Android O 測試版。
Lens 的新程式，它運用 AI
Google將推出名為
技術，能利用手機鏡頭辨識拍攝目標，

有助強化現有的語音助手。舉例說，將手機鏡頭對準一間
餐廳，Assistant 就能利用 Lens 辨別目標，並找出餐廳評
價。將鏡頭對着 WiFi 路由器的登入資料，手機就會自動
連上WiFi。Assistant將會成為AI的核心。

Google 拓「AI 時代」
語音助手挑機 Siri
■ Google Assistant 能
利 用 Lens 辨 別 拍 攝 目
標，找出餐廳評價
找出餐廳評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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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簿辨識朋友建議傳相
Google相簿亦會加入新功能，從照片人像中辨識用戶朋
友的樣子，並建議用戶把相片傳給對方。如果用戶希望印
製實體相簿，AI 會揀出最好的相片，每本價錢從 9.99 美
元(約 77.7 港元)起。擁有逾 10 億用戶的 Gmail 電郵亦會加
強 AI 功能，包括提供簡單回覆建議，譬如用戶收到晚宴
邀請，Google就會建議回覆「為我留一席」。

Android O開機速度加快

收購 WhatsApp 瞞賬號配對 fb 罰 9.5 億
社交網站 facebook(fb)2014 年收購通訊
應用程式 WhatsApp 時，表明兩者用戶
的賬號無法配對，但歐盟調查後發現，
fb 當時已擁有或可自動配對賬戶的技
術，與 fb 在歐盟審核併購過程中提交的

聲明不符。歐盟委員會前日裁定 fb 發放
不正確及誤導資訊，罰款 1.1 億歐元(約
9.5億港元)。
歐盟稱，這次判決向企業發出訊息，
必須遵從歐盟併購規定，包括披露真實

伊朗今大選
最高精神領袖關鍵戰
伊朗今日舉行總統大選，4名候選人中，
以爭取連任的總統魯哈尼及強硬派的前檢
察總長萊希呼聲最高。今次選舉除決定伊
朗未來走向外，亦可能對下任最高精神領
袖有關鍵影響。由於現任最高精神領袖哈
梅內伊年事已高，獲他支持的萊希若競選
總統落敗，將失去繼承哈梅內伊的權威
性。
伊朗總統及國會議員透過選舉產生，獲
選民授予治國權力，但最大權力仍掌握在
最高精神領袖手上，對什葉派穆斯林來
說，最高精神領袖的地位如同天主教的教
宗。哈梅內伊當年繼承前最高精神領袖霍
梅尼時，曾擔任兩屆總統，具備政治權
威。英國達勒姆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埃迪沙
米認為，今次總統選舉對下任最高精神領
袖誰屬有關鍵影響，相信是該國歷來最重
要的一次選擧。
選民選擇魯哈尼或萊希，決定了伊朗今
後面向世界還是重回保守路線。魯哈尼承
諾當選後會繼續引入外資；相反若走回頭

■ 魯哈尼支持者上
街造勢。
街造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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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勢必再次遭到國際孤立。伊朗經濟學
家萊拉茲表示，伊朗恐步前蘇聯後塵步向
崩潰，生產力停滯、效率低下及充斥貪
腐，最終拖垮經濟。

批美新制裁破壞核協議
魯哈尼4年總統生涯中，最大政績為2015

年與各國達成核協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前
日決定實施新措施，制裁伊朗國防部多名
官員及一間與伊朗彈道導彈計劃有關的中
國企業，指研發的導彈將來可搭載核彈
頭，違反國際法。伊朗昨日批評美國的決
定，指會破壞核協議。
■彭博通訊社/《衛報》/法新社/美聯社

歐抗電子品須寄艙 美暫擱禁令
美國早前禁止中東和北非部分國家的乘
客，攜帶手提電腦和平板電腦等大型電子
裝置登機，並擬將禁令擴大至歐洲國家，
引起歐盟及國際航空組織憂慮。歐盟邀請
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前日到布魯塞爾會
面，雙方討論如何改善航空安全措施，並
承諾加強情報分享後，美方表示暫時擱置

分享相片
相簿識別照片中用戶朋
友的樣貌，並建議與他
們分享。（與 facebook
功能相似）

■大批
大批Google
Google 粉絲朝聖
粉絲朝聖。
。 法新社

Google 亦調整了 Android 部分程式的運行方式，減低記
憶體、儲存空間及數據消耗，同時令手機更省電。系統安
全方面，Android O 新增背景運作限制，避免惡意程式暗
中損害系統安全。Google「親生仔」Nexus 及 Pixel 系列部
分機種即日起可更新 Android O 公測版，預計正式版會在
今年稍後面世。Google 亦推出專為低階手機而設的 Android Go，主要對象是發展中國家的手機用戶。
■The Verge網站/法新社/美聯社

Home家居助理喇叭
新增免提功能，今年稍
後更可透過喇叭控制惠
而浦等品牌的智能電
器。（與亞馬遜 Echo 喇
叭相似）
Google Lens功能
Google Assistant 增 設
Lens 功能，用戶將鏡頭
對準事物時，可自動搜
尋相關資訊。（與三星
Galaxy S8 的 Bixby Vision功能相似）

各界最期待的始終是 Android O。新系統最明顯的改動
包括簡化設定頁面、更新通知介面設計、運作更流暢，用
戶發現運行 Android O 的手機開機速度較快。另外，系統
亦支援「畫中畫」功能，意味看影片時可以像電腦般把視
窗置於一角，利用畫面其餘空間進行其他工作，不過暫時
只有視像通話程式「Google Dou」及付費的「YouTube
Red」能全面支援這項功能。此外，新系統引入瀏覽器
Chrome 已有的自動填寫表單功能，剪貼功能亦得到改
善。

Nexus Pixel可更新公測版

新功能
「老翻」

決定，下周在華盛頓繼續商討。

乘客恐損86億
代表 265 間航空公司的國際航空運輸協
會(IATA)反對禁令，指每日有 400 班航班
來往歐洲與北美之間，每年乘客量達 6,500
萬人次，包括不少商務旅客，禁令將造成

嚴重混亂及不便，對乘客造成的時間損失
相當於 11 億美元(約 86 億港元)。IATA 亦關
注電子裝置寄艙的安全性，認為大量電子
裝置及鋰電池放置行李艙，可能造成火
警。IATA建議加強安檢，包括加裝偵測爆
炸品的裝置，以及將乘客分成高低風險接
受安檢。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準確的訊息，讓歐盟評估併購交易對行
業競爭的影響時，能作出正確決定。fb
回應指，2014 年提交資料時出錯屬無心
之失，歐委會也確認不會影響審核結
果，事件正式告一段落。
■法新社

語音助理踩過界
Google Assistant 登 陸
iPhone 平台，直接與蘋
果的Siri競爭
美聯社

奠基保守力量
霍士新聞前總裁逝世
美國霍士新聞台前行政總裁艾爾斯昨日
逝世，享年 77 歲。媒體形容艾爾斯將霍士
打造成極具政治影響力的電視頻道，重新
定義電視新聞。霍士主播報道艾爾斯死訊
及讀出其遺孀聲明時神情哀傷，強忍淚
水。
艾爾斯是美國保守派政治運動的核心人
物，曾為前總統尼克松、里根及老布什出
謀獻策，協助重振美國保守政治力量，對
右翼影響深遠。在艾爾斯苦心經營下，霍
士成為保守派政治評論員大本營，政治學
者指艾爾斯利用電視影響力，創造出妖魔
化自由派精英的文化民粹主義，為現代保
守主義奠下基礎。
艾爾斯 1970 年任尼克松助手時，曾編製
一份 300 頁的備忘錄，強調共和黨必須倚
重電視新聞，「現時收看電視新聞的人，
超過閱讀報章、收聽電台及其它傳遞資訊

■艾爾斯
方式的人，原因是人們很懶惰，只需坐在
電視前觀看。」

涉性騷擾下台
艾爾斯掌管霍士約 20 年，令它成為美國
最高收視的有線電視新聞頻道，被譽為美
國傳媒界最具權勢的人，然而他因被指性
騷擾霍士前女主播卡爾森，去年 7 月黯然
下台。■法新社/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美抗議埃爾多安保鏢襲示威者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周二在華盛頓與美
國總統特朗普會談後，前往土耳其駐美國
大使官邸，其間在官邸門外遇上一批庫爾
德族及亞美尼亞人示威，埃爾多安的保鏢
竟然在眾目睽睽下，越過分隔雙方的美國
警察，衝上前毆打示威者，造成包括警員
在內最少 11 人傷。華盛頓警方批評土耳其
「野蠻襲擊」和平示威者，侵犯美國憲法
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美國國務院
亦向土耳其發出強烈照會，土耳其則反指
衝突是由庫爾德工人黨(PKK)導致。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示威者遭襲擊
示威者遭襲擊。
。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