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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Prime Now「死機」：
用戶反應太熱烈

委國局勢惡化 美撤使館人員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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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貝索斯成「半天首富」
身家相差不足78億 蓋茨一度讓位

網上商貿巨擘亞馬遜今年股價累升40%，前日開市後繼續

造好，更帶挈53歲創辦人貝索斯成功超越微軟創辦人蓋茨，

成為《福布斯》全球首富，但當晚亞馬遜發佈第二季度業績，

受純利下跌及支出增加等因素影響，拖累亞馬遜股價回落，令

貝索斯僅能成為「半天首富」，再次落後自2013年來佔據榜

首的蓋茨，兩人身家相差不足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

《福布斯》歷年首富
富豪

(企業業務/國家)

堤義明
(房地產/日本)

森泰吉郎
(房地產/日本)

蓋茨
(微軟/美國)

巴菲特

(巴郡/美國)

斯利姆
(墨西哥電訊/墨西哥)

奧爾特加
(Zara/西班牙)

貝索斯(亞馬遜/美國)

■《福布斯》

首次登上首富年份

(身家，港元計)

1987年
(約1,560億)

1991年
(約1,170億)

1995年
(約1,006億)

2008年

(約4,836億)

2010年
(約4,172億)

2015年
(約6,240億)

2017年(約7,066億)

當首富總時間

6年

2年

18年

1年

4年

3天

約半天

貝索斯於1994年創辦亞馬遜，從
西雅圖車庫出售書籍開始，輾

轉成為網上商貿巨擘。亞馬遜現佔
美國網上銷售商品的43%，有6,400
萬人註冊Amazon Prime，以獲取免
費送貨和視頻等服務，市場佔有率
與日俱增，公司市值超過5,000億美
元(約3.9萬億港元)。截至今年初，貝
索斯排在蓋茨、「股神」巴菲特及
時裝品牌Zara 創辦人奧爾特加之
後，位列全球富豪榜第四位。

純利跌77% 排名執位
亞馬遜股價前日早段升1.7%，至
每股1,070.72美元，令貝索斯資產淨
值增加170億美元(約1,326億港元)，
其擁有的亞馬遜股份總值達830億美
元(約6,474億港元)。根據《福布斯》
實時富豪榜排名，貝索斯的個人財
富飆升至906億美元(約 7,066億港
元)，超越蓋茨的約 900 億美元(約
7,020億港元)，一躍成為全球新首
富，所持股份價值更是福特車廠市
值的兩倍。
不過，亞馬遜前晚發佈2017財年
第二季財務報告，顯示純利下跌，
令貝索斯的首富地位送還蓋茨。亞
馬遜第二季純利為1.97億美元(約
15.3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7.24億
美元(約56.4億港元)下跌77%；營運

利潤為6.28億美元(48.9億港元)，按
年下跌51%；銷售額為379.55億美
元 ( 約 2,960 億港元)，按年增長
25%。
自《福布斯》富豪榜1987年出台

以來，貝索斯成為第7位首富。《福
布斯》曾表示，若蓋茨沒捐出大量
財富，貝索斯無法成為首富。

大量投資語音助手建倉庫
雖然純利下跌，但亞馬遜聲言不

會改變投資計劃，並預測下季利潤
持續下降，兩年內首次出現季度
虧損。亞馬遜在建築倉庫、Al-
exa語音助手、製作電影和建立
數據中心等領域進行大量投資，
過去數月已聘請3萬名新員工。

■彭博通訊社/《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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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前日在新加坡推出Prime Now應用程式，標榜只需購物滿40美
元(約312港元)，貨物可於兩小時內免費送達，但據當地媒體報道，部分用
戶直至昨天仍未能在手機上成功下訂單，對此大感失望。
Prime Now為用戶提供6個兩小時送貨窗口，時間由上午10時至

晚上10時，雜貨及電子產品等貨物將在兩小時內，從裕廊工業區的
亞馬遜貨倉送到顧客家中。在前日下午、即Prime Now發佈後僅數
小時，有用戶獲取訊息，指當天和昨日所有送貨窗口均無法使用，
有其他用戶則表示，交貨時段似乎間歇地開放。亞馬遜回應查詢
時指出，由於用戶反應太熱烈，暫時無法提供送貨服務。

任職客戶經理的謝小姐表示，前晚嘗試訂購雜貨，發現
未能在昨日中午送貨，但她自稱仍然是亞馬遜「粉
絲」，「相信他們能盡快解決問題。」

■新加坡《海峽時報》

智能電話普遍搭載音樂播放功能，加
上網上串流音樂平台興起，只能播歌的
MP3機需求大減，蘋果公司前日宣佈停
售iPod shuffle和 iPod nano兩款音樂播
放器。它們2005年面世時大受歡迎，帶
動「音樂革命」，不少人對停產感到惋
惜。
shuffle 沒有屏幕，體積與火柴盒相
若，已故蘋果創辦人喬布斯當時標榜，
shuffle能收藏大量歌曲，且能夠放入口
袋，吸引喜歡一邊做運動、一邊聽音樂
的用家。同年推出的nano則附有屏幕，

方便用家挑選歌曲。

系列只剩iPod touch
然而這兩款iPod都不支援連線功能，
不能利用蘋果自家音樂串流平台Apple
Music 播歌，只能透過電腦應用程式
iTunes 下載歌曲。iPod系列銷售額在
2008年度達到高峰，為蘋果帶來92億美
元(約 718 億港元)收入，但如今已被
iPhone大幅拋離。
shuffle和nano停產後，iPod系列只餘
下iPod touch一員，它附有觸控屏幕，

採用 iOS 作
業系統，可
運行手機程
式。蘋果的
聲明表示將
簡化 iPod產
品線，只提
供兩款不同
容 量 的
touch，分別是售價1,588港元的32GB，
以及售價2,388港元的128GB版本。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超級房東」涉性侵
美婦告Airbnb

英判病嬰移送善終院舍拔喉

美國新墨西哥州一名51歲女子日前表示，她透過民
宿網站Airbnb預約房間，入住期間遭房東性侵。她指
對方是一名評價良好、被視為「超級房東」的屋主，認
為Airbnb疏忽，沒正確篩選房東，因此入稟法院控告
Airbnb，是首宗Airbnb被指控需負上法律責任的同類訴
訟。
事主拉帕約克去年7月搬至洛杉磯，在尋找永久居所
期間，計劃入住奧爾莫的單位約一個月，由於對方評價
不俗，故認為自己得到保障。她在入稟狀指出，奧爾莫
對她作出性暗示，她入住3晚後決定離開，豈料對方將
她禁錮房間內，更在她面前自瀆及強吻她。奧爾莫其後
讓她離去時，還表示「不要忘記在Airbnb給我正面評
價」。

曾涉家暴 仍可做屋主
拉帕約克事後報警和向Airbnb舉報，但警方以證據
不足為由未有起訴。Airbnb表示，已對曾被指涉及家暴
的奧爾莫作背景審查，由於他沒被定罪，故仍可成為房
東，但在得悉今次事件後，已把他從網站除名。奧爾莫
接受傳媒訪問時否認指控，指與拉帕約克的任何接觸已
獲對方同意，而Airbnb把他從房東名單中剔除並不公
平。 ■《衛報》

英國高等法院法官下令，將
患有罕見線粒體遺傳病的英國
男嬰加德移送善終院舍，並批
准醫院於短期內拔喉，以「安
樂死」結束短短不足1年的生
命。加德的父母希望拔掉維生
儀器前，能在兒子身邊多留數
天，但院方指推遲拔喉對加德
並無好處。加德父母的「最後
願望」無法實現。
治療加德的倫敦大奧蒙德街

醫院認為，加德要依靠儀器維
持生命，如果推遲拔喉，醫院
要求加德父母安排兒科醫生一直從旁照料，但對方未能
做到，法院於是同意醫院盡快拔喉的安排。加德母親耶
茨對法院的判決感到失望，「我們只想平靜地與兒子一
起，沒有醫院、律師、法院和傳媒，好好地陪着他，用
充滿愛的方式向他道別。」但最終未能如願。

■英國廣播公司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將於明天舉行
「國家制憲會議」選舉，選出代表負
責修改憲法，被批評為協助總統馬杜
羅獨攬大權。反對派不理會政府禁止
集會的命令，昨日發起一連3天的大
示威，動員民眾上街抗爭。鑑於局勢
惡化，美國國務院前日下令撤走駐委
國使館員工的家眷，加拿大亦提醒國
民如非必要切勿前往委內瑞拉。

反對派周三發起連續兩天的全國大
罷工，示威者前日與警方衝突，造成7
人死亡，另有240人被捕，令持續4個
月的示威浪潮增至112人死亡。美國
政府前日警告，委內瑞拉國社會動
盪，充斥暴力犯罪，糧食及藥物短
缺，下令駐當地使館員工家眷離境。
哥倫比亞航空前日亦以「營運及保安
限制」為由，即時停飛前往委國的航

班。
有反對派國會議員表示，昨日開始

的大示威旨在告訴全世界，國家制憲
會議並無合法性。馬杜羅則敦促反對
派停止滋事，並立即與政府展開對
話。由於憂慮衝突加劇，連日來有數
以千計委內瑞拉民眾湧入鄰國哥倫比
亞暫避。

■法新社/路透社

■■貝索斯貝索斯（（左左））成功超越微軟創辦人蓋茨成功超越微軟創辦人蓋茨
（（右右），），一度成為全球首富一度成為全球首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iPod nano及shuffle下架 一個時代終結

■■iPod shuffleiPod shuffle（（左圖左圖））及及iPodiPod
nanonano的時代告終的時代告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加德在醫院天台與父加德在醫院天台與父
母短聚母短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委內瑞拉的示威屢爆警民衝突委內瑞拉的示威屢爆警民衝突。。 法新社法新社

德國北部城市漢堡的警方昨日表示，一名男子
在當地一間超市揮刀施襲，造成一人死亡及4人
受傷，警方事後拘捕兇徒，暫未知其行兇動機。
據報他行兇時高呼「真主偉大」。警方事後封鎖案
發地區，呼籲公眾人士避免前往。

30分鐘後被捕
德國《圖片報》報道，事發於當地時間下午3時

10分(香港時間晚上9時10分)，據目擊者表示，兇
徒當時衝入巴姆貝克區一間超市後，持刀襲擊超市

內的顧客，其後迅速逃走，有民眾立即從後追趕，
並報警求助。警方到場後在附近一帶展開搜捕，約
30分鐘後拘捕兇徒歸案。
《圖片報》刊登一幅圖片，顯示一名身上染有血

漬的男子被帶上警車，用白色袋子蒙頭，相信他就
是兇徒。警方指死者身中多刀死亡。
德國去年發生連串恐怖襲擊，目前仍處於嚴密戒

備狀態。
■路透社/

《每日郵報》■■身上染有血漬的男子被帶上警車身上染有血漬的男子被帶上警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