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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萬元 收新 iPhone 預期炒價過 1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家昌）蘋果
公司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舉行發佈會，預
料會公佈新一代智能手機iPhone，包括據
傳名為 iPhone X 的 10 周年紀念版，以及
iPhone 8 及 8 Plus。雖然新機最快下周才
開售，但本港先達廣場已經準備就緒，有
手機店表明已預備最少 100 萬港元「收
機」，並預期iPhone X炒價起碼超過1萬
港元，甚至有可能重演去年亮黑色
iPhone 7的瘋狂情況。

或重現3萬元天價收機

開售，開賣初期亦可能持續缺貨。據報
iPhone X將會採用多種新設計，包括全屏
機身、取消 Home 鍵、加入面容辨識解鎖
技術等，有分析員認為，以iPhone X售價
計，產品必須要有令人驚嘆的規格，「即
使你買不起，也會對它垂涎欲滴。」

悉尼心急果粉已排隊
不少用家對新 iPhone 已急不及待，澳
洲悉尼的蘋果店外，前日開始已經有人
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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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擬明年
推摺屏Note

先達 i 世代電訊負責人 Charles 表示，
iPhone X 炒價預計將會過萬，但實際水
位將視乎供應而定。他表示，如果
iPhone X 像去年亮黑色一樣推出初期持
續缺貨，再次出現 3 萬港元天價收機的情
況也並非不可能，但他亦強調，去年很多
時候也是「有價無市」，即使有人開價也
沒有供應。
至 於 另 外 兩 款 iPhone 8 及 8 Plus，
Charles 認為炒家應該會主戰 iPhone X，
但不排除 8 Plus 亦會有一定需求，因為始
終 iPhone X 沒有大屏幕版本，喜歡較大
屏 幕 的 用 家 還 是 會 選 擇 8 Plus。 有 傳
iPhone X 售價接近 1 萬港元，Charles 直
言近年蘋果手機定價愈來愈高，花近萬港
元買手機並不值得。
近日多家媒體均引述消息指，由於工序
出現延誤，iPhone X未必可以如期在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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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發表新iPhone前夕，主要競爭對手韓國三星昨日搶先
宣佈，計劃於明年推出配備可摺式屏幕的 Galaxy Note 手
機。
三星移動業務總裁高東鎮在首爾的 Galaxy Note 8 發佈會
上宣佈這項消息，他表示，可摺式屏幕有若干問題尚待解
決，但無進一步詳述。分析相信，要大規模生產高端薄身的
可摺式屏幕手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實現。三星於 2013 年
首度展示代號「Youm」的可摺疊式屏幕，過去兩年來，市
場多次有傳有關技術可以投產，但一直只聞樓梯響。
高東鎮又稱，正與旗下汽車音響系統子公司 Harman 合
作，開發人工智能喇叭，用家可聲控播放音樂及進行其他操
作。高東鎮又表示，本周五推出的 Note 8，至今已在韓國錄
得65萬部訂單，反應好過預期。
■美聯社

首限供石油 禁勞工簽證和紡織品出口

新制裁斷朝9成外匯收入
朝鮮早前罔顧國際社會反
對，進行第 6 次核試，聯合國

2006 年朝鮮首次核試以來，安理
今次是
會第 9 次通過制裁決議，禁止向朝鮮

務求施加經濟壓力逼其重返談

高官及3部門列黑名單

判桌。分析指，雖然這次制裁

決議亦禁止向朝鮮勞工發放新的工作許
可證，並要求各國匯報現有勞工合約結束日
期。朝鮮有 9.3 萬名公民在國外工作，西方
認為他們匯回國的款項被用來資助核計劃，
而該禁令將令朝鮮一年損失 5 億美元(約 39
億港元)。朝鮮一名高官及3個部門被列入制
裁黑名單，但決議未有凍結朝鮮領導人金正
恩的資產，亦沒制裁朝鮮軍方和航空公司。
英國《金融時報》指，新制裁將截斷朝
鮮 90%出口收入，總值 27 億美元(約 211 億
港元)。
美國駐聯國大使黑利指，新制裁顯示各
國決不接受朝鮮核武化，聲稱美國不想開
戰，「朝鮮還未走上不歸路，只要它同意停
止核計劃……若朝鮮一意孤行，我們將施

制裁決議，包括限制石油供
應、禁止朝紡織品出口及向朝

被視為「縮水版」，但朝鮮命
脈石油仍首次被寫入制裁名
單，可見「國際包圍網」的建
構已進入最後階段。

新一輪制裁
1.石油
■輸往朝鮮的原油維持在過去一
年水平，即約 400 萬桶，精煉
石油為200萬桶
■安理會可因應情況，批准「民
生用途」的石油供應，但分析
指這會成為制裁決議的漏洞
2.紡織品
■作為朝鮮外匯主要來源的布料
和衣物進出口被全面禁止
■朝鮮大部分衣物都是出口到中
國和俄羅斯

5.成效估計
■分析認為新一輪制裁力度不
足，朝鮮可能在制裁全面實施
前，爭取躋身擁核國，與美國
討價還價
■朝鮮亦可能以制裁為藉口，作
出更多挑釁行為，包括試射洲
際彈道導彈
法新社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強調，中方
始終堅持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反對生戰生
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表示，希望決
議內容得到全面、完整執行，美韓等方面應
避免採取使局勢進一步複雜化的行動。日本
和韓國對決議表示歡迎。
共同社分析指，石油首次納入制裁議
案，意味對朝鮮的「國際包圍網」構築已接
近最後階段，同時也是警告對方，若繼續開
發核彈和導彈，下一次就是全面「禁油」。
朝鮮駐聯國大使韓泰松昨批評華府炮製
了「最殘暴」制裁，朝方以最強烈措辭譴責
這不合法的決議。他聲言，朝鮮很快會令美
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最大苦痛」。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共同社/英國《金融時報》

■安理會一致通過嚴厲制裁決議
安理會一致通過嚴厲制裁決議。
。
法新社

■ 決議案禁止朝紡
織品出口。
織品出口
。 美聯社

韓學者：制裁力度不足 朝恐加強挑釁

3. 勞工輸出
■制裁決議禁止各國向 9.3 萬名
朝鮮勞工批出新工作簽證
■現有外勞合約不受影響
4.檢驗貨物
■各國獲授權檢查懷疑載有朝鮮
受制裁物品的貨櫃
■截查船舶之前，須先徵求船旗
國同意

中國代表：反對生戰生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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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專家認為，
，
朝鮮進一步挑釁手
段可能包括發射洲
際彈道導彈。
際彈道導彈
。圖為
領導人金正恩。
領導人金正恩
。
美聯社

不少歐美和韓國評論都
認為，安理會對朝鮮的新
一輪制裁力度不足，包括
未有減少朝鮮進口原油數
量。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
副院長崔強表示，不完全
的制裁將會讓平壤低估國
際社會的反核決心和忍耐
底線，朝鮮或者會像以往
一樣，以反對制裁決議為
由，加大挑釁力度，加劇半島緊張局勢。
韓國專家認為，朝鮮進一步挑釁手段可能包括
以正常彈道發射「火星-14」型洲際彈道導彈、
首次試射「火星-13」或「北極星-3」型潛射彈
道導彈，或者一如之前威脅，對美國屬地關島周
邊海域發射 4 枚「火星-12」型中遠程彈道導

彈。專家更認為，朝鮮或會在 10 月 10 日勞動黨
建黨紀念日再次核試。
韓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院一名研究員分析稱，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或在明年的新年賀詞中宣佈完
成製作核武，並向美國提議談判，對韓則採取溫
和姿態，但此前朝美對峙可能一直持續。

或民轉軍用方式 保核計劃運作
安理會新制裁僅要求將朝鮮進口的成品油數
量，由現時每年 450 萬桶減至 200 萬桶，但原油
進口量則以現時 400 萬桶為上限不變，相當於石
油總進口量減少 3 成，分析認為這仍不會對朝鮮
實際石油用量產生太大影響。此外，即使總進口
量減少 5 成，朝鮮仍然可以透過民轉軍用的方
式，維持核計劃運作。
■韓聯社/彭博通訊社

朝黑客疑竊韓逾億元比特幣

勞工發放新的海外工作證等，

出口凝析油和液化天然氣，輸往朝鮮的原油
維持在每年 400 萬桶；精煉石油輸送上限為
200 萬桶，估計對朝輸送的石油總量將減少
30%。至於朝鮮紡織品出口禁令，將打擊平
壤經濟，年收入減少 7.26 億美元(約 56 億港
元)，佔其商品出口總額四分之一。

安理會前日對此一致通過嚴厲

加更大壓力」。黑利強調，制裁決議需獲各
國嚴謹執行才會有效，她又讚揚美國總統特
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牢固關係」
令決議得以實現。
不過美國財長姆努奇恩昨日表示，如果
中國不執行對朝制裁，美國將會對中國實施
新一輪的金融制裁。

朝鮮在聯合國制裁下，愈來
愈難取得外匯，美國網絡保安
公司 FireEye 指，朝鮮正加劇
針對虛擬貨幣的網絡襲擊，藉
以取得資金和規避制裁。
FireEye 指，自 5 月起，朝
鮮黑客最少 3 次襲擊韓國加密
貨幣交易所，包括位於首爾的
Yapizon。 韓 國 傳 媒 報 道 ，
Yapizon 共有 4 個比特幣賬戶
被入侵，合共損失 3,800 個比
特幣，市值約 1,500 萬美元(約
1.17 億港元)。韓國在野正黨
一名議員則指，截至今年 6 月
的 4 年間，朝鮮透過網絡攻擊
從韓國盜取共 900 億韓圜(約
6.2億港元)資產。
韓國是全球最繁忙的虛擬貨
幣交易中心之一，位於當地的
全球最大以太幣交易所
Bithumb，6 月亦曾受到懷疑
是朝鮮黑客的攻擊，3 萬名客
戶資料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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