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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處理器恐洩私隱
視窗 Mac 機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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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電腦晶片製造商英特爾(Intel)爆出
嚴重安全醜聞。專家發現，過去 10 年英特爾
推出的處理器，都存在一個「基本設計瑕
疵」，可以使得黑客存取處理器的內核記憶
體(kernel mermory)資料，導致用家的密碼及
登入名稱等個人資料外洩。所有使用這些處
理器的視窗、Mac 及 Linux 電腦都會受影響，
雖然微軟稍後將為此提供系統更新，但更新
後將讓整台電腦的效能下降最多3成。

這個漏洞容許在電腦上執行的程式，包括
一般程式或是在瀏覽器執行的 Javascript，辨
識理應受保護的內核記憶體內容。這漏洞對
一般用家而言可能影響有限，但如果發生在
同樣使用英特爾處理器的大型雲端伺服器
上，後果便不堪設想。

作業系統可修正 效能降3成
報道指，除了更換安全的處理器外，唯一

補救方式就是在作業系統層級修正這項錯
誤，完全隔開內核以及使用者程序的記憶體
位置，這項技術稱為內核頁面表隔離(KPTI)。
但是這種修補方式會大大影響處理器效能，
Linux 和視窗系統修復漏洞後，處理器效能降
低 5%至 30%，算是相當嚴重。不僅這兩大系
統，就連蘋果的 64 位元 MacOS 也會受影響，
暫時未知蘋果會如何應對。
■The Register網站

冰島立法創先河 男女同工同酬
醞釀逾 40 年 成全球首例

全球多國推動性別平權之際，冰島政府也立法規定男女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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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元旦日正式生效，成為全球首例，違例企業將面臨罰
款。雖然此類立法是全球首例，但由於冰島的性別平權
風氣濃厚，法例獲普遍支持。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
的調查，冰島已連續 9 年被評為全球性別最平等的
國家，其後是挪威、芬蘭、盧旺達和瑞典。
法例訂明，規模在 25 人以上的政府和私人機構須向
新當局證明遵循平等的支薪政策，冰島婦女權益協會

委員會成員平德表示，新規定包括一個衡量工作性質和
工作量的機制，機構按照機制支薪，他們就可獲當局頒
發證書。她指出，政府所提出的衡量標準確保男性和
女性若從事同樣的工作，就可得到一樣的薪金。冰
島平等及社會事務部部長維葛令森表示，每個國家都
有責任採取措施確保性別平等，冰島立法確保男女
享有一樣的工作待遇和機會。

人盡其用 薪酬差距少於美
冰島計劃在 2020 年完全消除性別收入不平等，
WEF 報告指出，該國幾乎在性別平等各指標均名
列前茅，包括在過去半世紀裡，有 20 年是由女
性擔任總統；國會議員男女比例已達至近乎各佔
一半。WEF 性別平等倡議主席札赫迪表示，冰
島的成功之處在於婦女的經濟參與率，由於冰島
人口僅約 33 萬，人力資本非常稀缺，因此該國
推動「人盡其用」，不浪費任何人才。2016 年
的數字顯示，冰島男女平均薪酬差距為13%，少
過美國的20%。

英促企業交薪酬資料
無法律約束難奏效
英國平等與人權委員會(EHRC)去年規
定，若僱主不披露男女員工薪酬差距，將
面臨檢控和「無上限」罰款，但規定不具
法律約束力，故只有 5%公司呈交資料。
法律專家認為，需要正式立法才能形成阻
嚇作用並帶來轉變。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
顯示，全國全職員工男女薪酬差別為
9.1%。
根據規定，公司需呈交男女員工薪酬資
料，例如兩者薪金平均值、中位數和花紅

董事局和高層最少40%女性
冰島的男女同工同酬經過逾 40 年的醞釀，在
2008 年國會通過了一項關鍵立法，要求公營機
構董事局和高層須有最少 40%女性，到了 2013
年擴至私企。該國去年通過同工同酬法例，雖然
今年才正式實行，但很多企業早已提前採取同酬
標準。
■《赫芬頓郵報》/半島電視台/Quartz網站

■加拿大早前有人上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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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指首升穿 7000 點 科網爆泡後最快衝關
美股在 2018 年首個交易日紅盤高收，其中反
映科技股走勢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前日更首次
收超過7,000點，由6,000點升至7,000點前後只
用了 8 個月時間，創 2000 年科網泡沫爆破以來
最快速度。
美股昨日早段繼續創新高，道指報 24,885
點，升61點；標指報 2,702點，升6點；納指則
報7,045點，升38點。
過去一年，納指升幅達 28%，跑贏道瓊斯工

業 平 均 指 數 的 25% 和 標 準 普 爾 500 指 數 的
19%，原因是投資者追捧大型科技股前景，其
中 單 是 佔 納 指 比 重 最 大 的 「FAAMG」 (facebook、蘋果公司、亞馬遜、微軟、Google 母公
司 Alphabet)便貢獻了超過 2/3 的點數升幅。納
指前日升103點或1.5%，收報7,006點；標指則
升 0.8%，再創 2,695 點的新高；道指升 0.4%，
報24,824點。
科技股股價過高亦引起了部分市場人士不

安，目前納指平均市盈率為 28 倍，雖然仍不及
科網泡沫高峰期，但已是 2004 年以來最高水
平。不過也有投資者認為，當前科技業生態及
其在整體經濟中的重要性，已明顯與科網泡沫
時期不同，當年投資者主要買互聯網的前景，
但如今科技產品和技術已經成為生活一部分，
深深影響人類工作方式，顛覆傳統行業，巨型
科企獲得利潤的方式與當年已經不同。
■《華爾街日報》

韓圜若續升 韓擬刺激資本外流
韓圜匯價去年持續上揚，全年累計升值 13%，
創 13 年來最大升幅，路透社引述消息稱，若韓圜
升勢持續，韓國政府將考慮採取措施刺激資本外
流，減輕因為匯率飆升帶來的貿易和經濟影響。
昨日韓圜匯價最高曾見1美元兌1,067韓圜，創3
年新高，每港元則最高兌136.02韓圜。消息稱，韓
國政府將持續抑制韓圜升勢，但假如措施未見效，

可能考慮採取措施刺激對外投資，鼓勵資金流出。
美國財政部去年 10 月發表報告，將韓國與中
國、日本和德國等國列入外匯政策「觀察名
單」，令韓國政府不敢太顯著地干預匯市，加上
本地息口上揚、出口強勁，令韓圜升勢難以遏
止。鼓勵資本外流的措施將有助減輕韓圜升值壓
力，同時不用直接介入外匯市場。
■路透社

差距，以及 4 個薪酬級別中的男女職員數
目。其中公營機構若有 250 名或以上員
工，需在 3 月底前提交資料，若是私人公
司及慈善機構，限期則是4月5日。
不過截至去年 12 月 29 日，僅 5%公司上
報資料，佔約 9,000 間公司中的 478 間，
當中 1/20 報稱男女同工同酬，1/40 聲稱 4
個薪酬級別中的男女職員數目相等，被質
疑統計學上不可能，令外界質疑薪酬資料
的可信性。
■英國《金融時報》

星興起舊樓打包重建 成全球趨勢

本港不少舊樓業主都會透過市建
局的「需求主導」計劃，或是與私
人發展商洽商，將整幢樓宇收購重
建，新加坡近期亦興起類似做法，
不少業主自願將整幢業權打包，出
售予面臨土地荒的發展商，以取得
比單獨出售單位更高的價格。這類
整幢放盤幾乎每星期就有一宗，亦
令新加坡去年住宅成交量增至 52 億
美元(約 406 億港元)，創 2007 年以
來新高。
新加坡豪宅需求急增，但由於土
地短缺，不少發展商於是向舊樓埋
手「搶地」建屋。與香港一樣，新
加坡的收樓門檻是八成業權，拒絕

收樓的業主有權打官司反對強拍，
因此收購失敗的個案也有不少。物
業代理 Cushman & Wakefield 研究
主管李敏雯表示，大多數收購失敗
個案都是業主叫價太高，但經過講
價後一般都會減價，去年成交的項
目很多便是第二或第三次嘗試收
購，但即使如此，發展商出價一般
仍然較市價高30%。
不少國家亦開始仿傚這種做法，
澳洲新南威爾士省去年便把收購門
檻由全數業權降至七成五，物業顧
問萊坊指，澳洲舊樓收購個案過去
5年間急增6倍。
■《華爾街日報》

高 官 轉 行 揸 巴 士

英擬脫歐後入 TPP 被嘲
「遠水救近火」

英國國際貿易大臣霍理林昨日抵達北京展開3
日中國訪問行程，不過在他下機前，有報道指霍
理林主管的國際貿易部近期與澳洲和新西蘭等國
代表進行非正式會談，表達有意在脫歐後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TPP向來被指
是針對中國的貿易戰略部署，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
去年初宣佈退出TPP後，談判改為由日本牽頭。

如果英國加入 TPP，將成為該協定首個非太
平洋或南海地區成員國，據報 TPP 部分成員對
於接納另一個七大工業國(G7)成員取代美國持
開放態度。不過英國政府此舉卻被嘲為「遠水
救近火」，原因是英國與太平洋相隔多達 7,200
公里，而且與美國或歐盟相比，英國與 TPP 成
員國的貿易額明顯少得多。TPP 現有成員只佔

英國去年出口的8%，還不及德國的11%。
此外，即使英國有意加入 TPP，短期內也未
必能夠成事。目前 TPP 仍要處理加拿大提出的
異議，估計要今年稍後才能達成經修訂協議，
更重要的是，只要一日未正式脫歐，英國法理
上都不可能與任何國家或組織簽署自由貿易協
議。
■英國《金融時報》/《泰晤士報》

荷蘭前司法部國務秘書蒂文去年卸任後，改行當巴士司機，首相呂特前
日專程化身乘客，為前同僚捧場，令同車乘客驚喜萬分。呂特一身休閒打
扮乘坐蒂文駕駛的巴士，坐在蒂文正後方座位，其間關心對方的新工狀
況，蒂文則表示很高興成為巴士司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