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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上市企首例
蘋果市值升穿萬億美元

2018年8月3日（星期五）

美國科技巨企蘋果公司周二公佈第 2 季
業績，盈利超出市場預期，刺激股價持續
上揚，昨日早段再急升2.8%，股價一度升
至 207.05 美元，令蘋果市值首次升穿一萬
億美元(約 7.84 萬億港元)，是美國歷來首
間上市公司市值突破萬億美元大關。
facebook 等科企早前公佈的業務令市場
人士失望，股價不斷插水，但蘋果的成績
表卻非常亮麗，為科企股挽回頹勢。儘管
智能手機 iPhone 銷售量差過預期，但因售
價昂貴，帶動蘋果第 2 季錄得盈利 115 億
美元(約 902 億港元)，按年急升超過 3 成，
消息刺激蘋果股價應聲上漲5.9%。
由於聯邦儲備局最新議息聲明唱好美國
經濟，預計未來增長強勁，有利投資氣
氛。蘋果股價昨日稍為低開，隨即發力向
上，直衝上 207 美元關口，股價自周二以
來累升達9%。
■路透社/法新社

英倫銀行加息至0.75厘 美聯儲料9月加息
英倫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MPC)
昨日結束議息會議，行長卡尼宣佈
加息 1/4 厘，由 0.5 厘上調至 0.75
厘，是金融海嘯後第二次加息，息
口升至 2009 年以來高位。但有企
業及經濟師不滿，指英國脫歐前景
未明，質疑英倫銀行應暫時按兵，
待 10 月政府釐清脫歐細節後才討
論加息。
加息消息推低英鎊匯價，兌美元
一度跌 0.8%，至 1.30 美元水平，兌
歐 元 則 跌 0.4% 。 英 鎊 兌 港 元 報
10.2292，跌 0.6%。
今次加息符合市場預期，但與會9

日本東京醫科大學繼早前爆出受賄違規
取錄高官子女入學醜聞後，昨日再被揭發
對女考生性別歧視。消息人士透露，大
學疑因避免女醫生因結婚或懷孕等
理由離職，令醫院人手不足，
自 2010 年以來刻意調低女
考生入學考試成績，

名官員一致贊成，則出乎外界意
料。卡尼表示，相比脫歐問題，本
地引發的通脹更令人關注，現時溫
和收緊貨幣政策是適當做法。英倫
銀行預計，直至明年 3 月英國脫歐
前，也無需再上調利率。
會議聲明指出，估計今年英國經
濟增長率為 1.4%，呈輕微上升趨
勢，到 2020 年升至 1.75%。估計今
年通脹率為 2.3%，明年則微跌至
2.2%。
聲明表示，假如經濟增長符合預
期，可適當收緊貨幣政策，以維持
通脹率處於 2%水平，但強調只會

有限度及穩步加息。

經濟師：應先待脫歐細節確定
彭博經濟師漢森和默里表示，脫
歐談判前途未卜，令英國經濟存在
不穩定因素，但指出若政府能與歐
盟達成協議，英倫銀行或有機會於
明年5月加息。
美國聯邦儲備局前日結束一連兩
日的議息會議，一如市場預期維持
利率不變，但強調美國經濟及勞動
市場穩健。
聯儲局早前計劃今年內加息 4
次，目前已加息兩次，雖然美國總

統特朗普上月批評加息損害經濟發
展，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表示，投
資者相信聯儲局有 90%機會於 9 月
加息，而今次議息聲明的措辭，令
12 月再度加息機會增加。
議息聲明指出，自 6 月貨幣政策
例會以來收集的數據顯示，美國勞
動力市場保持強勁，經濟活動增長
明顯，失業率一直保持低位，家庭
開支、商業固定資產投資也有明顯
增長。過去 12 個月整體通脹率接近
2%，聯儲局表示將繼續保持漸進加
息。
■彭博通訊社/路透社

東京醫大性別歧視
苛扣女考生分數
刻意維持男女 7:3 嫌結婚懷孕期缺勤

以維持女學員佔醫
科生比例不超
過 30%。

東京醫科大學醫科入學考試共分兩階
段，初試以選擇題形式，測試考生

的英語、數學及理科能力，初試合格的考
生進入複試，接受面試及短論文考核，最
後交由入學考試委員會判斷是否錄取。大
學今年入學試數據顯示，在 2,614 名考生
中，男考生通過初試比例為 19%，最終
錄取率為 8.8%，女考生通過初試比例為
14.5%，但獲錄取的只有2.9%。

成績一律下調10%至20%

日本東京醫科大學被揭發從入學試成
績入手，壓低女生合格率，日本傳媒引
述醫學界消息指出，有關做法其實並非
東醫大獨有，部分醫科大學也會採取種
種手段限制女生入學人數，例如面試時
特別對女生萬般留難等。
日本醫學界歧視女性不但針對入學前
的考生，就連執業後的女醫生也備受歧
視，當中工作最繁忙緊張的外科更是
「女醫生勿進」，業界甚至流傳「1 個
男醫生可抵3個女醫生」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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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發言人我妻文士稱，已委託律師
事務所展開內部調查，預計本月底公佈
結果，該事務所過去曾擔任大學的法律
顧問，但強調經常與校方接觸的顧問律
師不會參與調查，以示避嫌。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主張創造「女性經
濟」，期望改善女性工作待遇，並鼓勵企
業讓女性擔當重要職位，但遲遲未達成目
標。有傳媒批評，今次事件反映當地女性
遭受歧視，指過去婦女會因不生育而被批
評「無生產能力」，現時她們又因將來可
能生育而被扣減分數。
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上月以干犯受
託受賄罪為由，拘捕文科省前科學技術
與學術政策局長佐野太，指他涉嫌去年
以協助東京醫科大學獲發私立大學資
助，換取兒子獲大學錄取。特搜部其後
向大學理事長臼井正彥及前校長鈴木衛
提出起訴。
■共同社/《日本時報》/《日經新聞》/
日本《朝日新聞》/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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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醫科大學被揭發對女考
生性別歧視。
生性別歧視
。
網上圖片

修改天主教教理 方濟各：死刑不可接受
教宗方濟各過去曾公開表達
反對死刑的立場，梵蒂岡昨日
宣佈，方濟各對天主教教理正
式作出修改，列明未來教會在
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接受死
刑。
原本的《天主教教理》教義
針對死刑存廢，僅表示「若這
是捍衛人類不受不公正侵略的
唯一手段」，天主教會不需排
除死刑。修改後的《天主教教
理》中，死刑被認為是過時且
不可接受的刑罰，「因死刑傷
害了人類不可被侵犯的權利與
尊嚴」，未來天主教會在任何
情況下都不允許死刑。






被嫌結婚生仔致人手不足

東醫大壓低女考生成績的理由之一，
是因為女醫生往往因為結婚或生孩子而
離職，令學院人手不足，並形容這樣做
是「必要之惡」。事實上，與日本很多
行業一樣，在日本當女醫生如果要生孩
子的話，往往要承受很大的同儕壓力。
一名 30 多歲女醫生表示，她任職的
醫院曾經要求打算懷孕的女醫生在內部
會議上公開聲明，原因是她們將無法負
責放射檢查等工作，並會被排除在醫院
正常人手之外。另一名育有兩兒的皮膚
科女醫生則說，從來沒有聽過有女醫生
會為了生孩子覺得高興，直言「生孩子
是通往地獄的門票」。她表示，由於很
多醫院會議都要在晚上舉行，需要照顧
孩子的醫生無法參加，久而久之便會被
其他醫生排擠。 ■日本《讀賣新聞》/
日本BuzzFeed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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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女醫生勿進」 傳 男抵 女

消息人士表示，由於在 2010 年入學試
中，女考生成績突出，錄取率達 40%，
較 2009 年高出一倍。校方考慮到女醫生
離職或放長假的比率較高，恐令附屬醫院
的醫生短缺，因此開始推行不成文規定，
在女考生通過初試後，將其成績一律下調
10%至20%，以降低合格考生數目。
文部科學省一直呼籲大學將選拔方式
保持透明公開，公平地錄取考生，發言人
表示，已要求東京醫科大學提交過去 6 年
的錄取數據，調查事件是否屬實，會視乎
調查結果，考慮削減給予校方的補貼。

已展內部調查 月底有結果

梵蒂岡表示，修改教義反映
方濟各絕對反對死刑的立場，
而教會將堅定推動全球廢除死
刑。天主教在全球共有約 12 億
信徒，過去天主教會儘管不支
持死刑，但容許在極端情況下
使用，新修訂的教義預計引起
各地許多天主教徒強烈反對，
例如美國便有很多天主教徒支
持死刑。
梵蒂岡教理中心主管指出，
修改後的天主教教理對死刑的
解釋，與以往的教義並沒矛
盾，而是反映教會在這問題上
的演變。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 方濟各對天主教教理正式作出修
改，列明教會不可接受死刑
列明教會不可接受死刑。
。 法新社

Tesla 虧損擴大
馬斯克向分析師道歉救股價
電動車生產商 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在 5
月份的首季業績發佈會上，曾打斷兩名分
析員的提問，並作出不禮貌言論，惹來外
界質疑其管理能力，導致股價受壓。
Tesla 前日公佈第 2 季業績，雖然虧損按
年增加逾一倍，但馬斯克預計Tesla今年內
能轉虧為盈，他更在答問會上主動向該兩
位分析員道歉，獲得投資者正面回應，股
價在盤後交易時段一度上升12%。
馬斯克 5 月在視像答問會上，批評投資
管理公司 Sanford C. Bernstein 分析師薩科
納吉的問題「沉悶和愚蠢」，又形容加拿
大皇家銀行資本市場分析師史帕克的提問
「沒趣味」。事隔 3 個月，馬斯克態度 180

度改變，首先接受兩人提問，並向兩人道
歉，稱當時因睡眠不足而失言。馬斯克過
往曾多番失言，例如批評泰國少足隊救援
行動中的英國洞穴專家昂斯沃思「孌童
癖」，他其後須道歉。
Tesla 第 2 季錄得 7.17 億美元(約 56 億港
元)虧損，期內「燒錢」7.39 億美元(約 58
億港元)，較第1季放緩。
馬斯克表示，Tesla 日後會避免在市場
融資，將利用集團銷售收入，投資在中國
及歐洲的新廠房，並預期 Model 3 在第 3
季生產速度較首季增加 75%，明年可達每
周生產 1 萬架的水平。
■彭博通訊社/美聯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