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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通過新版權法
轉載新聞須收費

網站需主動刪侵權內容 傳統媒體巨大勝利
歐洲議會昨日以大比數通過極具爭議的《數碼單一市場版權法案》，法案不但要求 Google News 等網上
新聞聚合平台向新聞出版業界支付費用，同時亦規定 YouTube 和 facebook 等平台必須與版權持有人合作，
刪除並禁止用戶上載侵犯版權內容。今次表決可說是傳統媒體和娛樂產業的巨大勝利，不過批評者則擔心
新例會被一眾「版權流氓」濫用，更會嚴重打壓網上創作自由，甚至變相成為言論審查。歐洲議會稍後仍
需與 5 月已經通過類似法案的歐洲理事會商議，調停雙方版本分歧之處，新例才會正式生效。
月在歐
《數碼單一市場版權法案》7
洲議會表決時曾經被否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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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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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歐盟國
家團結。
美聯社

歐議會首通過制裁匈牙利
歐洲議會昨日表決，以 448 票贊成、197
票反對及 48 票棄權，通過引用歐盟《里斯
本條約》第 7 條制裁匈牙利，指匈牙利拒絕
接納歐盟難民配額協議等行為，威脅歐盟民
主價值。這是歐盟歷來首次通過同類議案，
假如獲各成員國領袖同意，歐盟便會正式向
匈牙利實施制裁，屆時匈牙利可能失去在歐
盟的投票權。

容克籲增歐元影響力
匈牙利政府發言人質疑，若計算棄權票，
支持動議的人數不足整體 2/3。總理歐爾班
較早前在議案辯論期間，批評議案是冒犯和
威脅。外界估計由於波蘭等國家反對，歐盟
實際上啟動第 7 條的機會不大。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昨日發表年度歐盟版
「國情咨文」，指出美國在總統特朗普領導
下，正逐漸退出參與國際事務，呼籲歐盟國
家進一步團結，應對未來國際形勢。
容克同時指出，歐洲每年能源進口只有
2%來自美國，但80%費用以美元計價，形容
情況「荒謬」，倡議增加歐元在國際上的影
響力，挑戰美元地位。
歐盟近年面對英國脫歐、匈牙利及意大利
反難民勢力抬頭等威脅，容克發言時強調，
歐盟成員國不應存有內部邊境，否則將令歐
洲倒退，影響團結，情況不可接受。他以 7
月份和特朗普達成貿易協議，暫停美國向歐
洲徵收關稅為例，指出「當歐洲一致發聲，
就可勝過一切」。
■綜合報道

是當中的第 11 條和第 13 條存在極大爭
議 。 在 原 先 版 本 中 ， 第 11 條 要 求 當
Google News 或 fb 等轉載其他網站內容的
摘要或提供連結時，需向內容發佈者支
付費用，因此被簡稱為「連結稅」；至
於第 13 條則要求各網絡平台審查用戶上
載的內容，一旦涉及侵權，網站需為用
戶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被簡稱為「上
載過濾器」。
昨日通過的法案版本，兩項條款均較原
先略為寬鬆，其中第11條豁免了單純轉發

連結等行為；第 13 條則豁免網站法律責
任，但仍然要求網站研發有效技術，完全
隔絕所有侵權內容。

損害言論自由。
網民亦擔心，日後即使上載用作惡搞
的電影截圖，也可能誤墮法網。

科網企：構成「災難性」打擊

歐委會：踏出必要的一步

Google 等美國科網巨企及網絡自由團體
警告，新例將對全球網絡生態構成「災難
性」打擊。例如如果根據第13條要求，各
平台將需主動審查所有用戶上載的內容，
以現時每分鐘上載到YouTube的影片超過
400 小時計，研發有關系統需要巨大成
本，並非中小型網站能負擔，同時審查機
制亦可能遭濫用，用作過濾政治性資訊，

歐盟委員會歡迎表決結果，指歐盟版權
法例現代化已踏出必要一步。德國籍歐洲
議會議員福斯強調，新例會在維持網絡自
由環境的同時，讓原創者及記者獲取適當
收入。歐洲雜誌媒體協會直言，昨日是獨
立媒體及民主制度的「美好一天」，稱新
例可在避免扼殺網絡競爭的情況下，令歐
盟版權法得以現代化。 ■法新社/路透社

歐擬立法限一小時內刪「極端訊息」
歐盟委員會昨日建議立法，要求
Google、 facebook(fb) 及 twitter 等 網 絡 巨
擘在接獲通報後，須在一小時內，將含
有煽動或支持極端組織、加入極端組織
的途徑或鼓吹犯罪等內容的訊息刪除，
否則最高可被判罰款相當於其全球營業

額 4%。
歐委會在議案中提出，要求互聯網平
台主動採取措施，包括研發新的工具，
協助清除極端訊息，網絡企業亦需提交
年度報告，以公開其針對打擊極端訊息
的措施。歐委會主席容克強調，能否避
免極端訊息帶來嚴重傷害，一小時期限

具有決定性作用。議案需交由歐洲議會
表決通過。
歐盟 3 月給予網企 3 個月時限，展示它
們已採取措施，加快刪除極端訊息的帖
文，但監管機構指成效不彰，認為有必要
立法強制。歐盟司法事務專員堯羅娃形
容，社交媒體正面對網絡戰爭，需配備強
大及針對性的工具才能取勝。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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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政府前日表示，美國總統
特朗普因行程安排問題，已押後原
定 11 月訪問愛爾蘭的行程。媒體揣
測，由於愛爾蘭反對派及民間組織
揚言會在特朗普到訪期間舉行示
威，特朗普決定押後行程。白宮發
言人桑德斯則表示，白宮尚未決定
特朗普訪歐期間會否到訪愛爾蘭。
白宮上月宣佈，特朗普將於 11 月
11 日到法國巴黎，出席第一次世界

大戰結束 100 周年紀念活動，其後會
首次以總統身份到訪愛爾蘭，旨在
「重建兩國深厚歷史連繫」。
特朗普預計訪問都柏林及其名下
位於西部一個高爾夫球場，一批民
間組織已表明舉行示威「迎接」
他。愛爾蘭反對黨綠黨批評特朗普
取消行程是「出爾反爾」，指特朗
普在氣候、女權以至國際關係等立
場，均違背愛爾蘭傳統價值。

擬簽令阻外國勢力干預選舉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計劃
最快今日簽署行政命令，按情報機
關提供的調查結果，對涉嫌干預美
國選舉的任何外國勢力實施制裁。
美國將於 11 月 6 日舉行中期選舉，
相信措施旨在配合情報機關、軍方
及執法部門，防範選舉受干預。白
宮拒絕置評。

消息人士稱，行政命令針對對象
包括個人及團體，不論以網絡攻擊
或任何手段干預選舉，均會遭受制
裁。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將領導多個
情報機關，包括中央情報局(CIA)、
國家安全局及國土安全部等，調查
選舉是否受干預，並要求所有聯邦
政府部門轉交任何相關消息。
■法新社／路透社

韓媒猜測第二次特金會或 10 月舉行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日前再致函美
國總統特朗普，提議舉行第二次美
朝峰會，雖然美朝雙方均無明言會
談將於什麼時候舉行，不過韓國傳
媒已經單方面猜測，特朗普可能會
在 10 月中旬與金正恩見面，原因是
當時正值美國中期選舉最後關頭，
任何有關朝鮮無核化的進展都可望

刺激共和黨選情。
特朗普近期負面新聞連連，支持
率更跌至上任以來新低，極需好消
息「沖喜」以迎戰中期選舉。據韓
國外交界消息人士稱，美朝都希望
在 10 月 左 右 舉 行 第 二 次 「 特 金
會」，至於舉行地點則仍未有共
識。

報道指，美方自然希望會談在華
盛頓舉行，以營造特朗普處於上風
的形象，不過金正恩仍然可能抗拒
到美國，所以也可能反過來提議在
平壤舉行。
如果美朝都不是雙方可以接受的
地點，會談最終可能像上次一樣，
在新加坡等第三中立國舉行。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部長都鍾煥
昨日表示，韓國計劃與朝鮮一同申
辦 2032 年奧運，他將於下周二陪同
總統文在寅出訪平壤時，向朝方提
出建議。
都鍾煥又指，韓國亦計劃向中國
和日本提出，由中日韓朝一同申辦
2030年世界盃。
■綜合報道

方濟各召全球主教會議 商神職人員孌童醜聞

■方濟各

天主教會深陷神父性侵醜
聞，梵蒂岡昨日表示，教宗方
濟各將於明年 2 月舉行會議，
與全球各地的天主教主教會議
主席，討論保護未成年信徒，
相信此舉是為了回應近期教會
內的逼宮壓力。

方濟各今日會在梵蒂岡會見
美國天主教會高層，包括美國
天主教主教會議主席狄納多、
保護未成年人宗座委員會主席
奧麥利等。
保守派大主教維加諾上月宣
稱，方濟各過去 5 年一直無視

美國樞機主教麥卡里克被控性
侵，要求方濟各下台。方濟各
至今未有回應指控。狄納多表
示，將在會上要求方濟各授
權，就麥卡里克事件展開全面
調查，以釋除公眾疑慮。
■法新社/美聯社

不設先決條件
普京倡年內與日簽和約

特朗普押後訪愛爾蘭 傳為避示威

■ 普京倡俄日
在年底前簽訂
和約。
和約
。 路透社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在海參崴舉行的東方
經濟論壇全體會議上稱，願意在不設先決條
件下，今年內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日本安
倍晉三在會上未有即時回應，內閣官房長官
菅義偉其後表示，兩國需先行解決領土主權
問題，才能討論締結和約。
俄羅斯和日本自二次大戰後，一直就南千
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主權問題爭議，兩
國並未簽訂和約。普京在論壇上表示，俄日
兩國過去 70 年持續進行談判，指安倍曾說
過「讓我們改變立場」，認為俄日應在年底
前簽訂和約，並且不設任何先決條件。普京
又指，簽訂和約將使兩國如朋友般，解決過
去70年來兩國間存在的一切問題。

安倍未有正面回應

安倍發言時未有正面回應普京的言論，強
調俄日兩國須為下一代負責，盡快解決爭
議。菅義偉稱，安倍和普京周一進行峰會
時，就和約問題坦誠交換意見，他重申日本
政府的立場，是首先解決北方四島主權爭
議，才會締結和約。
普京發言時亦提及俄羅斯前特工斯克里帕
爾中毒案，表示經確認後，證實英方早前鎖
定的兩名俄國嫌疑人只是平民，和中毒案無
關，否認英方早前指兩人來自俄軍事情報機
構。
■路透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