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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FaceTime漏洞
蘋果懶理舉報

蘋果「中年危機」旺季收入10年首跌
iPhone銷售額跌15% 受累強美元或減價

fb 150元誘用戶賣手機私隱
科技網站TechCrunch發現，社交網站
facebook(fb)透過一款應用程式，向用戶
繳付每月最多20美元(約157港元)報酬，
誘使客戶提供個人資料，包括私人訊息
內容以至購物記錄等，最年輕的參與用
戶只有13歲。fb回應稱，程式主要目的
是進行市場調查及改善服務，公司獲用
戶授權後才會收集資料。
報道稱，該應用程式讓fb可「近乎無

限制」地取得用戶手機中的資料，包括
通訊程式對話內容、相片及影片、電
郵、網頁瀏覽記錄、安裝應用程式記
錄、定位資料及數據用量等，還會要求
用戶提供網購記錄的截圖。程式的登記
頁面註明，收集所得資料用於改善fb服
務，又要求參加者不可向任何第三者透
露計劃內容。某些登記頁面亦沒要求18
歲以下用戶徵得家長同意後才加入。

事件曝光後，fb宣佈結束在蘋果公司
手機進行的調查，據報是因做法違反蘋
果的私隱政策，但Android手機則會維
持，fb發表聲明，指報道忽略計劃目的
是作市場調查，用戶是自願參與，不存
在「間諜行為」，調查針對13歲至35
歲人士，青少年佔整體參與用戶不足
5%。

■綜合報道

德黑蘭打壓寵物犬 禁公眾地方遛狗
伊斯蘭文化視狗隻為不潔，伊朗政府亦一

直反對飼養寵物犬，指這是西方文化象徵，
部分寵物犬更遭當局充公。為進一步遏止居
民養狗，伊朗首都德黑蘭警方近日宣佈，將
禁止市民於公園等公眾地方遛狗，未來並考
慮將犬隻放於車內出行亦屬違法。
德黑蘭警察局長拉希米指出，狗隻可能

令其他市民害怕及焦慮，因此實施禁令，
並已獲得德黑蘭檢察辦公室批准執行，日
後居民若帶狗前往公園等公眾場所，警方

會依法處理。警方同時考慮禁止人們駕車
時攜同狗隻，一旦實施，警方會嚴厲懲處
有關車主。
伊朗文化及伊斯蘭教令部在2010年起，

已禁止傳媒刊出任何有關寵物或寵物用品
的廣告，國會5年前曾推動立法，建議向
遛狗的狗主罰款甚至判罰笞刑。最新禁令
在社交媒體上未見引起太大迴響，但有
twitter用戶諷刺地說，德黑蘭居民日後或
被迫騎駱駝外出。 ■綜合報道

■■iPhoneiPhone旺季銷量暴跌旺季銷量暴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蘋果公司的視像通話應用程式FaceTime周一爆出嚴重保安
漏洞，令手機可能成為偷聽工具。蘋果其後迅即關閉Face-
Time的群組視像對話功能，並計劃本周內發佈新的iOS版
本修正漏洞。《紐約時報》報道，蘋果早在本月20日已得
知漏洞，卻遲遲未有採取補救行動，今次事件勢打擊消費者
對蘋果的信心。
美國亞利桑那州14歲少年湯普森於本月19日，在FaceTime群

組內向朋友致電時，發現對方即使未有接聽來電，朋友電話的咪
高風仍會開啟，可以進行偷聽。湯普森母親米歇爾其後拍攝影片
記錄這情況，翌日將片段傳送至蘋果，警告是「重大安全漏

洞」，可能影響數百萬iPhone用戶，但蘋果未有回應。
米歇爾之後在twitter和facebook發出帖文，並向
蘋果產品安全團隊傳送電郵和傳真，希望得到蘋果
關注，但蘋果當時回應指，她需註冊開發者賬戶，
從而正式報告漏洞。科技網站9to5Mac周一亦發現
有關漏洞，被傳媒廣泛報道後，蘋果此時才發聲明
回應事件。 ■綜合報道

蘋果公司前日公佈截至上月29日的本財政年度首季業績，iPhone以外的電子產品銷情亮眼，Apple Music或

App Store等服務範疇業績亦錄得增長，但佔蘋果收入達2/3的iPhone，銷售額按年下跌15%，拖累公司上季

整體收入按年跌4.5%，盈利同樣下降，是蘋果10年來首次在聖誕及新年假期的消費旺季，收入和盈利齊跌。

蘋果上季盈利下跌不足1%，錄得199.7億美元(約1,567億港元)，同
期收入則跌 4.5%，跌至 843.1 億美元(約 6,615 億港元)。除了

iPhone外，公司其他電子產品及服務銷售額均上升，平板電腦iPad、
Apple Watch等可穿戴裝置，以及Apple Music等軟件服務，收入分別
上升17%、33%及19%。但仍不足以挽救整體收入。

中國經濟放緩不利大中華市場
行政總裁庫克表示，蘋果營運方針以長期為主，上季業績反映公司業
務具有廣泛發展潛力，蘋果會繼續擴大在科研方面的投資，預計截至3
月的今個財政季度，營運開支將按年增加14%。庫克同時認為，中美之
間的貿易緊張關係，在1月已稍為緩和。
庫克提到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不利iPhone於大中華市場的銷情，美元

強勢亦導致iPhone於海外的價格變得昂貴，未來公司會重新思考於美國
以外地區的定價方式，包括將產品定價下調至約1年前水平，意味公司
將自行承擔強美元帶來的影響，但未透露會於哪些地區調整定價。
研究公司Wolfe Research分析師米盧諾維赫形容，iPhone目前步入成

熟階段，猶如面臨「中年危機」，投資者及公司需更有耐性。蘋果早前
已發出盈警，投資者消化收入下降的消息，蘋果股價於前日盤後交易時
段上升6%。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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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展東北少數民族歷史文化 部分作品屬非遺傳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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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拱宸橋有380多年
歷史，是杭州古橋中最長、
最高、單跨最寬的薄墩連拱
石橋。這座古橋於本月28日
完成了其首次橋樑基礎加固
「手術」。之後，杭州市城
管局會對工程進行監測，確
保加固後拱宸橋基礎的耐久
性和安全性。

橋墩多次「負傷」
近幾年，隨着內河水運的

發展，過往該橋的船的噸級
越來越大，橋墩屢屢被撞。
因此，杭州近年對這座古橋
的保護一直沒鬆懈過。
作為橋樑管理部門，杭州

市城管局2016年對拱宸橋採
用三維掃描、聲波CT等技
術，得出了一份拱宸橋的

「體檢報告」。其中稱，下
部結構中水下基礎狀況一
般，存在條石表面凹凸，砌
縫不平順、缺損、破損、殘
損及松木樁局部外露等現
象。因此，進行水下基礎加
固的決定便誕生了。

工程耗時一個月
考慮到該橋是國家級文保

單位，所以採取的「手術」
是「保守治療」。「治療」
第一步，就是在古橋的兩個
橋墩處打下松木樁，清除河
底淤泥。此外，考慮到挖掉
淤泥後可能帶來的水土流
失，施工人員會在松木樁上
壓上碎石，使之受力均勻保
持平衡。
接下來就進入加固的關鍵

一步，在橋墩周圍圍上裝滿
塊石的鋼筋石籠，再鋪設一
層模袋混凝土，穩定河床。
最後再用水下不離析砂漿進
行澆築，起到加固的作用。
由於需要水下作業，該工

程還請來了三位專業的「蛙
人」幫忙。一個月的工程時
間裡，「蛙人」主要負責鋼
筋石籠下水和水下模袋鋪設
的位置探明定位。鋼筋石籠
是為了加固保護橋樑，大的
重約一噸，小的重達500斤。
水下模袋則用於裝入混凝土
穩定河床。 ■《錢江晚報》

據了解，「三皮」文化主要是指以赫哲
族的魚皮文化，赫哲、鄂倫春、鄂溫

克、達斡爾等民族的獸皮文化，以及這些民
族的樺樹皮文化為主要內容；是一種以漁獵
經濟為基礎的地域性、民族性特色文化。該
次展覽分為「三江船歌漁鄉天錦」、「林海
尋蹤蘊美興安」、「悠悠白樺千載神韻」和
「民族瑰寶薪火相傳」四個部分，展示了逾
百件（組）「三皮」文物，對「三皮」文化
做了全面詳實的解讀和詮釋。

魚皮衣防寒防水
陝西歷史博物館專家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我國東北地區森林茂密、湖泊眾多。
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許多少數民族自古以
來便因地制宜，用當地特有的材料創新性

地製作出很多日常生活用品。其中，赫哲
族會用懷頭魚、大馬哈魚或鯉魚的魚皮製
成防寒防水的魚皮衣；擅長狩獵的鄂倫春
人，常以動物皮毛製作衣服與被褥，抵禦
嚴寒；而樺樹皮質地柔韌，不易透水、腐
爛，居住在黑土地上的漁獵民族便依據樺
樹皮這一特性，加工製作出各種各樣的日
常生活用品。

製作技藝賦新生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展覽現場看到，該次

「三皮」歷史文化展內容豐富，展出的文物
幾乎涵蓋了漁獵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既有赫哲族的魚皮薩滿服、魚皮衣褲、魚皮
手套、魚皮靴子等，還有鄂倫春族的狍皮
被、狍皮服飾、女式氈帽，以及赫哲族樺皮

搖籃、鄂倫春族樺樹皮針線盒、鄂溫克族的
銀器玉飾等。
這些物品雖然都是用魚皮、樹皮、獸皮製

作而成，材料粗糙，但是，富有想像力的當
地少數民族卻用精湛的技藝、巧妙的修飾、
精緻的縫製，賦予了這些「三皮」生活用品
新的生命力，讓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發揮出巨
大的作用。
據悉，新中國成立後，隨着生活方式的變

化，當地少數民族很難繼續維持原來的漁獵
生活方式，只有一些長者還掌握着傳統手工
製作技藝。2006年，樺樹皮製作技藝、赫哲
族魚皮製作技藝就被列入為第一批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而此次展出的部分現
代文物和器具都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
承人的代表作品。

魚皮做的衣

服、樺樹皮

製 成 的 搖

籃、色彩艷麗的薩滿服飾……在春節即將到來之際，由陝西歷史博

物館和黑龍江省博物館聯合推出的《從遠古走來的漁獵文明——黑

龍江魚皮、獸皮、樺樹皮歷史文化展》昨日正式亮相西安。展品包

括100餘件組珍貴的「三皮」文物；在展示黑土地上原生態漁獵文明

的同時，亦讓西安的民眾充分領略了獨具特色的東北少數民族歷史文

化風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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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現兩棲新種 命名「騰衝齒突蟾」
在雲南省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國生物保護工作

者在考察時發現了一種新的兩棲動物，並將其命名為「騰衝
齒突蟾」。該考察始於2014年4月，目前仍在繼續。

據悉，齒突蟾屬廣泛分佈於喜馬拉雅等橫斷山脈的高寒地
區，其棲息地海拔最
高 紀 錄 達 5,000 多
米。騰衝齒突蟾喜歡
躲在石頭底下或溪流
邊的泥土裡，考察者
只能根據雄蟾細小而
低沉的叫聲，用手逐
塊翻石頭，才有機會
找到牠。 ■新華社

■杭州城管局近日完成對拱宸
橋進行水下加固。圖為工人將
石塊裝入鋼筋石籠。網上圖片

■雲南高黎貢山發現兩棲動物新
種「騰衝齒突蟾」。 網上圖片

■現場展出的魚皮衣。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陽波 攝

■赫哲族魚皮薩滿
服。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陽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