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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政府優先增撥資源加強研發推廣

特朗普「AI政令」抗華競爭
AI 開發涉用家資料 私隱爭議成障礙

人工智能(AI)技術近年一日千里，成為不少國家
主力研發的項目。為了不落後於人，美國總統特朗

美國政府計劃加強投資人工智能
(AI)開發，但政策細節欠奉，加上
消息指當局不會為 AI 設立專項
撥款，使計劃成效備受質疑。
另外，AI 技術亦正面臨愈來
愈多道德爭議，預料均會成
為美國開發AI的障礙。
AI 技術需運用大量用家
資料，讓電腦執行運算，

普於當地時間昨日簽署行政命令，推出「美國人工
智能倡議」，下令聯邦政府各部門優先增撥資源，
加強研究、推廣和開發 AI 技術，並提升聯邦政府僱
員融入 AI 新時代的能力，希望與中國等致力發展 AI
的國家競爭。

華府官員在特朗普簽署政令前舉行吹風會，透露當局暫時
不會為「AI 倡議」成立專項撥款，但將責成各部門優先

從而學習和預測人類行為，故 AI 研
究亦牽涉嚴重私隱問題。微軟和亞
馬遜均要求聯邦政府，為面容識別
技術增設新規例，Google 上月發表
報告，建議當局為應用 AI 技術的產
品或服務，制訂安全標準。
華盛頓大學法律系教授卡洛指
出，特朗普政府需正視社會對 AI 的
觀感，並回應AI的負面影響。

此外，特朗普政府對移民態度強
硬，亦可能阻礙美國吸納 AI 人才。
前年美國專上學院海外畢業生人數
按年下跌 5.5%，是多年來首次錄得
跌 幅 。 雖 然 AI 技 術 人 員 可 借 助
H-1B 簽證申請赴美，但相比加拿大
等國積極吸引 AI 相關人才，美國的
移民政策仍然顯得保守。
■綜合報道

投放資源，研究和發展 AI 技術、培育 AI 人才，並要求政府部
門妥善記錄相關開支。研究人員將可使用聯邦政府數據庫，用
作開發 AI 系統，美國也會跟其他國家合作，共同推進 AI 技術
發展。因應 AI 發展取代部分職位，當局亦計劃再培訓勞工，
協助他們轉為擔任其他崗位。
AI 會按照人類活動的數據，推算出人類行為模式，亦可協
助分析圖像和文字。華府官員形容，AI在人類未來不可或缺，
發展 AI 有助維持美國競爭力，當局會推出新規管指引，保障
國民私隱和資料安全，又稱對能向外國推廣美國價值感興奮。

中國積極發展 AI 產業
近年國際社會積極開發 AI 技術，中國國務院前年制訂《新
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目標到 2030 年全中國人工智能核
心產業規模超過 1,500 億元人民幣，帶動相關產業規模超過 1
萬億元人民幣，英國、法國、韓國等亦分別宣佈投資開發AI，
美國部分專家開始憂慮被追上，長遠威脅美國經濟和國家安
全。
目前美國 AI 人才主要集中於 Google 和亞馬遜等私人企業，
政府參與相對較少，Google去年更在員工反對聲中，退出與國
防部合作的 AI 項目，引起官員不安。時任國防部長馬蒂斯去
年去信白宮，表明憂慮美國 AI 發展落後中國和其他國家，要
求特朗普成立 AI 國家戰略。國防部早前亦宣佈，每年增撥
7,500 萬美元(約 5.9 億港元)發展 AI 技術，但被指資金不足，無
法吸引人才轉投政府。
特朗普上周發表國情咨文時，表示將與國會合作投資創新科
技產業，形容此舉事在必行，估計華府除 AI 外，也會推動 5G
通訊和量子電腦等新技術發展。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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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要點
■優先撥款
聯邦政府將要求各部門在預算中，優先編配資金投資 AI 研發，
但未有列明具體金額。另外，政府部門亦要妥善記錄與 AI
相關的開支。

■借數據庫
研究人員將可運用聯邦政府數據庫資料，協助開發 AI
系統，例如衛生部門可以提供匿名病歷，讓科研人員
運用AI改善醫療。

兩黨談判破裂
華府周五或再停擺

■加強培訓
當局將加強培訓公務員，要求各政府部門設
立電腦訓練課程，並開設電腦研究職位。當
局未有透露會否調整入境或簽證政策，吸納
AI相關人才。

魯哈尼揚言擴軍抗美
伊朗革命 周年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月底向民主黨讓步，同意簽署為期 3 周的
臨時撥款法案，暫時結束因美墨邊境圍牆爭議而引起的停擺危
機。不過這筆臨時撥款本周五便將到期，隨着民主共和兩黨在
周末的談判再次破裂，白宮署理幕僚長馬爾瓦尼表示，不排除
聯邦政府再次陷入停擺的可能性。
民主黨人認為，應限制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在美國境內
所拘留的非法移民數目，故提出將 ICE 拘留中心床位數目上限
設為1.65萬個，逼使華府集中拘留有犯罪記錄、構成安全威脅
的非法移民，而非把非法移民一網打盡。不過共和黨人認為不
應設定上限。特朗普亦批評民主黨人未有強硬打擊罪犯，並計
劃增派軍方人員至美墨邊境。
至於更關鍵的邊境圍牆撥款，國會和白宮亦仍然存在分歧，
兩黨議員傾向撥款 13 億至 20 億美元(約 102 億至 157 億港元)，
遠低於特朗普要求的 57 億美元(約 447 億港元)。馬爾瓦尼表
示，倘若國會達不到要求，華府將從其他地方另覓資金，稱頒
佈緊急狀態令仍是選項之一。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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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昨日慶祝伊斯蘭革命勝利 40 周年，全
國各地有數十萬人上街集會。總統魯哈尼強調
伊朗不會向外國壓力屈服，將決心擴張其軍事
力量，並繼續發展彈道導彈，又指當局有能力
應對美國經濟制裁。
伊朗在 1979 年 2 月 11 日推翻王權，建立伊
斯蘭共和國，並將同日定為革命勝利日，每年
2 月 1 日至 11 日間全國均會舉行大型慶祝活
動。集會人士昨日揮動伊朗國旗，部分展示
「終結以色列，終結美國」、「我們將侵犯美
國」等標語，部分人亦舉起印有美國總統特朗
普肖像的小丑紙人。魯哈尼在首都德黑蘭發表
講話，批評美國及以色列企圖透過制裁摧毀伊
朗，強調對方不會得逞。
參與遊行民眾表示，美國的經濟制裁令伊朗
如「在踏單車時被卡住車輪」，但認為當地在
納米技術、導彈等範疇上的成就，足以填補經
濟困境帶來的損失。68歲退休人士法赫里指，
雖然伊朗現時正面對經濟問題，但認為國家在
過去 40 年來不斷向前邁進，變得愈來愈強
大。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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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監管
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將與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國防部等多個部門的專家合作，草擬 AI
監管規例，確保 AI 項目符合倫理道德標準，並有效
保障國民私隱。

■國際合作
美國將與其他國家合作發展 AI 技術，華府官員強調合
作不會損害美國利益，亦不會削弱美國的科技優勢。
■綜合報道

預算案料遭否決 西國首相或提前4月大選
西班牙最高法院今日將會審訊 12 名策動加
泰羅尼亞獨立的獨派領袖，就在開庭前一
日，當地傳媒報道，被指「反獨」不力的首
相桑切斯由於面臨預算案被否決，正計劃提
前於4月舉行大選。
桑切斯領導的工社黨目前在國會眾議院議
席只有不足 1/4，只能靠支持獨立的加泰羅尼
亞地區政黨支持才能施政，包括即將於明日
交付國會表決的預算案。但由於加獨領袖受
審在即，加上工社黨與加獨政黨最近就預算

案的談判破裂，預算案很可能被否決，令政
府面臨下台危機。
當地政界早已盛傳桑切斯會提前大選，問
題只在確實舉行時間，除了昨日報道所指的 4
月 14 日外，亦有傳言指大選會與歐洲議會選
舉一同在 5 月 26 日舉行。桑切斯由於主張與
加獨政黨協商，引起普遍國民不滿，最新民
調顯示，強硬反對加獨的保守派、中間偏右
及極右翼政黨，將有望在大選取得足夠議席
合組政府。
■路透社

■桑切斯面臨下台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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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逾 3000 億購法 12 潛艇
澳洲總理莫里森昨日宣佈，與法國防長帕
利正式簽訂價值 560 億澳元(約 3,119 億港元)合
約，建造 12 艘新型潛艇，結束圍繞有關合約
的兩年多爭議。莫里森形容合約是澳洲在和
平時期，最大規模的國防投資。法新社分析
指，新潛艇將有助澳洲加強在太平洋海域的
軍事實力，與美國、中國等區內強國競爭。

料 2030 年代初開始付運
澳洲於 2016 年宣佈與法國合作建造新潛
艇，但媒體紛紛批評潛艇造價過高，致合約
遲遲未能落實。澳洲與法國海軍集團昨日簽

訂戰略合作協議，正式展開新潛艇工程。新
潛艇將採取傳統動力，並於澳洲南部的船廠
建造，預計 2030 年代初期開始付運，2050 年
代全數建造完成。
莫里森表示建造新潛艇的計劃大膽，相信
澳洲將可取得最先進的艦隻和海軍力量。澳
洲亦會繼續增加軍費，目標是在 2020 至 2021
財政年度，把軍費提升至相當於國內生產總
值(GDP)的 2%。帕利表示，合約反映澳洲對
法國有信心，相信法國和澳洲長遠會繼續在
區域共同利益、多邊主義的框架下，按照國
際規則合作。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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