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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澳洲再做朋友
數日內撤新聞封鎖
付費法案修改4條文 仲裁機制設兩個月調解期
澳洲推動新聞付費立法引來大型科企反彈，社交網站
後，澳洲政府與 fb 昨日齊齊讓步，澳洲同意修改法案 4 項條
文，包括 fb 相當在意的最終報價仲裁機制，fb 則同意在未來
數天解除對澳媒的封鎖。分析認為，從雙方協議內容來看，
澳洲政府可說是屈服於 fb 的脅迫之下，然而有評論認為 fb 封
鎖澳媒的做法，已經引起國際社會戒心，未來可能會有更多
國家立法限制其權力，因此 fb 也只能算是慘勝。
fb 達成共識的消
澳洲財長弗萊登伯格昨日公布與
息，他形容 fb 決定與澳洲「再做朋友」，並說

fb 將會恢復與當地媒體接觸，尋求達成新聞轉載授
權協議。弗萊登伯格強調修改這項全名為「新聞媒
體與數碼平台強制議價法」的新聞付費法案，只是
要「澄清」立法原意，更聲稱澳洲正在代表全球與
大型科企打「代理人戰爭」，「很多國家都關注澳
洲正在發生的事」。
新聞付費法案原定在昨日提交澳洲參議院審議，
如果通過，將強制 fb 和 Google 與澳洲媒體協商付費
協議，否則當局將安排仲裁員決定相關費用。法案
雖然受到澳媒廣泛支持，但亦有批評認為法案明顯
受到梅鐸新聞集團影響，目的不是為了拯救陷於危
機的傳媒業，只是為了讓新聞集團這種傳媒王國賺
得更多。

fb 歡迎當局讓步
今次修改的 4 項條文，包括 fb 和 Google 強烈反對
的仲裁機制，澳洲政府同意增設為期兩個月的調解
期，容許科企與媒體在仲裁員介入前，協商達成協

議，並於仲裁員
有最終決定前，
給予科企一個月
通知期；當局亦
同意未來決定法
案是否適用於個別科企時，將科企與媒體現有協議
納入考慮。
fb 澳洲總經理伊斯頓歡迎當局讓步，形容法案修
訂回應了公司憂慮，「有了這些改變，我們現在可
以進一步投資在公益新聞上，並在未來幾天恢復澳
洲媒體的頁面。」就在澳洲政府公布消息後不久，
澳洲主要媒體集團之一的 Seven West Media 便宣
布，正尋求與fb在60天內達成新聞付費協議。
fb 上周突然封鎖所有澳洲媒體的專頁，並禁止澳
洲 fb 用戶轉貼全球所有新聞媒體的專頁帖文及報道
連結，讓接近 1/5 澳洲人失去最主要新聞來源。fb
亦一度錯誤地封鎖大量澳洲政府及官方機構的專
頁，包括衞生部門專頁。澳洲官員事後多次揚言不
會向 fb 屈服，甚至到了周一，仍然堅持不會修改法
案。

● 弗萊登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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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fb 形象重挫 自損三分
澳洲網絡問題分析員布德認為 fb 在今次事件中勝
出，因為它成功迫使澳洲政府對法案作出必要修
訂，避免改變自身業務模式，儘管澳洲政府會對外
宣稱自己勝出，「但事實是這些數碼巨人的力量依
然龐大」。研究機構 Radio Free Mobile 創辦人溫莎
亦說，fb 在今次事件中清楚地展示了它對於新聞媒
體的價值，足以成為未來相關談判中的籌碼。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fb 雖然取得所需讓步，但實
際是「自損三分」，因為其封鎖澳媒的舉動不但遭
到澳洲朝野責難，亦遭到多國領導人批評，部分更
揚言未來要立法限制 fb 有關權力，事件已經重挫 fb
形象，對其將來發展十分不利。
●綜合報道

美最高院允查特朗普報稅表
鋪路刑訴
美國最高法院前日駁回前總統特
朗普就拒絕公開報稅表的上訴，批
准曼哈頓地方檢察官取得特朗普的
稅務文件，為檢方刑事起訴特朗普
鋪路。最高法院同日亦駁回特朗普
陣營和共和黨在賓夕法尼亞州等 5
個州份有關去年大選的訴訟。
曼 哈 頓 地 方 檢 察 官 萬 斯 2019 年
起對特朗普的稅務狀況展開調查，
最高法院前日正式批准他獲取特朗
普 2010 年至 2018 年的稅務文件。
《紐約時報》去年曾報道，萬斯的
調查方向包括特朗普和特朗普集團
多年來曾否逃稅，以及是否涉及通
過虛報資產申請貸款的商業欺詐行

為。
萬斯在原先的調查
中，主要針對特朗普是
否在 2016 年大選前向兩
名自稱是他情婦的女子
支付掩口費，並通過查
問德意志銀行員工等
人，調查特朗普是否涉
及金融罪行。在獲得法
院同意後，萬斯將可從
特 朗 普 的 會 計 師 Mazars USA，取得特朗普和特朗普集
團的報稅表。
特朗普去年曾就推翻多個州份的
選舉結果提出訴訟，最高法院前日

● 特朗普或將面臨
刑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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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共和黨在 5 個州份共 8 項訴訟，
其中包括共和黨反對延長賓州接收
和點算郵寄選票期限的上訴。
●綜合報道

「白人需嘗試不要過白」
可樂影片涉種族歧視
● 涉事培訓內容

可口可樂公司一段美國員工培訓影片近
日曝光，這段有關應對種族歧視的影片，
直稱白人「愚昧、傲慢且缺乏同理心」，
更直言「白人需嘗試變得不那麼白」
（Try to Be Less White），引起員工及輿
論嘩然。可口可樂則回應稱，該影片並非
員工培訓的必修內容。

影片中，白人銷售員兼講師迪
安傑洛宣稱在歐美國家，白人在
兒童階段便會形成身為白人優於
其他族裔的認知，成為「天生優
越」的種族歧視者。迪安傑洛還
稱，白人普遍傲慢無禮、固執愚
昧，除非減少自己身為白人的愚
昧和壓迫感，讓自己積極成為反
種族歧視者，否則都將成為
「種族主義的幫兇」。
可口可樂回應稱，爭議影片的確出自員
工培訓項目，但並非員工必修內容。該全
球培訓項目注重構建包容性工作環境，公
司會持續了解員工訴求，調整培訓內容。
不過回應並未平息爭議，加州共和黨全國
委員會領導人德希龍便批評，影片明顯
涉嫌種族歧視。
●綜合報道

澳非良好示範 應全球合作抗壟斷

澳洲與 facebook 之爭暫告一段落，
： 英國《金融時報》認為，在對抗科企
《金融時報》

facebook 上周更全面封殺澳洲媒體作威脅。雙方對峙 5 天

壟斷的問題上，澳洲今次新聞付費立
法說不上是良好示範，認為全球應該合作。
澳洲政府以保護本地媒體利益的角度出發，
希望通過立法打擊fb等科企，卻反被fb再次展
現了其壟斷的影響力。文章批評，澳洲政府在
事件中明顯偏幫當地媒體集團，以政治力量介
入科企和媒體集團的商業爭端，實質只有利於
梅鐸新聞集團等傳媒王國，其他小型本地媒體
並未有太大得益。
文章建議，要限制科企濫用壟斷地位，各國
政府應該通過國際間合作而非單打獨鬥，例如
參考巴塞爾委員會，建立國際監管體制，或者
考慮開徵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
的數碼稅，為傳統企業與跨國科企建立公平競
爭環境。
●綜合報道

● 英國《金融時報》文章建議，要限制科企
濫用壟斷地位，各國政府應該通過國際間合作
而非單打獨鬥。
法新社

拜登提名或首遇挫
被促換預算辦公室主任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個多月，15 名內閣成員提
名中，只有 6 人獲得參院確認，進度遠遠落後
於幾位前總統，其中白宮預算辦公室主任的提
名人選坦登更很大機會被駁回，或會成為拜登
在國會的首次挫敗，愈來愈多意見要求拜登換
人。
身為印度裔女性的坦登，是拜登履行內閣多
元化承諾的提名人選之一，不過她並未能得到
全體民主黨參議員的支持，其中西弗吉尼亞州
參議員曼欽上周五率先表明反對提名。由於民
主黨在參議院只有 50 席，意味需要最少一名共
和黨參議員倒戈才能通過坦登的提名，但兩名
被視為有可能倒戈的共和黨參議員前日都表明
反對提名，原因是坦登性格太火爆，以及過往
曾多次在網上攻擊共和黨議員。
消息透露，可能取代坦登的人選包括兩度出
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的斯珀林。斯珀林
曾在克林頓及奧巴馬政府工作，與拜登的高級

● 坦登

經濟顧問關係要好，同時屬於進步派，若然獲
得提名，很容易過關，但提名他便有違多元內
閣的承諾。
拜登的內閣提名確認程序拖得比歷任前總統
來得長，奧巴馬在首 30 天內確認了 14 名閣員、
布什11人，特朗普也有8人。
●綜合報道

福島魚輻射超標 禁出貨
日本福島縣漁會表示，前日在福島縣外海進
行實驗性捕撈，所捕獲的魚類許氏平鮋輻射物
質超標，已決定停止這種魚出貨，是日本時隔2
年再檢查出魚類輻射物質超標。
福島縣漁會表示，驗出輻射物質超標的許氏
平鮋，是在福島縣新地町外海 8.8公里、水深24
公尺處捕獲。福島縣研究所檢測結果顯示，這
種魚含有輻射銫的濃度平均每公斤含 500 貝
克，高於日本國家食品標準平均每公斤 100 貝
克。
福島縣漁會自主嚴格規定的標準是平均每公

● 福島魚再錄得輻射物
質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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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含輻射銫 50 貝克，福島縣漁會決定，在確定
許氏平鮋安全性之前，會停止出貨。日本政府
的原子力（原子能）災害對策本部今後可能下
令限制許氏平鮋出貨。東京電力公司在福島第
一核電廠的港灣出入口設置防止魚類進出圍
網，研究中心正調查許氏平鮋是否從港灣內游
到圍網外，才導致體內輻射超標。
許氏平鮋的去年漁獲量約 3 噸，佔福島縣外
海實驗性質捕撈整體漁獲量的 1%以下。上一次
日本的魚類含超標輻射物質，是兩年前的 2 月
從斑甕鰩檢查出輻射物質超標。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