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 張明 戚瀚丹 美編 張亞榮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12資訊環球
2021年10月6日 星期三

【香港商報訊】放棄 「清零」抗疫策略的新西蘭
政府昨天宣布，由11月1日起，17歲以上外籍旅客
必須完整接種新冠疫苗才能入境。不過，即使已接
種疫苗，入境新西蘭時仍須出示離境前疫苗檢測結
果為陰性的證明，並在入境後集中隔離14天。

根據新西蘭政府在官網發布的公告，欲入境的非
公民在預訂新西蘭集中管理隔離設施床位時，必須
聲明已完整接種疫苗，且接種最後一劑疫苗的時
間，必須是在入境前14天以上。

公告亦列出新西蘭政府接受的22種疫苗，並說明這
些疫苗都至少已獲一個國家的政府或相關當局批准，
包括最普及的阿斯利康、輝瑞/BNT和莫德納疫苗。

公告顯示，有3種情況入境時可不須提供疫苗接
種證明，分別是新西蘭公民、17歲以下人士或因醫
療因素無法接種疫苗。而僅持有永久居留證或臨時
簽證者不具公民資格，因此仍須符合疫苗規定。

下月起推出疫苗證書
此外，新西蘭政府亦透過接種疫苗及加強檢測控制

疫情，當地計劃下月起推出 「疫苗證書」，已完成疫
苗接種的民眾可憑證出席大型活動，例如演唱會或球
賽。根據新西蘭衛生部數據，該國至少49%的人已完
成接種兩劑疫苗，79%的人已接種第一劑。

澳向美購30萬劑新冠口服藥
另一邊廂，澳洲昨天宣布將會向美國藥廠默沙東

訂購，正在試驗的治療新冠病毒口服藥，總數30萬
劑，首批最快明年初運抵。總理莫里森指，有治療
藥物後，意味可以與病毒共存。默沙東日前公布第
三期臨床試驗結果，證實口服藥可減低患者一半死
亡或住院風險。

澳洲疫情持續，維多利亞州昨天公布新增1763宗
本土確診個案，是全國單一省份的單日新高，比新
南威爾士州高峰時的1599宗更多。衛生部門警告，
染疫人數大增對醫療系統帶來沉重負擔。另在澳洲
財政部有員工確診，財長弗呂登貝格未有染疫，但
要自我隔離。

維州新增個案比8日前增加一倍，在517名留院患者
中，僅得6%人完成接種新冠疫苗。隨接種率提高，
墨爾本北部的疫情開始穩定，但仍錄得681宗確診。

Fb強調無用戶資料外洩
專門監察故障網站 「Downdetector」顯示，Fb、

WhatsApp及IG於美東時間周一早上11時44分（香港
時間周一晚上11時44分）左右開始出現故障，無論
是網頁版本或手機應用程式版本均無法使用。至美東
時間周一下午 5 時 45 分（香港時間昨日凌晨 5 時 45
分）左右，部分Fb用戶成功連線，WhatsApp及IG相
隔1小時左右陸續回復正常。有美媒引述消息指，Fb
員工亦受事件影響，一度無法用識別證拍卡出入辦公
室。

對於發生死機情況，Fb較早時間透過推特回應稱，
他們得悉有些用戶使用旗下其程式及產品時遇上困
難，正努力盡快恢復正常，對事件造成不便表示歉
意。其後，Fb公布故障原因指，根據工程團隊了解，
是因協調數據中心之間的網絡通訊主要路由器配置改
變，產生了通訊中斷等連鎖效應，導致有關服務暫時
無法使用，強調無證據顯示用戶的資料受今次事件影
響而外洩。

朱克伯格則發文表示，Fb、WhatsApp、IG及Fb通
訊軟件Messenger已回復正常，並為情況致歉。

傳15億用戶數據遭放黑市
Fb強調，無證據顯示用戶資料受今次事件影響。惟

值得一提的是，網媒 「私隱事務」發文指，Fb全球有
15億用戶的個人資料被放上黑市出售，一旦屬實，可

能成為Fb最大規模的用戶數據轉儲事件之一。
報道指，一名知名黑客論壇的用戶上月底發帖，稱

取得15億Fb用戶的個人資料，並在平台上以批量方
式出售，當中包括用戶帳號、姓名、電郵、地點、性
別及電話等。一名潛在買家聲稱，對方報價5000美元
（約3.9萬港元）可買下100萬名用戶資料。但有多名
買家稱，向賣家付款後未收到相關數據，認為可能是
騙局。

上述報道指，事件似乎屬實，據稱是今年新取得的
數據，而非轉售舊資料，惟相信與今年較早前影響5
億Fb用戶的外洩事件無關，而是透過網頁數據抽取獲
得，可用於網絡釣魚和入侵帳戶等攻擊。

另外，Fb一前僱員公開指責公司將盈利置於公眾利
益之上。曾任Fb產品經理及該公司公民誠信小組的法
蘭西斯豪根近期向聯邦執法機構投訴，稱Fb接受放大
仇恨言論及不實信息的演算法，影響用家所接收的即
時動態，2018年信息流受改動後，整個網絡社群更趨
分化。她還聲稱，每當同公眾利益產生衝突時，Fb一
次又一次地選擇盈利。惟Fb高層否認她的說法。副總
裁克萊格於內部通告指，社媒近年對社會有重大影
響，但現時證據並不足以說明Fb或社媒是分化的最主
要原因。

朱克伯格身家一夜蒸發473億
此次死機是Fb自2008年以來最嚴重的事件，導致

Fb公司股價周一大幅下跌，盤中一度跌近6%，收盤
跌幅縮小至 4.89%，報 326.23 美元/股，創 6 月 3 日以
來最低。市值一夜之間蒸發約473億美元（約3682億
港元）。Fb昨早在推特上向其使用者致歉稱已恢復連
線，公司盤後股價漲近0.7%。

據福布斯實時全球富豪榜顯示，朱克伯格的個人財
富也隨之蒸發 4.81%，以 1168 億美元（約 9093 億港
元）的身價跌至全球富豪榜第六位。

道指早段彈逾400點
美股昨夜反彈，道指早段漲逾150點。截至昨晚10

時 51 分 ， 道 指 報 34426.62 點 ， 升 423.70 點
（1.25% ） ； 標 指 報 4357.95 點 ， 漲 56.90 點
（1.32% ） ； 納 指 報 14453.04 點 ， 升 197 點
（1.38%）。Fb報332.2美元，漲6美元（1.83%）

另外，亞太股市昨日隨外圍全線下滑，日股收跌
622點。日經指數一度大跌逾980點，全日收報27822
點，跌 622 點或 2.19%。韓國首爾綜合指數收報 2962
點，跌57點，跌幅1.89%，創近7個月低位。

據稱係路由器設定更動出錯所致
【香港商報訊】本港時

間昨日凌晨，美國社交
平台Facebook（Fb）與
旗下即時通訊軟件程式
WhatsApp 及 Insta-
gram（IG）一度死機，
全球多地用戶無法透過
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登入
或收發信息。相隔7小時左
右，Fb與WhatsApp及IG陸續
回復正常。Fb解釋是 「錯誤的
配置更改」 所致，強調無證據
顯示用戶的資料受到今次事件
影響。同日，CEO朱克伯格在
Fb向受影響用戶致歉。

紐國放棄清零策略
入境須打針兼隔離

【香港商報訊】據諾貝爾獎官網消息，香港時間
昨日下午，2021年度諾貝爾獎公布第二個獎項，由
3名科學家共同獲得今屆諾貝爾物理學獎，分別為
來自美國的真鍋淑郎、來自德國的哈塞爾曼及來自
意大利的帕里西，以表彰其在理解複雜物理系統方
面的開創性貢獻。三人可攤分1000萬瑞典克朗的獎
金。

理解複雜物理系統作開創貢獻
諾獎委員會在頒獎辭中稱， 「複雜系統具有隨機

性和無序性，難以理解。今年的諾貝爾獎表彰了描

述和預測其長期行為的創新方法。」

證二氧化碳增加令全球暖化
頒獎辭中指出，真鍋淑郎憑藉其對二氧化碳和

地表溫度的研究獲獎，證明了大氣中二氧化碳水
平的增加如何導致地球表面溫度的上升，令到全

球暖化。他的工作為當前氣候模型的發展奠定了基
礎，他的方法已被用來證明大氣溫度升高是由於人
類排放的二氧化碳。該模型證明，儘管天氣多變而
混亂，但氣候模型是可靠的。他還開發出識別自然
現象和人類活動在氣候中留下的印記的方法，證明
人類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導致大氣溫度升高。

另一名獲獎者帕里西大約在1980年，在無序的複
雜材料中發現了隱藏的圖案，成為對複雜系統理論
最重要的貢獻之一。該發現使理解和描述許多不同
的、顯然完全隨機的材料和現象成為可能，在物

理、數學、生物學、神經科學和機器學習等諸多領
域影響深遠。帕里西的發現對發現從原子到行星尺
度的物理系統中無序和波動之間的互動起重要作
用。

3人瓜分近900萬獎金
今年各諾貝爾獎獎金為 1000 萬瑞典克朗（約

889.6萬港元），而據諾貝爾的遺願，每個諾貝爾獎
最多只能頒給三人，得獎者亦必須尚在人世，真鍋
淑郎與哈塞爾曼分得物理學獎的各四分之一獎金，
帕里西則會獲另外一半獎金。
真鍋淑郎1931年出生於日本愛媛縣，已加入美國

國籍。目前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高級氣象學專
家。哈塞爾曼1931年出生於德國漢堡，現供職於德
國馬克斯普朗克氣象學研究所。帕里西1948年出生
於意大利羅馬，現供職於意大利羅馬大學。

美德意3學者分享物理學獎

Fb全球死機7小時

20212021

【香港商報訊】當地時間4日，石油輸出國組織及
盟國（OPEC+）宣布建議保持逐漸增產的策略不
變，在11月份每月增產40萬桶。油價再升至近年高
位，布油報每桶81美元以上，近三年高位。美油升穿
77美元關，為2014年來首見。美油昨日續升，截至本
港時間昨晚10時，美油報79.2美元，再升1.41%。分

析人士指，能源價格上漲及供應短缺，或進一步刺激
油價升高。

能源股造好 「三桶油」爆升
據新華社昨日報道，根據 OPEC+在 7 月達成的協

議，11月的石油產量將提高至每天40萬桶，以逐步
取代現有每天 580
萬桶減產，直到明
年 4 月為止。俄羅
斯副總理諾瓦克於
會中表示，原油需
求普遍會在每年第
四季下滑，將密切
關注市場會如何取
得平衡。

鑑於世界各地的
企業恢復運作，對
能源的需求不斷增
加，需求增加上供
應短缺，油價因而
攀升。美油期貨價
格當天升至近 7 年
來新高，布油期貨
價格則位於近 3 年

來高點。布油周一上漲近3%，收報每桶81.26美元，
創2018年10月以來新高。美油亦創自2014年11月以
來新高，收報每桶77.62美元，漲2.3%。

在港上市的 「三桶油」跟升，中石油升逾7%，破頂
高見3.97元；中海油及中石化升超2%。

在美股方面，BP股價上漲1.2%至52周高位，荷蘭
皇家殼牌股價上漲0.6%，Eni股價上漲0.7%，道達爾
股價上漲0.8 %。

油價高企拖累經濟復蘇
分析人士指，由於全球部分地區面臨天然氣和煤炭

價格大幅上漲和供應短缺，替代效應預計將在今年冬
季帶來額外石油需求，進而加劇石油市場供需緊張，
油價或進一步衝高。

工業材料及能源顧問公司Third Bridge集團負責人
麥克納利表示，新冠疫情爆發後，OPEC+的減產協
議讓全球石油庫存出現快速下降。與此同時，美油
生產8月受到颶風艾達衝擊，而且美國油氣企業普遍
對增加鑽探開發表現出遲疑，這導致原油供應增長
乏力。

雷斯塔能源公司高級副總裁兼石油市場負責人通海
於根表示，市場供應緊張開始在油價上得到反應。雷
斯塔能源公司預計，部分地區消費從天然氣轉向石油
可能給油價帶來更多上漲壓力。

油組不增產 美油創7年新高

【香港商報訊】據CNN報道，俄羅斯製作全球首
部在太空拍攝的電影，一名俄羅斯女演員和電影導
演昨天乘坐 「聯盟MS-19」飛船飛往國際太空站。
飛船指令長什卡普列羅夫對地面專家稱，電影攝製
組成員感覺良好，一切正常。

「聯盟MS-19」飛船載有俄羅斯太空人什卡普列
羅夫、演員佩列西利德、導演希片科。希片科和佩
列西利德將在國際太空站拍攝故事片《挑戰》，這
在電影史上尚屬首次。

莫斯科時間昨日11時55分， 「聯盟-2.1a」運載火
箭從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場點火升空，將載有電影攝製
組的飛船送往國際太空站。本次飛天之旅， 「聯盟」
飛船史上首次在沒有工程師的協助下僅由指令長操
作。

佩列西利德和希片科將在國際太空站停留12天後
於10月17日返回地球。

俄攝製組乘飛船升空
拍全球首部太空電影

美油今年價格走勢美油今年價格走勢美油今年價格走勢美油今年價格走勢

Fb、IG及Whatsapp昨日死機近七小
時後，服務陸續回復正常。 路透社

朱克伯格發文致歉朱克伯格發文致歉。。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朱克伯格身家因死機事件朱克伯格身家因死機事件
一夜蒸發一夜蒸發473473億億。。 路透社路透社

▲

▲

▲

昨夜79.23美元

從上到下分別為導演希片科、女演員佩列西利
德、太空人什卡普列羅夫。 路透社

今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從左至右）分別為，真鍋淑郎、
哈塞爾曼和帕里西。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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