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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小丑屠夫」患精神病

■美亞裔女工程師伏屍車尾

■阿富汗警察槍殺3美兵

■日公僕外勤喝咖啡扣薪

繞過Safari設定 監察用戶舉動

敘政府軍勝出 清理阿勒頗

谷歌侵私隱被罰1.75億

簡訊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中通社
10 日消息：敘利亞政府軍和反對派之
間的武裝衝突持續。在雙方爭奪具有重
要戰略意義、被喻為阿勒頗市 「南大門
」薩拉赫丁區的衝突中，政府軍擊退反
對派成功佔領該區，並在9日開始清理
阿勒頗市內中心街區。反對派則誓言要
重新收復阿勒頗。

敘利亞政府軍還將對阿勒頗市東南
部和東部郊區繼續進行特別行動，空軍

正在對反對派武裝實施空中打擊。
敘政府軍9日繼續向阿勒頗的反對

派武裝 「敘利亞自由軍」發動地面攻擊
，已基本控制 「阿勒頗的南大門」薩拉
赫丁區。由於當地地形複雜，仍有大量
武裝人員躲在暗處襲擊政府軍，因此政
府軍要完全控制這一地區尚需時日。

據悉，敘利亞政府軍在爭奪薩拉赫
丁的戰事中抓獲了一些外國武裝人員。
政府軍在阿勒頗抓獲了眾多非法潛入敘

利亞的外國僱傭軍，這些人來自土耳其
、約旦、阿爾及利亞、沙特等國，其中
還有部分曾是軍官。被拘捕的恐怖分子
要麼在敘利亞服刑，要麼將被引渡給相
應國家。

同日，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任命衛生
部長哈勒吉出任新總理，取代變節的前
總理希賈卜。希賈卜任職兩個月後於6
日逃離敘利亞。

阿前外長或接替安南
聯合國的外交官員以匿名方式透露

，如果不出意外，阿爾及利亞前外長卜
拉希米最有可能將接替安南，成為新任
聯合國與阿盟敘利亞問題聯合特使，有
關任命下周初將正式宣布。

但是這名外交官警告稱，如果某個
主要國家對此任命提出質疑或候選人本
人有所疑慮，這一決定在最後一刻也可
能會變化。

現年 78 歲的卜拉希米曾擔任阿爾
及利亞外長，數十年來一直是負責外交
斡旋，曾擔任聯合國駐伊拉克、阿富汗
、海地和南非的特使。

安南在2日突然發表聲明說，將於
8月31日任期屆滿之後辭任特使一職，
理由是他對安理會內部毫無希望的僵局

感到沮喪。
另外，美國國務院官員 10 日透露

，美國很快將對巴沙爾政權實行新一輪
制裁。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華爾
街日報》10 日報道：美國司法部 9 日
表示，將不會就抵押貸款危機相關的
金融欺詐事件起訴華爾街大行、投資
銀行高盛集團或其僱員。不過，司法
部亦保留未來在新證據出現時，向高
盛提起訴訟的權利。

美司法部在書面聲明中表示，
美國參議院金融危機調查小組在內
容廣泛的報告中所提出的主張，無
法滿足對高盛提起刑事訴訟所需的
舉證責任。

保留再提訴訟權利
美司法部說： 「本部與調查機構

最終總結，基於目前存在的法律和事
實使然，不能履行舉證提出刑事訴訟
的責任。」

但司法部官員強調，若將來有更

多新證據出現，司法部將會重新評估
及作出結論，不排除到時會對高盛提
出檢控。

2011 年 4 月，由參議員萊文擔任
主席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就
金融危機發布了一篇嚴厲的報告，點
名高盛是金融危機的主要製造者。議
員指控高盛培育了貪婪的文化，業務
存在內部衝突，並將公司利益置於客
戶之上。

小組委員會發現，高盛曾向銀行
及其他投資者銷售 4 種複雜的按揭證
券，但該公司未有對客戶說明這些證
券的風險很高。上述的參議院小組委
員會又說，高盛暗暗和投資者的立場
對賭，就其立場欺騙投資者，從而把
它資產負債表上的風險轉嫁到投資者
身上。

在司法部給高盛帶來好消息的同

時，美國證券及交易委員會也決定
，不會就一筆 13 億美元的次級抵押
貸款債券銷售交易，向該公司提出
起訴。但是，司法部的決定肯定不
會令奧巴馬政府的政治氣候降溫，
尤其是總統所屬民主黨內的自由派
會繼續緊盯，他們認為當局需要
對金融危機提出更多的檢控訴訟數
量。

員工電郵嘲證券「垃圾」
上述參議院小組的調查所披露的

公司電郵顯示，高盛員工嘲弄向銀行
及其他投資者銷售的複雜按揭證券為
「垃圾」。

萊文說，他所屬該小組委員會進
行調查期間，他相信高盛的高層 「誤
導國會」，而且高盛 「透過野蠻手段
犧牲其客戶而獲利」。

萊文曾就高盛引領投資者買入它
明知有可能出事的按揭證券一事，質
問高盛高層向國會作供的準確度。

高盛的行政總裁布蘭克費恩對參
議院調查小組說，該公司不會與其客
戶對賭，而且公司沒有客戶的信任根
本不能生存。他供稱，在按揭危機觸
發金融危機及自上世紀經濟蕭條以來

最嚴重衰退中，該公司共損失12億美
元（約93.6億港元）。他亦強調高盛
並非為按揭市場下跌進取地看淡（或
沽空）。

2010年，高盛與證交會就因誤導
按揭相關證券買家而出現的民事詐騙
案，支付 5.5 億美元（約 42.8 億港元
）作出和解。

美司法部放生高盛不起訴

2010年，谷歌設立了公開人們電郵聯絡地址的社交服務Buzz。經聯
邦貿易委員會調查之後，谷歌同意進行20年的監督，並聲言不會就私隱
問題誤導消費者。

但是，委員會隨後發現谷歌沒有遵守承諾。該公司利用電腦代碼追蹤
使用蘋果內置瀏覽器Safari的用戶的活動。即使用戶自行設定禁止追蹤，
谷歌仍然可以利用 「cookies」電腦代碼，繞過Safari瀏覽器禁止追蹤的設
定，監察用戶的一舉一動。

美監管機構開最高罰單
聯邦貿易委員會指出，谷歌旗下的DoubleClick廣告網絡可以在Safari

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偵察到其上網習慣，從而決定展示的廣告內容。
該委員會批評谷歌內部監控不足，委員會主席萊博維茨強調： 「不管

事情大小，所有公司都要遵守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命令，履行承諾，保障客
戶私隱。」

該委員會認為，出現這種情況雖然可能是技術上的漏洞，但谷歌仍然
違反了對客戶所作出的保障私隱承諾，必須負上責任。

谷歌說，只想設法使Safari的用家按某個鍵就能顯示推薦廣告，但沒
料到自己的修補工作，反而對用戶進行了範圍更廣的偵察，改變了Safari
自動的私隱設定。

而谷歌的這種做法，今年2月被美國史丹福大學一名研究生公開。谷
歌隨後停止在Safari進行追蹤，堅稱從不收集任何個人資料。

一直關注此案的美國里士滿大學法學教授托拜厄斯說： 「這筆創紀錄
的罰款將給互聯網公司發出訊號。但聯邦貿易委員會有沒有權威和資源，
去約束一個像谷歌那麼強大的實體，仍有疑問存在。」

雖然這是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開出的最高價罰單，但相較於谷歌第二
季度122.1億美元（947.5億港元）的收入，可謂九牛一毛。不過負面信息
或許給谷歌造成更大的打擊。該公司一直以其行事方式為豪，並以 「不要
邪惡」為內部座右銘。

美聯邦貿易委員會消費者保護部門主管韋德雷克承認，儘管罰金數額
不大，但已對將來的隱私保護釋出清晰的信息。他表示會繼續監管谷歌，
一旦再出現類似情況，會進一步提高罰金金額。

谷歌地圖亦曾惹爭議
由於谷歌同意和解消息，還需要法院方面同意，批評谷歌最力者之一

、加州組織 「消費者監察人」說，除非谷歌對外承認違反貿易委員會對於
隱私內容的使用規定，否則將進一步反對此項和解協議。而谷歌方面在後
續回應，則是說明目前已經公布移除cookies的方式。

此次的隱私案件，並非谷歌首次違反相關的隱私規定。谷歌透過不受
保護的Wi-Fi網絡傳輸收集個人資料時，也出現麻煩。此外，該公司派車
走遍全球各個地區，為網上地圖繪製服務進行拍攝的舉動，亦引起隱私方
面的爭議。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 10 日報道：日本大阪市
財政局4名公務員，在外出調查返回辦公室途中，在一
家咖啡店喝咖啡，結果遭減薪一月和警告處分。

大阪市政府昨日發表的消息說，去年秋天至 12 月
，這4名財政局職員在外出調查固定資產稅未交事項後
，在回辦公室途中，以休息為理由，在咖啡店內喝了咖
啡。雖然只花了 10 分鐘的時間，但是，違反了《地方
公務員法》相關規定。4人表示接受處分，不會提出申
訴。

【本報訊】據中央社 9 日消息：美國太
空總署（NASA）9日表示，進行實驗的月球
登陸器「摩耳弗斯」因硬件故障，當日起飛後
數秒爆炸起火（見圖），沒有傷亡，調查已經
展開。

該蜘蛛外形的低成本登陸器原型代號
「摩耳弗斯」（即希臘神話中睡夢之神的名

字），主要設計用來載運貨物至月球和其他
太空目的地。該登陸器從肯尼迪太空中心飛
離地面後僅數英尺，即傾斜墜落地面起火，
首次自主自由飛行實驗宣告失敗。

太空總署發言人馬龍表示，這個以甲烷
和液態氧為動力的登陸器全毀，大火已經撲
滅，無人傷亡。

「摩耳弗斯」體積龐大，能攜帶1100磅
貨物到月球，如人形機器人、小型運輸車或
小型實驗室。

太空總署認為，失敗原因是 「硬件組件
故障，導致無法維持穩定飛行」。工程人員
正在研究實驗數據確定失敗原因。據稱，懷
疑是GPS導航系統內的一個機械裝置故障。

截至目前，太空總署已花費 700 萬美元
在 「摩耳弗斯」計劃，包括尚待建造的第 2
具登陸器部分組件。

6日，太空總署耗資20多億美元的火星
探測器 「好奇號」成功降落火星，開展為期
兩年的探測任務。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聯社、《華爾街日報》9日
報道：網絡搜索巨頭谷歌利用電腦代碼 「繞道」 蘋果Safari
瀏覽器隱私設定，侵犯用戶私隱一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
會下令谷歌支付2250萬美元（約1.75億港元）罰款，以平
息訴訟。該數額亦創下貿易委員會歷年來開罰金額的最高
紀錄。

▲9日，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就侵犯用戶隱私罰谷歌1.7億港元 美聯社

【本報訊】據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0 日報
道：涉嫌製造科羅拉多電影院槍擊案的槍手霍姆斯，其
辯護律師在 10 日公布的法院文件中披露，被告是科羅
拉多大學一位教授的精神病人，而且他在大開殺戒前給
這位教授郵寄了一個郵包。

律師說，科羅拉多大學前研究生霍姆斯，在槍擊案
前正在接受琳恩．芬頓博士的治療。芬頓博士是位於奧
羅拉的科羅拉多大學安舒茨醫學園區的精神病醫生。這
些新細節也給 23 日在科羅拉多大學發現的一個郵包增
添了一份神秘色彩。該郵包是霍姆斯在大屠殺前寄給芬
頓博士的。

【本報訊】據美國《世界日報》9日報道：美國爾
灣市警察局 8 日發現 29 歲亞裔女子 Anna Oung 陳屍在
她的本田喜美汽車車尾箱中，身上有明顯傷痕，目前警
方將本案列為可疑案件調查。

爾灣市警局發言人表示，死者家住長堤市，與先生
、幼兒及長輩同住，職業是工程師。據她的先生表示，
死者在7日失蹤大約五小時後，她的先生就在街角找到
她的座駕，當時已接近7日晚午夜時分，座車由內部上
鎖，警方花了一段時間才將車尾箱打開。

警方在車尾箱中找到死者，她身上有明顯外傷，但
不願提供進一步詳情。爾灣市警局已將該車拖吊到警局
進一步採集證據。

橙縣法醫處8日傍晚公布的數據顯示，死者現年29
歲，死因須待法醫完成驗屍後才能確認。目前警方不排
除他殺可能，暫列為可疑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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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近一年調查，聯邦貿易委員會批准谷歌以32億美元收購互聯網
廣告公司 「DoubleClick」 ，認為此舉不會嚴重削弱網上廣告業競爭
因司法部反對，谷歌放棄跟雅虎的互聯網廣告結盟計劃
聯邦貿易委員會在經過半年的反壟斷調查之後，批准谷歌以6.81億
美元收購手機廣告服務商 「AdMob」
聯邦當局指控谷歌建立的 「Buzz」 社交網絡服務欺騙用戶，並且違
反私隱政策，谷歌同意採用一套新的全面私隱方案

司法部批准谷歌收購機票買賣調查公司ITA軟件公司，但要求要求
谷歌在2016年前，以合理價格准許其他公司使用該軟件

谷歌所發布的加拿大藥物公司網上廣告，向美國消費者非法出售處
方藥物和非處方藥物，谷歌同意支付5億美元解決當局對此進行的
調查

美國司法部批准谷歌以125億美元收購摩托羅拉
因為阻撓和拖延當局對谷歌地圖的 「街景」 照片的調查，聯邦通訊
委員會對谷歌實施2.5萬美元罰款

聯邦貿易委員會宣布，谷歌已同意就追蹤蘋果Safari瀏覽器的用戶
行動而支付2250萬美元罰款

【本報訊】據中通社10日消息：阿富汗官員10日
稱，一名阿富汗警官率領數名部下在南部的赫爾曼德省
邀請3名美軍士兵赴宴商討安全問題，隨後向他們開槍
，3名美軍全部死亡。

這3名美軍都是美國特種部隊成員，9日夜間遇襲
身亡，襲擊看似早有預謀。一名阿富汗高級官員透露，
在晚宴期間，該警官和他的部下將3名美軍槍殺，隨後
潛逃。北約駐阿富汗部隊女發言人證實發生了上述事件
，表示判斷是警察開槍還是反對派襲擊還為時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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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及利亞前外長卜拉希米有望接
替安南，出任聯合國阿盟敘利亞問題
特使 路透社

◀美國司
法部宣布
不起訴投
資銀行高
盛，但保
留再提訴
訟的權利

美聯社

▲10日，從YouTube獲得的視頻顯示，阿勒頗附近街道上有三具男性屍體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