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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企罕有年中加薪留人才 埃克森美孚發年薪 3%花紅
美國企業通常會在年終向員工加薪，但現
時愈來愈多大企業準備在年中便加薪或發放
特別花紅，冀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中留
住人才。

人手不足通脹急升 僱主感壓力
薪酬諮詢公司 Pearl Meyer 在兩個月前對
300間大企業進行調查，發現美國企業今年以
來平均加薪幅度已達 4.8%，較以往平均加薪
約 3%更高，並有約三分之一的僱主正考慮在
年中再次加薪。石油巨擘埃克森美孚上月已
向所有美國員工發放相當於年薪 3%的一次性
花紅，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今年初
已加薪 5%，並表示在本月會再次加薪，科企
微軟則計劃將其按績效加薪的預算提高近一

倍。
Pearl Meyer 產業調查部門副總裁托曼指
出，過去數年來，大部分公司的加薪幅度都
維持約 3%，但今年勞動力短缺及通脹急升、
令企業僱主感受到壓力，需以更高薪來留住
僱員，才能避免人才流失，並紓緩員工對生
活成本上漲的負擔。
資產管理公司 T. Rowe Price 上月發信給數
千名員工，表示從 7 月 1 日起，約 85%員工將
加薪 4%，今年底的薪酬調整仍會按照原有計
劃進行。公司人力資源部主管斯旺南伯格形
容此舉是因應市場狀況，許多企業都出現愈
來愈多員工離職，尤其科技業的員工，再加
上通脹飆升，促使企業主管決定在此時加
薪。
◆綜合報道

增加。
◆美國通脹飆升，使打工仔生活成本

網上圖片
◆美國不少企業希望透過加薪挽留人才。 網上圖片

可下令社媒阻斷傳播 遏制假賬戶煽動網民

星洲《防止外來干預法》生效
嚴打外國敵意宣傳

新 加 坡 制 訂 的《防 止 外 來 干 預（對 應 措 施）法》
（FICA）的部分條文今日正式生效，根據法令，內政
部長有權下令，要求社交媒體平台和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等 ， 協 助 當 局 調 查 和 對 付 來 自 國 外 的「 敵 意 信 息 宣 傳 」
（Hostile Information Campaigns，HIC）。

據當地媒體報道，制訂FICA目的是為了預防和遏制外國勢力通過敵
意信息宣傳和本地代理人，來干預新加坡政治，涉及敵意信息宣

《防止外來干預法》要點

傳的條文今日生效，餘下有關本地代理人的條文則會在較遲時候才生
效。
報道指出，這些敵意宣傳包括利用假賬號和機械人程式製造假象，讓
公眾覺得某一個立場獲得大家廣泛支持、煽動其他使用者騷擾或恐嚇特
定目標，以及利用機械人程式或購買廣告來傳播某些信息。法令生效
後，內政部長可指示社交媒體平台、網站經營者和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等，協助當局調查和對付外來敵意信息宣傳，例如下令社交媒體平台阻
斷某些敵意信息在本地繼續傳播，或是屏蔽某一個社交媒體賬號。

●針對源自國外的
「敵意信息宣傳」
（HIC）
技術援助指示：
◆披露調查 HIC 來源所需的信息，適用於跨國公
司。
◆確保新加坡的法律能夠處理網上的HIC。

可逮捕和起訴以下新的罪行：

外國勢力干預威脅日增

◆利用電子通訊進行秘密外來干預。
◆用電子通訊對目標進行秘密外來干預。
◆策劃上述兩項罪行。

內政部發表聲明稱，由於外國勢力透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干預新加坡
政治的威脅日增，因此有需要實施有關法令。但聲明同時指出，新法令
並不適用於新加坡民眾表達個人觀點，以及外國人以「公開、透明方
式」報道或評論新加坡政治，即使有關內容批評新加坡或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國會去年10月初就FICA進行三讀程序，經過長達10小時的辯
論後，最終投票以 75 票贊成及 11 票反對，大比數通過法案，執政人民
行動黨議員全部投贊成票。反對黨工人黨 10 名議員及前進黨一名非選
區議員投反對票，兩名官委議員棄權。

為科技公司和互聯網服務提供更具針對性
的指示：
◆刪除內容。
◆封鎖賬戶。
◆改變服務功能以降低HIC的傳播。
◆封鎖不遵從的網站或賬戶。
◆移除用於執行HIC的應用程式。
◆限制網站或賬戶的廣告，以防止從HIC中獲利。

「具政治影響力者」
需申報捐款
新加坡政府表示，FICA 的案件往往牽涉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影響的
敏感情報，因此不會由法庭公開審議相關上訴，而是委任法官主持獨立
小組會處理。此外，法案也規定被列為「具政
治影響力者」（Politically Significant Persons，
◆ 新加坡
PSP）的人士或政黨，若收到單一筆達1萬坡元
制 訂《防 止 外
（約 5.59 萬港元）或以上的捐款，需要每年向
來干預法》，防範
當局申報。如同一捐助者在同期內捐贈多筆小
外國勢力透過社交
額捐款，但總額達 1 萬坡元或以上，也需要申
媒體發動敵意信息宣
報。
◆綜合報道
傳。
網上圖片

●針對
「具政治影響力者」
（PSP）
◆若PSP接受1萬坡元（約5.59萬港元）或以上捐
款總額，需每年向當局申報。
◆對指定 PSP、即現行《政治捐款法》下的政治團
體的管制較寬鬆；更新現有法令，加入新的捐款管
制，應對新的外來干預威脅。
◆綜合報道

美擬用「熱氣球」跟蹤高超音速武器 圖抗衡中俄
時，儘管不斷遭遇失敗，國防部仍在研發高超音速武
器項目。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安全項目高級
研究員、導彈防禦項目主任卡拉科稱，「高空平台
在續航能力、機動性及多重有效載荷的靈活性方面
有很多好處。」Politico 還指出，這些「氣球」可能
有助跟蹤和威懾中國及俄羅斯正研發的高超音速武
器，報道隨即炒作去年 8 月的一則消息，聲稱中國試
射了一枚可攜核彈頭的高超音速導彈，結果「令五
角大樓感到意外」。然而中方當時已回應稱，此次
試驗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試驗，用於驗證航天器可
重複使用技術。

網民嘲想法幼稚「真是愚蠢主意」
報道還說，俄羅斯開始加快研發高超音速武器，以
回應美國於 2002 年單方面正式退出 1972 年簽署的《反
彈道導彈條約》；今年 3 月，俄方表示在對烏克蘭的一
次軍事行動中發射了一枚高超音速導彈，這也是首次
在戰鬥中使用這一武器。
在這一最新計劃曝光後，有網民嘲諷稱美國國防部
想法幼稚，「哦，（上帝）保佑你的心。能不能僱用
一個成年人！」還有人斥責這計劃「聽起來真是個愚
蠢的主意！」
◆綜合報道

NASA 衛星失聯 美重返月球計劃遇挫
美國太空總署（NASA）前日在其官方網站上宣布，作為美國重
返月球計劃重要一環的Capstone立方體衛星，在脫離地球軌道向月
球前進的過程中失聯，任務團隊正試圖確定故障原因，並恢復與衛
星的通訊。
Capstone立方體衛星周一按計劃離開地球軌道，據NASA發布的
聲明，在此期間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深空網絡」天線完整捕獲
Capstone第一次傳回的軌道數據。隨後該衛星在與地面的第二次通
訊過程中傳回的軌道數據，被位於美國加州的「深空網絡」天線捕
獲一部分。

今次通訊故障也令Capstone原定前日上午進行的首次軌道修正操
作被迫推遲。NASA表示若該操作被推遲數日，Capstone也有足够
燃料應對。
Capstone 立方體衛星是「月球自主定位系統技術操作和導航試
驗」中的一環，用於測試NASA「阿耳忒彌斯」登月任務的軌道，
據報Capstone任務的成本約為3,000萬美元（約2.35億港元）。 該
衛星上月28日搭乘美國私人航天企業「火箭實驗室」的「電子」號
火箭在新西蘭升空，按計劃將在約4個月後到達預定月球軌道，將 ◆ Capstone 是美國重返月球計劃
美聯社
環繞月球運行，以一星期為周期，持續飛行6個月。 ◆綜合報道 重要一環。

危機將持續至明年底
斯里蘭卡宣告破產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 前日報道，美國國防部正
制訂一項「熱氣球」計劃，以應對來自中國和俄羅斯
的競爭。當局會將這些飛行高度在 6 萬至 9 萬呎之間的
高空充氣飛行器，納入其監視工具網絡中，並最終可
能用於跟蹤高超音速武器。Politico 形容「這一想法可
能聽起來像科幻小說」。
報道稱，美國國防部的預算文件表明，這項技術正
從國防部科學界轉移到軍事方面，將繼續投資這些項
目，讓美軍可使用飛船執行各種任務。國防部預算文
件顯示，過去兩年在飛船相關項目共花費約380萬美元
（約 2,981 萬港元），並還計劃在 2023 財年投入 2,710
萬美元（約 2.12 億港元），繼續開展多項工作。同

斯里蘭卡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前
日表示，斯里蘭卡已經破產，並
指這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將至
少持續到2023年底。
維克勒馬辛哈前日向國會表
示，斯里蘭卡今年將陷入深度衰
退，食品、燃料和藥品的嚴重短
缺將持續。「我們在 2023 年將
面對許多困難。這是我們面對的
現實。」
他說，斯里蘭卡與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正進行的救助談
判，取決於在 8 月前與債權方達
成債務重組計劃。「由於國家處
於破產狀態，我們須另外向他們
提交一份可持續性的償債計劃。
只有當 IMF 對計劃感到滿意，
我們才能達成協議。」
他又警告，當地通脹率預計會
上升到60%，政府的目標是停止
印製盧比來遏制通脹。報道指，
斯里蘭卡人口約 2,200 萬，目前
全國幾乎沒汽油，政府已關閉非
必要的公共服務以節省燃料。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斯里
蘭卡正瀕臨人道危機。今年初以
來，當地有 70%的家庭三餐不
繼，燃料和基本醫療品的庫存也
迅速耗盡。單是 6 月，斯里蘭卡
的糧食價格就飆升了80%。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