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根廷債務違約危機迫在
眉睫，政府代表前日首次與拒

絕債務重組的「企硬派」債權人面
對面談判，但毫無成果；阿國經濟部長

基西略夫前晚在美國表示會繼續協商，爭取在
死線前敲定協議。一旦阿國在香港時間今日中午前未

能打破困局，將很可能事隔13年後再次違約。《華爾街日
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阿根廷銀行協會(Adeba)正加緊研

究對策，包括由銀行向債權人付清欠款，以免國家再次違
約。
Adeba據報計劃買下政府的法律索償權，並向企硬派還

款，換取對方要求美國法院解禁阿國政府向其他債權人支
付最新一輪款項，避免違約。但有分析指，Adeba內部仍
未達成共識，銀行亦要先獲政府保證未來會償還有關款
項，能否付諸實行仍然成疑。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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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升逾倍 用戶增24%

自從 去
年 11 月 挾

着社交網絡熱潮上市
後，twitter用戶增長近乎停
滯，上季表現更令市場失望，導
致股價不斷下滑，截至前日收市前，
本年至今市值已蒸發近40%。

廣告收益按年升129%
截至6月30日的第二季度，twitter錄得虧損
1.45億美元(約11.2億港元)，高於去年同期的

4,200萬美元(約3.3億港元)，主要來自
股票報酬。按非一般公認會計準則
(non-GAAP)的淨收入則為1,460萬美元(約
1.1億港元)或每股收入2美仙，好過去年同期
的虧損1,640萬美元(約1.3億港元)或每股虧損
12美仙。廣告收益貢獻2.77億美元(約21.5億港
元)，按年升129%。
twitter期內每月活躍用戶增加1,600萬人，至2.71

億人，好過市場估計的2.67億人，亦是自2013年第一
季以來最大季度升幅。300萬名新增用戶來自美國。
分析師認為，世盃效應毋庸置疑，須觀察增長勢頭能

否持續。Sterne Agee分析師巴蒂亞認為，經過此前失望
表現後，市場對twitter的期望已降低，twitter須在未來幾
季連續有好表現，才能重拾投資者信心。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CNBC/《華爾街日報》

微博 twitter 前日

公布第二季業績，

受惠於世界盃熱潮

帶動，期內收入按年

升 124%至 3.12 億美元

(約 24.2 億港元)，每

月活躍用戶亦按年急

增 24%，消除了外界

對其用戶增長見頂的質

疑。消息刺激twitter股價在

前日盤後交易時段一度飆升

35% ， 其 後 升 幅 收 窄 至

29%，收報49.62美元；昨

日開市後較前日正常交易

時段收市價再升逾

21% ， 早 段 報

46.82美元。

世盃踢到世盃踢到twittertwitter股價飆股價飆

美國年初嚴寒天氣拖累首季經濟收縮，
隨着天氣回暖，經濟明顯升溫，第二季經
濟強勢反彈4%，升幅超出市場預期的
3%，主要由消費及商業開支增加帶動。
人力資源顧問公司ADP同日公布，美國7
月份私企新增21.8萬個職位，雖較6月份
增加28.1萬個為少，連續第四個月錄得
20萬個以上，但仍反映就業市場復甦進度
理想，有望降低失業率。
商務部同時修正上季經濟數據，從收縮

2.9%向上調整為收縮2.1%，但依然是
2009年初經濟衰退以來最大單季收縮。
美國政府明天將公布7月份就業報告，

市場估計將增加23.5萬個職位，失業率維
持6.1%。

料不影響聯儲局政策
聯儲局經過一連兩日議息會議後，

將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發表議息聲
明。瑞銀駐紐約首席經濟師哈里斯
表示，局方相信將認同美國經濟
環境改善，但預料不會改動貨
幣政策，「我們仍然相信
局方最少等到明年第二
季 才 開 始 慢 慢 加
息。」■美聯社/

路透社

新增職位理想或降失業率

阿根廷大限到 本國銀行擬救亡

德通脹4年新低
歐元區臨通縮危機

德
國7月份通脹

率初值為0.8%，較前
一個月的1%回落，是
2010年2月以來最低水
平。分析指，德國作為
歐元區經濟火車頭，通脹
疲弱反映歐元區仍然面對廣
泛性通縮危機。
歐盟委員會昨日公布7月份

歐元區經濟信心指數較上月微升
0.1點，至102.2點，其中西班牙下
跌0.6點，德國則跌0.5點。分析擔

心，數據顯示歐元區增長勢頭可能已
接近高峰，未來有可能下跌。

西增長2007年以來最快
西班牙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上季

經濟按季增長0.6%，好過央行預期的
0.5%，是連續第五季錄得增長，也是
2007年第四季以來最大增幅，顯示當
地加快脫離衰退。政府前日上調今明
兩年增長預測至1.5%及2%。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上周亦調高西國今明兩
年增長預測。

■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次季經
濟增幅好過預
期，但市場觀
望聯儲局於香

港時間今日凌晨2時公布議
息結果，美股昨日早段反

覆。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6,893
點，跌1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1,972點，升2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報4,459點，升17點。
歐股偏軟，英國富時100指數中

段報6,789點，跌18點；法國CAC
指數報4,350點，跌15點；法蘭克
福DAX指數報9,639點，跌14點。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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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望議息結果 美股早段反覆

■ twitter 受
惠於世界盃
熱潮帶動，
期內收入按
年升124%。

資料圖片

美GDP反彈4%

■ twitter 每月活躍
用 戶 按 年 急 增
24%，消除了外界
對用戶增長見頂的
質疑。 法新社

這款名為CaseCam的產品
由 美 國 西 雅 圖 公 司

Garett Ochs構思，暫時只適
用於iPhone 5及5S，研究團
隊正構思如何讓鏡子向內摺

起，避免使用手機時不慎刮損。

影像上下倒轉 靠app修正
由於照片或影片實際上是拍下鏡子的倒影，

故產生的影像會上下倒轉，只靠下載有關app把影
像自動修正。
公司目前仍在Kickstarter為產品集資，如果最終成功推

出，每個料售約25英鎊(約328港元)，初期注資者則可享優惠價
15英鎊(約197港元)。 ■《每日郵報》

捷星提醒沖走違禁品

火車「輾過」兩女靠瞓路軌保命
有片睇：youtu.be/oMebI-BCEGk
美國印第安納州兩名女子擅闖火
車路軌，剛巧火車駛至，兩人逃生
無門，情急智生躺在路軌中央，讓
重達1.4萬噸的運煤火車越過，結果
大難不死，只是腳趾受傷。火車底
與路軌地面只有33厘米空隙，駕駛
員指胖一點也性命不保。
兩女本月10日清晨在一條火車橋

上步行，該處僅夠一列火車駛過，橋下是27米深的溪
谷。這時一列共有100卡的運煤火車正以時速39公里駛
至，駕駛員見路軌有人，即時拉下緊急剎車掣。但火車
仍要「輾過」二人，駛過橋後才能停下來。
車頭的閉路電視拍到兩人曾向前跑逃命，不過其中一
人跌倒躺在路軌，其友人回頭試圖幫她，但知沒時間逃
跑，結果一同躺下。 ■綜合報道

iPhone自拍神器

蜜蜂一點也不好惹，但加拿大安大略省第10屆「蜜蜂鬍子大賽」
的4位參賽者勇者無懼，吸引上千隻蜜蜂爬到他們臉上和身
上，形成密不透風的鬍子甚至頭盔，他們「編」好鬍子

後，還需磅重及走貓步或跳舞，真是見到都驚！
■美聯社

蜜蜂頭盔蜜蜂頭盔

�"
	!

英國薩默塞特兩隻只
有數日大的刺猬BB疑
遭刺猬媽媽遺棄，路人
發現後把牠們送到野生
動物救援及服務中心。
刺猬BB只有約人類食
指般大，由於出生不
久，眼睛仍緊閉着，面
部滿是皺紋。
在護理員悉心照料

下，牠們頑強求生。護
理人員準備待牠們長大
及具備自我求生能力
後，便讓牠們回歸大自
然。

■《每日郵報》

可
愛
刺
猬
堅
毅
求
生

澳洲廉航公司捷星(Jetstar)周日一班由黃金海岸飛往悉尼的內陸航班
上，一名男機組人員透過廣播系統，指悉尼機場有搜索犬和檢疫人員當
值，提醒乘客若有「不該攜帶的物品」，應拿到廁所沖走，結果引起混
亂。航空公司昨日就事件道歉。
當時機上210名乘客大部分剛參加完音樂節回家。據報廣播完畢後，
乘客便爭先恐後衝進洗手間，捷星解釋，航班跨州飛行時，按慣例會作
相關的檢疫規定廣播。
一名乘客表示，數名乘客聽到廣播後，突然手裡握着東西走進洗手
間。有網民在捷星的facebook專頁上，稱讚該名機艙服務員「好
人」，認為他應獲升職。

■美聯社/路透社

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愛好尋
寶的家庭，日前在大西洋深
海打撈到一個有300年歷史
的方形黃金製聖餐盒，證
實就是25年前在同一位
置找到的一條金鏈的遺
失部分。這件寶物估計
是1715年一次船難中一

名西班牙神父的物品，考古學家未估量出其價值。
施米特一家專門打撈海底寶藏，上月他們在佛州

東岸海深5米處尋獲這件聖餐盒。專家相信，神父用
鏈串起聖餐盒並掛在胸前，裏面放入聖體，再將聖
體分給信徒。從作工精細、極具美感看來，可能是教
會高層所有。施米特一家以往也尋獲過珍貴寶藏，去
年9月便曾在同一艘沉船中，撈到價值50萬美元(約387
萬港元)的金鏈及金幣。 ■路透社/法新社

尋寶家庭尋寶家庭 撈出300年前聖餐盒

■■聖餐盒手工精細聖餐盒手工精細。。
路透社路透社

■其中一人跌倒

全靠一塊鏡坊間「自拍神器」

何其多，最新一款是附帶可摺疊式鏡子

的iPhone機殼，只要把鏡頭對準鏡子，

便可拍下手機前方的景象。用戶下載

相對應的應用程式(app)後，更可

設置計時器，甚至從另一部

iPhone 實 時 觀 察 「 鏡

頭」看到的影像，把

自 拍 「 自 動

化」。

■自拍原理是透過拍攝鏡子的影像。 網上圖片

■■手機自拍時有計時手機自拍時有計時，，不不
怕擺甫士時錯過時間怕擺甫士時錯過時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乘客爭先湧廁所

捷星航空(Jetst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