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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手機銷售放緩 純利暴跌近兩成

歐股亦全線下跌，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市報6,730點，跌43點：法國
CAC指數報4,246點，跌66點；德國DAX指數報9,407點，跌186

點。
阿國金融市場原本對談判寄予厚望，以致談判結果出爐前，前日股市
大升6.9%至20年新高，今年國債價格也一度升10%、債息下跌。但談
判告吹，股市在收市後交易時段急跌，昨日開市後，阿根廷Merval股票
指數急挫逾6%；阿根廷披索匯價在黑市交易跌4.4%，報1美元兌
12.95披索。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將阿國主權信貸評級從CCC降至「選擇性
違約」，指原因是阿國停止支付部分外幣債務。
富蘭克林鄧普頓基金執行董事長麥樸思認為，近日股債升勢由當
地投資者帶動，他們擔心披索大幅貶值，於是將資金投入股債。

美申領失業救濟人數8年最少
美國勞工部昨公布，上周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升2.3萬，至30.2萬
人，四周移動平均數則跌至29.725萬，是2006年4月以來最少，反映
就業市場繼續復甦。 ■《華爾街日報》/CNBC/路透社

韓國三星電子第二季業績倒退幅度超乎市場預期，純利跌至6.25
萬億韓圜(約470億港元)，按年減少19.5%，創2012年第二季以來
最低，亦是接近3年來首次出現按年下跌。消息拖累三星股價昨日
急挫3.7%。
隨着智能手機銷售增長放緩，三星早前已發盈警，但純利最
終依然差過市場預期的6.5萬億韓圜(約488億港元)。同期營業
利潤按年大跌24.6%，至7.19萬億韓圜(約540億港元)；銷售額
亦按年跌8.9%，至52.4萬億韓圜(約3,937億港元)。

華中低價手機搶市場
三星表示，環球智能手機與平板電腦銷售放緩、為減少庫存作出的市場推
銷開支等，均導致業績倒退。分析指出，高階智能手機市場增長放緩、中國
中低價智能手機競爭白熱化等，亦造成三星流動通訊部門收益銳減。
三星計劃未來6個月推出兩款新的高端智能手機應對。據悉其一將擁有大屏
幕，另一款則會用「新物料」打造。

■美聯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隨着聯儲局買債計劃步入尾
聲及開始醞釀加息，可能觸發金
融機構及散戶將銀行存款轉至
更高息戶口或投資。美國銀行業

因此可能面臨存款大量流失，涉及金
額或高達1萬億美元(約7.75萬億港
元)。
以存款計算的美國最大銀行摩根

大通估計，明年下半年可能面臨多
達1,000億美元(約7,750億港元)存款
流失。花旗集團、紐約梅隆銀行等
亦表示，正嘗試評估聯儲局退市可
能帶來的潛在影響。
受惠聯儲局寬鬆政策為金融體系

注入大量流動性，過去幾年大量存
款湧入銀行，這些「廉價資金」為
銀行抵禦金融危機發揮關鍵作用。
SNL Financial估計，美國銀行業整
體存款過去4年共增加23%，同期
存款成本則跌至10年新低。隨着聯
儲局退市，這個現象很可能逆轉。
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分析師沃爾夫

指出，目前金融體系確實存在過量
存款，一旦利率變動，這些資金很
可能轉移陣地，但仍視乎實際情況
而定，「假如是逐步加息，相信不
會構成太大問題；但如果利率是突
然急升，情況便截然不同。」

■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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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在前日還債寬限期屆滿前，

與對沖基金最後一輪談判無果而終，正式

違約，是13年來第二次，觸發阿股昨日

急挫逾6%。受消息影響，加上美企業績

欠佳，美股昨日低開。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中

段報 16,668 點，

跌 211點；標準普

爾 500 指 數 報

1,940 點 ， 跌 29

點；納斯達克指

數 報 4,387

點，跌 74

點。

耶倫首遇反對票
美國聯儲局前日結束一連兩日議息會議，一如市場所料宣布再縮減每月買債規模

100億美元(約775億港元)，至250億美元(約1,938億港元)。聲明稱，美國經濟和通脹
有改善，但就業市場仍有改善空間，重申局方不會急於加息。今次是主席耶倫年初
上任以來，首次在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上有理事投反對票，反映隨着經濟好轉，局內
對寬鬆政策和加息的分歧開始浮現。
按照目前削減買債步伐，聯儲局預期會在10月結束整個買債計劃，外界焦點已轉

移至何時開始加息。美國經濟首季收縮2.1%後，第二季強勢反彈4%，通脹水平接近
聯儲局的2%長期目標，就業市場持續改善亦令失業率回落至6.1%，反映經濟復甦勢
頭強勁，為聯儲局提前加息提供理據。

低通脹風險「減」刪「高失業率」字句
考慮到美國經濟表現向好，聯儲局對會後聲明的措辭作出了細微改動，包括提到
通脹偏低風險「已稍為減少」，亦刪除了形容失業率「高企」的字句，改稱「一系
列經濟數據顯示勞工資源明顯利用不足」。分析認為，這反映局方認同經濟下行的
威脅已經減少，但仍然有空間維持低息，以推動勞工市場改善。
聯儲局內「鷹派」理事費城聯儲銀行行長普洛瑟在會議中，就

息口前瞻性指引議題投下唯一反對票。他認為在結束買債後「一
段時間內」會維持低息的措辭，未能反映經濟在通脹和就業兩
大目標上已取得明顯進展。
經濟學者普遍預期，聯儲

局會等到明年中旬才開始
加息。不過亦有意見認
為，就業市場持續增強，
可能促使局方提前加息，
以免通脹失控。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華爾街日報》/

英國《金融時報》

歐盟統計局昨公布最新經濟報告，歐元區
失業率按月跌0.1個百分點，至11.5%，是
2012年9月以來最低，失業人數為1,841萬
人，反映就業市場改善。但7月份通脹率
按月跌0.1個百分點，至0.4%，是2009年
底以來最低，意味通縮風險增加。
歐元區通脹持續向下，進一步遠離歐

洲央行的2%目標。消費者預期物價續
跌，或因此暫停消費，導致需求減少及企
業削減投資，影響就業，形成惡性循環，
拖垮經濟。 ■美聯社/法新社

道指中段插道指中段插211211點點
違約震散阿根廷股市違約震散阿根廷股市 歐盟通脹5年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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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經濟部長基西略夫指對沖阿根廷經濟部長基西略夫指對沖
基金拒絕債務重組基金拒絕債務重組，「，「他們索求的他們索求的
東西我們無法提供東西我們無法提供」。」。 法新社法新社

馬勒施所唱的是自己
一 手 包 辦 曲 詞 的

《It's My Life(What Ever I
Wanna Do)》，他形容「生活
給予我靈感寫詞，詞又啟發我
作曲，兩者結合令我要唱出
來」。他更專程到錄音室錄歌，看
來相當專業。
馬勒施甫開始的認真模樣令人期待

他的演出，怎料一開聲就叫人忍俊不
禁，幾乎沒一個音唱得準，歌詞又錯
漏百出，不符合英文語法，而且加入
大量Auto-Tune調音效果，編曲老
套，網民留言狠批聽他唱歌簡直是活
受罪。

■《每日郵報》 邊上廁邊打機
不少人在乘車、等餐時都會玩手機打

發時間，英國遊戲公司Mind Candy的
調查更發現，現代人連上廁所也機不離
手，有近半受訪者會坐在馬桶上打機，男
性的比例更高達56%。Mind Candy總裁
慨嘆，打機儼然成為現代的「煲煙」時間。
這項針對英國手遊習慣的調查發現，58%

受訪者會在臨睡覺前打機，近2/3女性有此習

慣，男性則有52%。
受訪者每日平均約花45分鐘在手遊，超過看電

視、用餐及與伴侶相處時間。近一成男士表示，
寧願玩手遊也不願陪伴另一半。18至24歲受訪者
中，有兩成坦言愛打機多過與父母聊天。
調查還發現，愈來愈多人放假時仍打機至上。
1/4男性寧願打機也不願閱讀或前往沙灘，10%更
為打機放棄旅行或遠足。 ■《每日郵報》

逾半英男

隔10米
表演花式籃球的哈林籃

球隊有新隊員！英國利物
浦19歲體操運動員拉莫斯
用彈床跳至近8米高，再飛
身衝向10米外的籃球架雙
手入樽，創下世界最遠距
離入樽紀錄。
拉莫斯 14 歲時已創下
7.75米外入樽紀錄。他早前
與一名匈牙利運動員在意
大利電視節目中挑戰打破
舊紀錄，兩人先後嘗試4種
距離，包括8.2米、8.5米、
9.1米及10米，拉莫斯最終
獲勝。拉莫斯表示今年稍
後可能前往墨西哥和中
國，再度挑戰新紀錄。

■《每日郵報》

■■彈床跳高彈床跳高

「絕食」4年半護卵八爪魚
偉大的母愛不分物種，美國科學家發現一種名為

Graneledone boreopacifica的太平洋八爪魚，為保護未孵化的
卵，可長達4年半不眠不休覆蓋在卵上，以免被獵食者傷害。
科學家利用遙控潛艇，深入加州中部對開深海拍攝海底
生態，2007年5月在水深1,400米的峽谷底部，發現一隻八
爪魚媽媽緊附在岩石表面，保護約160顆橢圓形的卵。
到了2011年9月，八爪魚卵從初期的藍莓大小成長至
葡萄大小，其間八爪魚媽媽從沒離開覓食，體型因而變
小，表皮亦變得蒼白及鬆弛。研究員在科學期刊
《PLOS ONE》發表研究結果，指這是目前已知物種
中最長的孵化期。 ■《每日郵報》/路透社

■八爪魚媽媽

岩漿烤牛扒大陣仗大陣仗最遠入樽最遠入樽

■熔岩燒烤，新奇滿分！

美籍華人孔慶翔曾

憑藉別樹一幟

的歌藝和台風

爆紅，夢想成

為歌手的印度男

子馬勒施，周日將自

己的唱歌片段上載至

影 片 分 享 網 站

YouTube，雖然全程

走音但一臉投入，短

短數日竟獲得逾 420

萬點擊率，有網民嘲

笑他唱得難聽仍夠膽

獻醜。

印印版版「「孔慶孔慶翔翔」」走音歌爆紅走音歌爆紅
■■七情上面七情上面

■■自我陶醉自我陶醉

吃燒烤一般會用炭烤方
式，英國廚師邦帕斯嫌炭烤
煙味太重，竟想到用溫度達
攝氏1,482度的岩漿烤牛
扒，更大讚肉質受熱均
勻，是他吃過最美味的
牛扒。
邦帕斯自小對火山

着迷，一直夢想能
用岩漿煮食，當聽
說紐約雪城大學教

授威索基花5年時間製成熔岩爐時，立即聯絡對
方借用。為製作人工岩漿，研究員將岩石倒入熔
岩爐融化約60小時，流出的800磅岩漿溫度高達
1,482攝氏度，能持續流動7至9分鐘。
邦帕斯表示熔岩的極度高溫能令牛扒均勻受熱，

又不會像炭烤般大量冒煙，影響食物口感。
■《每日郵報》

■■超遠入樽超遠入樽

■約160顆八爪魚卵

生物科技日益進步，料很快可製造活細胞，
有助解決糧荒。英國藝術家施梅爾受到啟發，
想像出7款40年至50年後的未來食物，名為

「生化塑料幻想」，外形奇特。她指作品外
觀是參考紅球菌、乳酸菌等天然細菌，充

滿科幻色彩。 ■網上圖片

有片睇：youtu.be/kJa2kwoZ2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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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施到錄音室馬勒施到錄音室
錄歌錄歌，，看來相當專看來相當專
業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