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虎維權股東 促收購A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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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在紐約上市後，大股東之一的雅虎
公司獲得多達50億美元(約388億港元)流動資
金。雖然雅虎財務總監戈德曼承諾，把至少一
半撥作特別股息，但餘款運用仍然引起關注。
美國維權投資者「Starboard Value」前日向雅
虎董事會發公開信，促請雅虎收購另一科技界
明日黃花美國在線(AOL)，不過有分析認為，
AOL與雅虎同樣嚴重老化，未必適合。

下月將決定 兩企股價急升
雅虎今年7月曾明確否認收購AOL，行政總
裁邁爾昨日在聲明的回應卻留有一手，稱以開
放態度虛心聆聽所有股東意見，並承諾為股東
帶來更多利益，預期下月會有初步決定。
AOL目前市值約35億美元(約271億港元)，
預料雅虎派股息後的流動資金剛好足夠完成收
購。消息刺激雅虎及AOL股價前日分別升
4.4%及3.7%。

■《華盛頓郵報》/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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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高層以辭職相脅 促炒格羅斯
美國紐約一名華裔車衣

女工上周二在曼哈頓蘋果
公司專門店，購買 12 部
iPhone 6後，涉嫌向店外
便衣臥底探員兜售手機被
捕。事主堅稱手機是代親
戚購買，而且不諳英語，
不可能與臥底探員交易。
涉案51歲女子林慧(譯

音)於本月19日與丈夫及外
甥，在蘋果專門店外連續
多晚排隊買 iPhone 6。她

上周二買手機後，甫步出店門就有一名高
大男子上前，問她是否有iPhone，接着
問她賣多少錢。林慧稱，當時清楚表
示「不賣」，但臥底探員仍然鎖上
手銬將她拘捕。
林慧指，被扣押期間，因
言語不通無法與警員溝
通，根本不知道所犯
罪名。她要求安

排翻譯員但
被拒，

哮喘藥物亦遭扣起。警方證供則與林慧有出
入，指她在向臥底警員兜售前，曾向兩名男子
出價每部手機售850美元(約6,594港元)，又否認
她拘押期間曾要求安排翻譯員或取回藥物。

被控無牌經營 或囚3個月
林慧被捕時所持的iPhone 6全部扣起列為證

物，但根據警方資料只有10部，其餘兩部去向
未明。警方起訴林慧無牌經營，下月18日在曼
哈頓刑事法
院提堂，若
罪成或判監
3個月。
■《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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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可謂PIMCO多事之秋，先
是1月時總裁埃里安突然離職、王
牌「全回報基金」爆發贖回潮，近
日則有基金涉誇大回報，被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SEC)調查，如今連創
辦人格羅斯也離去，重創投資者對
PIMCO信心。分析指，格羅斯辭
職將加劇贖回潮，估計PIMCO可
能再流失30%資金，即約5,900億美
元(約4.6萬億港元)。有分析員大膽
預言，PIMCO將喪失債券基金龍
頭地位。

王牌基金16個月淨贖回
PIMCO規模最大的「全回報基

金」已連續16個月錄得淨贖回，今
年以來贖回額達250億美元(約1,939
億港元)，為全球764個基金之冠。
投資者憂慮PIMCO前景，資金流
向競爭對手，其中「領航投資」年
初至今已獲86.5億美元(約671億港
元)淨流入。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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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指，格羅斯在PIMCO內部早已不得人心。PIMCO行政總裁霍奇的聲明形
容，管理層與與格羅斯對公司發展方向出現「根本矛盾」，據報格羅斯7月曾向

管理層發出最後通牒，又在電郵批評多名高層，即使董事會要求他克制，但年屆70的
格羅斯依然故我。

發電郵數落同僚 成導火線
格羅斯自恃掌管公司王牌「全回報基金」，對警告充耳
不聞，數周前他再向PIMCO其他高層發出內部電郵，列出
公司「10大問題」，措辭強硬，矛頭直指多名高層，連霍奇
也「中招」。電郵成為最終導火線，5名高級基金經理按捺不
住，向董事會以辭職相脅，要求解僱格羅斯。
董事會下解僱決定前，格羅斯搶先辭職並鋪路跳槽。據路透社

報道，PIMCO主要對手雙線資本的創辦人岡拉克證實，格羅斯兩周前
已私下找他商量跳槽，但他拒絕聘請格羅斯，後者最終轉赴由PIMCO前
營運總監韋爾打理的駿利。
「全回報基金」雖然仍保持全球最大債券基金稱號，但近年表現持續不濟，

去年更一度錄得1.92%虧損，成績為近20年最差，因而逐漸遭投資者
放棄。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

「債王」格羅斯前日突然宣布離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

(PIMCO)，轉投規模小90%的駿利資本，令市場嘩然。格羅斯

在聲明暗示離開原因是不欲兼顧太多複雜管理工作，但多個消息

均指，格羅斯與PIMCO管理層早已不和，加上基金表現欠佳，

雙方最終攤牌，結果格羅斯落敗，黯然離開43年前有份創立的老

巢。

■林慧否認向臥底警
員兜售手機。

網上圖片

■■格羅斯與公司高層鬧格羅斯與公司高層鬧
翻翻，，在被解僱前先辭在被解僱前先辭
職跳槽職跳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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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多
女性從政，她們的打扮隨時
令人眼前一亮。蘇格蘭議會議員兼青年訓練及婦女
就業部長康斯坦斯，日前穿着一雙可愛的「小
鹿斑比」天藍色高跟鞋步入議事廳，在沉悶的
黑白灰套裝之間極為矚目，惹來網民熱話。
44歲的康斯坦斯所穿的高跟鞋，是以一隻

坐着的小鹿斑比為鞋跟，鞋面印滿多隻斑比圖
案，藍色扣帶上還有兩顆車厘子，少女味濃。

康斯坦斯表示，穿這雙
鞋是想帶出「我有能力
做好我的工作，而不失
童真樂趣」的訊息。

■威爾斯新聞網

每人都有
自己一套減壓方

法，澳洲黃金海岸女
子利安娜是愛馬之人，但

減壓方式不是騎馬，而是「扮
馬」。她的裝扮非常認真，戴
上馬頭頭套及口銜鐵等裝
備，再由朋友揮鞭策騎。
聽起來有點被虐意味，
但利安娜堅稱變身駿
馬令她感到放鬆。
40歲的利安娜任

職網站設計師，她
熱愛動物，養了
數匹馬及一隻
貓，周末放假便
會換上訂製的馬

匹套裝，包括馬鞍及韁繩，於特別建造
的馬廄扮馬匹減壓。好友格雷斯會向扮
馬的利安娜下指令，就如指揮自己的寵物
馬。利安娜指這樣做可表達真我，加上她
視馬為人類，「化身成馬是正常不過」。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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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斯所穿的
小鹿斑比高跟鞋十
分搶眼。 網上圖片

■全副裝備

《哈利波特》
書中的隱形斗篷
令人着迷，多年來
不斷有機構斥巨資
研究，美國紐約羅切
斯特大學近日成功研
製隱形技術「羅切斯特
斗篷」，所用物料全來自
實驗室設備，成本僅1,000多
美元(約7,757港元)，比此前的
技術便宜得多。

研究員示範把鐵尺、手及臉放
在隱形鏡片後，透過鏡片直望便
發現物件消失了，只剩下背景。
參與研發的韓裔博士生約瑟夫．
崔 (Joseph Choi， 譯 音) 表 示 ：
「『羅切斯特斗篷』是目前唯一
能達致三維及多角度隱形的鏡
片，不會因移動而扭曲背景。」
大部分隱形斗篷以折射光線為

原理，「羅切斯特斗篷」亦不例
外，兩對不同焦距的鏡片經排列

後，鏡片中心光線被折射，令隱
形範圍集中在鏡片中心以外的環
形部分。不過，若物件置於鏡片
中心，其隱形效果將打折扣。

■路透社

哈利波特

早哥倫布200年
教科書上一般記載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
新大陸，但最近有歷史學家在文獻中發現
新證據，指13世紀旅行家馬可波羅可能
在亞洲之行途中，踏足阿拉斯加甚至西
雅圖一帶，比哥倫布早了足足200年。
美國《史密森尼學會》期刊最新報
告指，歷史學家分析14張載有馬可
波羅3名女兒簽名的羊皮紙，發現

當中有類似日本、美國阿留申群島及
阿拉斯加一帶北太平洋沿岸的海岸線
輪廓。其他文獻中，馬可波羅更形容
該塊名為「海豹半島」的陸地「比中
國遠兩倍」，居民穿海豹皮衣、捕魚
為生及居於地底，習性類近愛斯基摩
人，顯示馬可波羅可能曾到訪阿拉斯
加。■《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

馬可波羅或踏足美洲

隱形斗篷技術成真隱形斗篷技術成真

■約瑟夫．崔的右眼在鏡片後
「消失」。 路透社

■■羊皮紙有類似日本羊皮紙有類似日本
及阿拉斯加的海岸線及阿拉斯加的海岸線
輪廓輪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報讀課程者會按照日常登機程序
上機及起飛，在波音737模擬

機艙內參與半日課程。6位前機組
人員或飛機工程師擔任導

師，除了示範日常坐飛
機的安全指示外，

還會模擬

機艙疏散情況，包括
在煙霧瀰漫的機艙內尋找逃生出口、
打開機艙艙門和機翼緊急出口艙門。
課程亦會教授氧氣罩及逃生滑梯等工
具的正確使用方法、穿救生衣、在海
上降落及艙壓下降時該如何應對等。

學費1701元
英航在希思羅機場附近的訓練中
心舉辦該課程，收費

135 英 鎊 ( 約
1,701 港元)。
其實此課程早於2003年便開始
收生，至今有逾 1.5 萬人報
讀，通常是企業員工。

■《每日郵報》

今 年 空 難 連

連，學會機上逃

生知識或隨時救你

一命。英國航空公

司提供飛行安全意

識課程，在模擬機

艙內模仿空難發生

的環境，讓乘客學

習逃生步驟並作逃生

演習。一旦遇上空

難，他們亦能在危急

環境中保持鎮定，學

以致用。

英航「保命」課程 教機艙逃生招數

■■教跳逃生滑梯教跳逃生滑梯

■■導師講解在煙霧瀰漫的機艙內
導師講解在煙霧瀰漫的機艙內

如何尋找逃生出口如何尋找逃生出口。。 美聯社美聯社

拍攝婚紗照怎樣才夠獨特，或許可向澳洲一對新人取經。他們周一到新
南威爾士的農場拍攝婚照，攝影師把閒逛的野牛納入背景，為照片

增添自然感覺。豈料野牛不甘作佈景板，牠慢慢走近一對
新人，把新娘的婚紗當成青草吃，嚇得兩人一臉惶

恐。最後新郎展現男子氣慨，成功喝走
野牛。 網上圖片

影婚照野牛搞搞震影婚照野牛搞搞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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