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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哈里王子與美國女星梅根將
於5月大婚，梅根前日首次與英女王
伊利沙伯二世一同出席官方活動，
陪伴哈里到倫敦西敏寺，參加英聯

邦日慶祝活動。出席的王室成員還
有王儲查爾斯和妻子卡米拉，以及
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

■路透社/美聯社

英國北愛爾蘭一家醫院早前接獲一宗罕見
病例，一名84歲男子因為經常失平衡跌倒，
加上左邊身乏力入院求醫，醫生初步檢查後
發現他未有臉癱或言語視力障礙，驗血亦顯
示他身體未見異常，不過醫生為患者進行腦
掃描後，赫然在其右腦前額葉的位置發現直
徑3吋半的空洞，即「顱內積氣」，相信因此
導致患者出現輕微中風。主診醫生希望透過
這宗病例提醒其他醫生，即使病人只有最平
常的症狀，也應該深入檢查尋找罕見病因。

主診醫生布朗在《英國醫學期刊病例報
告》發表報告，指出顱內積氣一般出現在曾
做過腦部手術或鼻竇炎患者身上，而且尺寸
通常小得多。不過這宗個案中，患者表示從
沒接受過腦部手術，亦沒有先天性缺陷。

顱內積氣致輕微中風
醫生為患者腦掃描後，發現他的鼻竇患有良

性骨腫瘤，並已侵蝕至顱骨底部，懷疑因此產
生「單向閥門」效應，每當患者吸氣、咳嗽或打

噴嚏時，都會將小部
分空氣吸進顱內，長
遠形成顱內積氣。顱
內積氣擠壓患者右
腦，繼而造成輕微中
風，令患者出現左邊身乏力和跌倒等症狀。醫
生曾建議患者接受手術釋放積氣和切除腫瘤，
但對方因風險太高拒絕，醫生於是為他處方防
中風藥物，患者經過12周跟進治療後情況良
好，症狀沒有再出現。 ■《新聞周刊》

德國媒體前日報道，二
戰期間在奧斯威辛集中營
負責清點囚犯財物，被稱
為「奧斯威辛會計」的前納
粹黨衛隊成員格勒寧，上
周五在醫院逝世，終年96
歲。
格勒寧當年在奧斯威辛

集中營擔任會計，負責整理和計算火
車載來猶太人身上的紙鈔，並把這些
錢寄給柏林的上級。格勒寧被控擔當
在集中營殺害30萬人的幫兇，2015年

7月被判入獄4年，成為最
後一批因二戰期間納粹屠
殺猶太人相關罪行被判罪
成的罪犯之一。
格勒寧以他年事已高，

監禁侵犯其「生命權」為由
要求緩刑。醫生檢查他的
身體狀況，認為在給予適

當看護和醫療照顧下，他可入獄服
刑，因此德國憲法法院去年12月裁定
他必須服刑，但他一直留在醫院直至
離世，從未入獄。 ■法新社

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昨日通過民法修
正草案，將成人年齡由現時的20歲降
至18歲，女性法定結婚年齡則由目前
的16歲上調至18歲，與男性相同。
一旦法案通過，日本從明治時代持續
至今的「成人」定義將出現變化，政
府力爭在本屆國會正式通過，於2022
年4月1日開始實施。然而即使修法通
過，對飲酒、吸煙及賭博等限制，仍
會維持須年滿20歲。
過去民法認為日本女性身心發展較

早，所以結婚年齡較低，但目前日本

女性持續升學比率很高，在16至17
歲結婚的人愈來愈少，根據厚生勞動
省的調查，2015年提出結婚申請書的
女性約63萬人，其中16至17歲的女
性只有1,357人，因此不少人主張結
婚年齡不應男女有別。
日本人未來只要滿18歲，便可申請

有效期限10年的護照、選擇擁有日本
籍或外國籍，以及性別認同障礙者申
請變更性別。此外，年滿18歲人士可
於無須親屬同意下，取得貸款或申請
信用卡。 ■《日經新聞》

日擬18歲成年 上調女性結婚年齡
84歲翁常跌倒 揭右腦現3吋半空洞

位於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郊的大學醫院生
育中心上周表示，診所內一個存放約

2,000個冷凍卵子和胚胎的貯存櫃發生故障，
導致用作控制溫度的液態氮水平下降，令卵
子和胚胎損毀，無法用作人工受孕。居於克
利夫蘭的阿什及其妻子埃利奧特是其中一對
受害夫婦，埃利奧特2003年確診患癌後，他
們在生育中心貯存了兩個胚胎，對於胚胎被
毀感到心碎，遂入稟控告生育中心。

流失液態氮 謀集體訴訟
阿什夫婦的代表律師稱，希望透過訴訟找
出真相，防止同類事故重演，他表示會尋求

提出集體訴訟，但須獲法官批准。另一對來
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夫婦，花了8年心血希望進
行人工受孕，上周剛開始安排時間，準備將
冷凍胚胎植入子宮，現時生育夢已破碎，決
定控告生育診所。
位於三藩市的太平洋生育中心，同樣於本

月4日發現一個冷凍卵子和胚胎貯存櫃缺了液
態氮，雖然職員立即重新注入，但估計已有
數百個卵子和胚胎無法存活，診所已發信通
知700名受影響病人。
美國人工協助生殖技術協會前主席杜迪指

出，兩間生育診所同日出事，是「非常不幸
的巧合」，形容為「兩宗黑天鵝事件同日發

生」，但無從得知兩者是否有關連。

自行規管 出事無須報告
踏入21世紀以來，美國貯存冷凍胚胎的數

目急增，由2002年的近40萬增至2011年的60
萬，生育專家估計目前已突破100萬個。美國
的胚胎冷藏庫大都是自行規管，業界組織平
均兩年檢查一次，除非惹上官非或被傳媒揭
發醜聞，否則有問題也一般無須報告。由於
政府無實施中央通報機制，冷凍胚胎損毀個
案多寡根本無從得知，民間要求加強規管的
聲音日益高漲。

■《華盛頓郵報》/美聯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96歲「奧斯威辛會計」服刑前逝世

哈里未婚妻 首與英女王同場美國兩間生育診所於本月4日發生同類事故，分別有存放冷凍

卵子和胚胎的貯存櫃故障，導致櫃內溫度上升，數以千計卵子和

胚胎受損，令許多家庭的生育夢碎，最少兩對受影響夫婦已入稟

控告生育診所，事件再次凸顯生育技術在美國欠缺監管的問題。

■■老人右腦現老人右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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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同場出席活動女王同場出席活動。。 法新社法新社

OECD：
貿易戰威脅全球增長

上調今明年增長預測 7年來最快

蘋果公司前日宣佈，將收購數碼雜誌
訂閱服務商Texture，除拓展業務外，也
可增加網上內容和服務收益。蘋果並未
披露收購金額。
Texture 於 2010年成立，由Next Is-

sue Media擁有，被稱為「雜誌版Netf-
lix」，訂戶只要每月付出10美元(約78
港元)，便可無限瀏覽超過200本雜誌，
包括《福布斯》、《人物》、《大西洋
月刊》和《國家地理雜誌》等。
蘋果網絡軟件與服務高級副總裁柯爾

發表聲明稱，對Texture加入蘋果感到
振奮，指蘋果致力於從可靠來源獲取具

質素的新聞內容，並讓雜誌繼續擁有美
麗設計和吸引人的故事。

■英國《金融時報》

蘋果收購「雜誌版Netflix」
增網上收益

自去年10月以來，新西蘭南島上空經
常出現無人小型飛機，舉動神秘，謎底
昨日終於揭開，新西蘭總理雅登宣佈，
Google 創辦人佩奇注資的公司 Kitty
Hawk研發的電動「飛天無人的士」，
獲當地官方授權測試，以打造新世代交
通系統，雅登期望「飛天無人的士」最
快3年內在新西蘭營運。
Kitty Hawk秘密研發的「Cora」配備

自動飛行系統，飛行時的士內只需一位
監察員，翼展36英尺，並裝有多個電動
旋轉輪供垂直升降，可在天台等地方上
落客。Uber及空巴等企業均計劃研發
「飛天無人的士」，但佩奇早着先機，

秘密注資Kitty Hawk研發，直到去年4
月公佈飛機原型，公司才廣為人知。

■《紐約時報》/《金融時報》

Google飛天無人的士
紐3年內營運

國際清算銀行(BIS)前日發表報告，警
告各地央行在推出虛擬貨幣前，應小心
考慮未知的風險，包括令銀行系統不
穩、擠提和遭受網絡攻擊，影響全球資
金流動，並導致外匯匯率波動。
BIS研究「央行虛擬貨幣」(CBDC)的

兩種潛在方式，第一類是央行以「批
發」式向銀行和金融機構發行貨幣，方
便結算。第二類是「零售」式向普羅大
眾推出貨幣，協助消費購物。報告指
出，「批發」方式使證券和外匯交易更
有效率；「零售」方式則充斥無法預計

的風險，牽涉商業銀行存款，可能影響
銀行融資渠道和金融市場穩定。
BIS認為，央行虛擬貨幣的區塊鏈或
分佈式分類賬技術(DLT)有助提升證券
交易和外匯結算效率，但有必要進一步
研究和實驗來確定其好處。比特幣等虛
擬貨幣價格波動大，而且容易遭黑客盜
竊，故各地央行對它持有戒心。不過在
流動支付盛行的瑞典，由於現金流通量
日減，央行考慮發行電子貨幣「e克
朗」。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BIS警告：央行推虛擬幣有風險

資產規模達1萬億美元(約7.8萬億港元)的
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在全球多個大城市均有
投資房地產，英國倫敦成為去年的首選投資
地點，壓倒美國紐約和法國巴黎。
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前年的房地產投資中，
倫敦、紐約和巴黎所佔比例分別為19.2%、
17%和13.1%，基金去年投資倫敦的比例飊
升至22.8%，壓倒佔21.5%的紐約，巴黎以

19.1%仍排第3，去年12月更首次進軍亞洲
房地產，購入日本東京一幢商廈的業權，未
來計劃投資新加坡物業。
該基金去年投資房地產金額達150億克朗

(約151億港元)，房地產總投資額升至2,190
億克朗(約 2,211 億港元)，佔整體資產約
2.6%，未來目標是將房地產佔整體資產比例
增至7%。 ■路透社

倫敦超紐約 挪威主權基金房地產首選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昨日發表季度報告，指出美國推出

的減稅及擴大財政支出政策，料提振全球經濟增速，預測今明兩年

全球經濟增長3.9%，較早前預期上調0.3個百分點，是2011年以

來最快，但貿易緊張關係升級或觸發貿易戰，恐抵消這利好因素。

由於投資支出
增加和失業

率下降，帶動主要經
濟體向好，促使去年全
球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儘
管部分經濟體今年經濟增速
料回落，但幅度較去年11月
預期時收窄，預計美國、德
國、法國、墨西哥、土耳其和南
非經濟增速將顯著加快。

籲美貿易夥伴勿急於報復
美國國會去年12月和今年2月，分別通

過減稅和擴大財政支出，OECD認為這些
舉措將協助美國今年經濟增長2.9%，明年則
增長2.8%，遠高於去年11月預期的2.5%和
2.1%，加上歐盟最大經濟體德國採取溫和刺激經
濟措施，帶動全球經濟加快增長。
OECD署理首席經濟學家佩雷拉表示，估計未來

兩年全球經濟進一步強勁，但同時也存在隱憂，若美

國的鋼鋁關稅計
劃，引發其他國家採
取上調關稅等報復行
動，勢削弱全球經濟增
速加快的勢頭。鑑於以往
多次貿易衝突均對經濟增長
和就業造成負面影響，OECD
呼籲美國貿易夥伴不要急於採取
報復行動。
在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增強之

際，OECD預計聯儲局今明兩年將分
別加息4次，歐洲央行也可能於今年稍
後結束買購計劃，之後開始上調利率。
OECD對全球主要央行採取削減刺激規模
的行動表示歡迎，但同時提醒目前債務和資
產價格已處於高位，各大央行的利率正常化措
施會帶來風險，央行向市場傳達訊息時應溝通明
確。

■《華爾街日報》/
路透社/法新社

■■倫敦倫敦

■Cora裝有多個電動旋轉輪，可供垂直
升降。 網上圖片

■Tex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