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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輪的糾纏後，希臘最終仍可望
得到第二輪經濟援助，歐洲中央銀行委員
會成員阿斯姆森（Joerg Asmussen）昨
日表示，希臘最終可以符合資格，在下周
一的歐財長會議上取得次輪援助，以便可
以及時與私人債權人進行債務互換計劃，
避過違約的危機。

本報記者 王 習

曙光露露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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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時避過違約危機
歐央行：希下周獲次輪援助

保爾森減持黃金ETF15%

斯姆森向路透社表示，希臘最終會符合
歐元區財長的要求，在下一次會議，即
周一的歐洲財長會議上，取得次輪撥款
，他說，假如歐元區集團的財長可以下

一個較積極的決定，便可以令希臘與私人債權人的
換債協議便可以啟動，並能趕及在限期前完成。

較早前，《英國金融時報》亦有報道指，於周
二晚間向歐元區財長派發的文件顯示，歐元區財長
們同意，在未落實第二輪救助計劃前，希臘債權人
仍會就2000億歐元的希臘債務進行重組，而債務重
組的時間最快可於 2 月 17 日開始，預計可在年底前
完成互換。此外，一位希臘政府官員表示，希臘兩
大政黨的領導人將在周三提交書面承諾書，保證實
施緊縮財政政策。

債務重組可於周五展開
周二晚向歐元區工作小組派發的文件顯示，希

臘私人債權人的債務重組最快可於本周五開始，預
計可在月底前完成債務互換。然而對希臘能否獲得
第二輪救助計劃的決定將被推遲至 3 月 2 日的歐盟
峰會後作出，而只有在歐盟領導人認為希臘政府
已經恪守了此前的承諾後才會批准第二輪救助計劃
，而這些承諾包括更深層次的削減工資以及大規模
裁員。

目前仍在討論中的這一計劃，可能令將在 3 月
20 日面臨 145 億歐元到期債務的希臘重新陷入違約
的漩渦中，儘管債務重組可以將到期債務減半，但
是一旦希臘沒有在債務到期前獲得新的救助款項，
仍然會因為還不起剩餘的債務而發生違約。

《金融時報》亦報道稱，上周向歐元區工作小
組發放的傳單顯示，歐元區國家必須募集 935 億歐
元以便完成債務互換。其中，300億歐元將支付給私
人債權人作為參與互換協議的補償，另外 230 億歐

元將會用在對希臘銀行業的資本重組，這筆錢將救
助因為持有的大量希臘債務發生減值的銀行業。

容克：希臘未作書面承諾
原定於昨日舉行的歐元區財長會議，臨時調整

為電話會議。歐元集團主席容克表示，因為希臘尚
未按照此前的要求，對通過的緊縮方案實施作出書
面承諾，所以歐元區財長將只會通過電話溝通。在
容克宣布取消歐元區財長會議後，一名希臘政府官
員隨即表示，希臘兩大政黨的領導人，泛希臘社會
運動黨的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以及保
守黨領袖薩瑪拉斯（Antonis Samaras）將在周三提交
書面承諾書。

有分析指，希臘還未能令歐洲領導人相信該國
能夠推行改革，以確保得到援助資金，希臘問題短
期內將難有進展。對於希臘出現的種種問題，德國
商業銀行管理委員會成員 Markus Beumer 表示，希
臘對於自己的經濟沒有一個可行的方案，破產對於
希臘來說是一個最好的選擇。他昨日接受訪問時指
出，如果希臘沒有一個專門的商業模式，破產實際
上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德法GDP表現勝預期
隨着德國和法國去年末季的經濟表現好於預期，

歐元區整體收縮 0.3%，雖然是 2009 年次季以來首見
，但卻並不如預計的那樣差。

德國聯邦統計局昨日公布，德國第四季度國內生
產總值（GDP）按季收縮0.2%，但好於彭博社訪問的
經濟學家預測的下跌 0.3%，去年第三季度 GDP 則按
季增長0.6%。統計局還表示，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
建築投資是該國第四季度經濟的主要動力。與此同時
，法國去年末季 GDP 按季上漲 0.2%，亦好於彭博社
經濟學家們預測的下降0.1%。

荷蘭國際集團駐布魯塞爾高級經濟學家 Carsten
Brzeski表示，德國經濟增長只是暫時停滯，德國並不
接近一個新的衰退，當然，一個經濟迅速反彈並不會
自發產生，德國面臨的很大不確定性依然來自主權債

務危機。
據悉，德國的企業在過去的一年中致力於增加產

出量和企業支出以便滿足出口需要，這也幫助緩解了
由於西班牙和愛爾蘭等國採取嚴格的預算緊縮政策所
帶來的影響。最近的調查顯示，今年第一季度歐元區
整體的經濟萎縮步伐並沒有加速，歐元區的服務業產
出在1月份出現擴張，同時經濟信心指數也在近一年
來首次增長。

此外，歐盟統計局昨日也宣布，去年第四季度歐
元區 GDP 下跌 0.3%，幅度亦小於經濟學家們預測的
下跌 0.4%，儘管這是自 2009 年第二季度以來歐元區
經濟首次出現萎縮。昨日數據公布後，歐元兌美元上
漲0.5%至1.3196美元。

法巴去年第4季賺78億跌50%
法國市值最大的銀行法國巴黎銀行（BNP）

昨公布去年第四季業績，受希臘主權債務撇張和歐
洲政府債券出售損失，純利比起去年同期跌50.6%
，至 7.65 億歐元（約 78 億港元），但仍較分析員
預期為佳。

法巴第四季純利由去年同期 15.5 億歐元大跌
至 7.65 億歐元，高於早前彭博調查 10 位分析師預
計的中位數 5.74 億歐元。法巴表示將派發其 2011
年股息，每股 1.20 歐元（約 1.58 美元）；較 2010
年的2.10歐元縮減約43%。

法巴又公布，去年第四季為希臘主權債務撇帳
達 5.67 億歐元，使該行對相關債務撇帳佔總值由
60%提升至75%。另外根據巴塞爾Ⅲ規定，今年年
底前歐洲銀行需達到9%的核心資本充足率，法巴
指該行已達到了資本充足率目標，較早前的年中達
標時間表提前六個月。

法巴行政總裁Jean-Laurent Bonnafe表示，該
行頂住了歐債危機對貨幣和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
他續指，法巴已對希臘主權債務作出撇張達75%，
資產狀況良好，有利於繼續為客戶融資。有分析員
也認為，法巴在希臘債務風險防範方面做好了準備
，現在主要關心的問題是，本月底，歐央行會為其
提供的資金額度。

由於歐央行去年底承諾通過三年再融資計劃，
向市場提供 4890 億歐元資金，本月底又會再提供
更多貸款，今年以來金融股普遍回升，加上業績和
資本狀況好於預期，法巴股價出現反彈。該股過去
12個月累跌達40%。

FB需為付稅再集資
據金融時報報道，以

Facebook（FB）（見圖）
今年 5 月 IPO（首次上市
集資）計劃的最低集資額
計，為員工所需支付的稅
款就多達 50 億美元（約
390 億港元），公司為此
或需在年底前再次售股集
資。

Facebook 上市後，其
早期管理層，以及3000名
員工中的很多人，都將賺
得盤滿缽滿。據 Facebook 向美國監管機構申報的
材料，這些人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及期權總價值超過
230億美元。這不僅超越其對手雅虎（Yahoo）的總市
值，也使科網股期權自上世紀 90 年代後，再一次
成為巨額橫財的來源。而這還不包括其主要創始人
朱克伯格今年有望通過股票期權賺取的 54 億美元
利潤。他個人持有的股份，現值約240億美元。

據 SharesPost 提供的私人二級市場交易數據，
Facebook 現時每股股價約為 45 美元，以上稅款即
根據這一價格推算所得。公司員工自 05 年以來享
有的股票福利，約一半在上市後6個月，即可出售
套現，但須即時賦稅。據相關文件，公司自身將支
付這筆稅款，預計繳稅額度相當於限制性股票價值
的45%，而為支付稅款，公司計劃售股。

除此之外，今年朱克伯格個人的股票期權獲利
，也會帶來15億至20億美元的稅款。

▲▶保爾森連續第二季減持
黃金，減持其在SPDR黃金信
託基金的一成半股份

▲法國巴黎銀行去年第四季業績，純利比起
去年同期跌50.6%，至7.65億歐元

著名投資者再對旗下的黃金資產大洗牌，有賺錢
之神稱號的保爾森（John Paulson）連續第二季減持
黃金，減持其在SPDR黃金信託基金的一成半股份，
另外亦有多家大行宣布減持黃金投資，唯另一投資者
索羅斯卻增持。

美國證券及交易委員會的資料顯示，截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保爾森擁有由實金支持的交易所交易基
金（ETF）的股份1730萬股，較其在九月三十日止的
股份數量下跌一成半，而截至去年六月底，其黃金的
持倉亦大幅減少了四成半，是逾兩年以來首次減持。
不過，他仍是該基金最大的股東。同時，Tudor
Investment 和 SAC Capital Advisors 亦有沽售股份。前

者盡沽其所持有的20萬股，後者的持貨量則由第三季
的184601股減少至179601股。

不過，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和 Lone Pine Capital
LLC 卻增持股份。由本來持有的 48350 股，增加至最
新的 85450 股，索羅斯基金的發言人未有作出回應。
至於對沖基金Lone Pine亦在同期內購入了375萬股黃
金ETF。

索羅斯大唱反調
由實金支持的全球最大交易所交易基金SPDR黃

金信託基金，在其網站上公布，截至八月八日，持有
的黃金數量為 1309.92 噸，直至昨日則下跌至 1278.26
噸，彭博數據顯示，由交易所交易基金所持有的黃金
，現時達2390.729噸，距離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所創的
歷史新高不足0.1%。

在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黃金期貨錄得逾三年
以來首次季度下跌，部分原因是投資者要沽貨填補股

票市場上的損失。受到歐債危機影響，全球第三
季在股市方面的市值損失了超過 9.7 萬億美元，
原因便是因為投資者急於套現。

在上月，金價大升一成一，是過去二十九年來
，升幅最勁的一月份，原因是憂慮歐債

危機將不斷升級，令黃金成為資金避
難所。同時，美國聯儲局堅決維持低
利率措施，直至2014年底，令美

元匯價不斷下跌，亦令黃金作
為另類投資的吸引力大增。

昨日，原定於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元區財長
會議被降格為電話會議，歐元集團主席容克稱原
因是希臘沒能給出其要求的改革承諾。不過昨日
晚間希臘政黨領袖表示，將會恪守第二輪救助計
劃所要求的條款。

容克前日表示，取消原定於周三舉行的財長
會議，主要原因是希臘政黨領導人沒能給出保證
實施緊縮方案的書面承諾。據路透社報道，一位
知情人士表示，該國保守派領導人薩瑪拉斯
（Antonis Samaras）尚未簽署實施深層次緊縮計
劃的保證書，該人士還稱，問題是出在薩瑪拉斯
身上，薩瑪拉斯稱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緊縮要求只會加劇希臘的衰退，而且
他在過去也不願意簽署類似的書面保證。

不過在昨日晚間，有可能成為下屆總理的薩
瑪拉斯態度轉變，他表示他自己和領導的新民主
黨有義務實施第二輪救助計劃所要求的條款。他
指出，如果新民主黨贏得希臘的下次大選，新民
主黨將依然遵守第二輪援助計劃的目標和主要政
策。

摩根大通經濟學家 Nicola Mai 表示，取消會
議的決定非常令人擔憂，這反映了歐元區一些國
家更加擔憂希臘可能不會遵守獲得第二輪援助款
項的條件，歐元區一些國家願意讓希臘違約。

外界對於希臘已經失去耐性，容克還表示，
他仍在等待希臘政黨領袖就推進在薪金、退休金
和裁員方面的嚴厲緊縮計劃給出書面保證。

Samaras所屬的新民主黨拒絕就尚未簽署保證
書一事置評，而一位希臘政府官員表示，Samaras
連同另一位希臘政黨領袖帕潘德里歐將會在周三
早間簽署緊縮協議。

歐財長會議降格電話會議
▲歐洲中央銀行露口風，希臘最終可以符合資格，在下周一的歐財長會議上取得次輪援助

▲歐央行委員會成員阿斯姆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