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倫敦油價升見8個月高位
美國經濟好轉，加上市場揣測歐

盟對希臘援助取得進展，刺激油價升
近至 8 個月高位。美國申領失業金人
數跌至 2008 年最低位，又傳歐洲方面
考慮或者調低對希臘緊急援助貸款利
率，資金流向油市。

商品分析員表示，估計未來數月
油價料趨升，到年底紐約及布蘭特油
價料升至每桶 155 美元，不過由於希
臘前景仍不明朗，歐洲對石油需求
不會過強。一旦希臘債務危機得以
解決，發達國家經濟情況就會漸入佳
境。

倫敦布蘭特 4 月期油一度升 59 美
仙至每桶 120.7 美元，創 8 個月高位。
周 四 亦 曾 經 跳 升 1.18 美 元 至 每 桶
120.11美元，創8個月來最高收市。紐
約 3 月 期 油 一 度 升 15 美 仙 至 每 桶
102.46 美元，周四曾升 51 美仙至每桶
102.31美元，為1月4日以來最高收市
價，本周以來升3.8%，為去年12月23
日以來最大升幅，相對一年前升19%。

不過市場交易員推測，紐約油價
在每桶 102.82 美元為一阻力位，而
預測下周油價上升的分析員約有 40%
，理由是伊朗及西方國家政治局勢緊

張。
分析指出，帶動金市主要動力是

布蘭特油價，由於供求出現風險，布
蘭特油價趨升。據滙控表示，來自亞
洲國家需求推動油價上升，中國是全
球第二大原油消耗國家。

據初步數字，1月份中國原油進口
相對一年前增加7.4%至2341 萬，創歷
史高位，市場人士稱隨着油價繼續
攀升，包括印度、韓國及泰國等經
濟體，都會感到油價上升帶來的影
響。

40%分析員料下周續升
據彭博報道，伊朗官方邁赫爾通

訊社（Mehr）報道，伊朗快將增加對
中國的石油付運量。報道引述官方消
息稱，中國和伊朗在石油合同的定價
和銷售方式上達成共識，但報道沒有
提供進一步詳情。歐盟 1 月 23 日就 7
月 1 日開始禁止由伊朗進口原油達成
一致意見，向伊朗這個全球第四大原
油生產國於核問題方面施壓。

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12月31日已
經簽署法案收緊對伊朗的制裁，禁止
任何與伊朗央行有業務往來的外國銀

行在美國金融體系運作。中東緊張局
勢支持油價上升，繼有報道稱伊朗將
中斷對歐洲六國石油出口之後，又有
消息指稱伊朗正在積極努力，試圖重

啟核問題談判。由於中東局勢仍不明
朗，對原油供應構成風險，同時歐洲
寒冷天氣增加對原油需求，都是推動
油價上升的因素。

全球股巿創半年新高
憧憬希次輪援助計劃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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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市場研究公司IHS，全球最大網上零售
商亞馬遜，於上季超越三星電子成為全球第二
大平板電腦商，付運率為389萬部。期內亞馬
遜的市場佔有率升至14%，較去年第3季的接
近零市場份額，成績驚人，反之三星的市佔額
則由11%跌至8%。

而蘋果皇者地位保持不變，佔平板電腦付
運量逾一半。去年 11 月亞馬遜推出 Kindle
Fire平板電腦，市場定價較iPad優惠，直接與
蘋果競爭，事實上 Kindle Fire 搶佔 iPad 的市
佔率。

分析指出，蘋果的 iPad 與 iPhone 在互相
競爭，去年第四季iPad付運量較估計為低，但
部分客戶不是流向 Kindle Fire，反而是蘋果
的 iPhone 4S 手機。蘋果 iPad 付運量為 1540
萬部，佔市場份額57%。三星第四季平板電腦
付運量為 214 萬部。據 IHS，整個平板電腦市
場增長55%至2710萬部。亞馬遜股價在紐約市
場一度跌2.1%至每股180.58美元，今年以來股
價升幅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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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矽谷正在 「侵略」紐約，過
去一年，Facebook、Twitter、Skype、
Zynga及其他科技公司，爭相在紐市開
設辦公室，招聘軟件人才、產品設計
師、市場及銷售員工等。業界指出，
科技公司急於爭奪優才拓展業務，據
悉Facebook在1月進駐紐約辦公大樓，
成為 Facebook 在東岸設立的首個工程
人員辦公室。

紐約已成為科技業的外圍主力，
企業及投資者相信這些著名科技公司
對紐約科技業帶來深遠影響，業界人
才將會增加，刺激更多科技創業家在
紐約發跡。網上招聘網Dice.com於2月
1日在紐約刊登多達8862份資訊科技界
職位，相對一年前增加 5%，而在三藩
市灣區的科技界職位提供增加 12%至
5366份。

業界表示，由於華爾街在萎縮，
對科技工程師需求減少，導致紐約
市的軟件人才充斥市場，競爭隨之
而來。Google 在 2001 年在紐約開設
辦公室，現時聘用 2700 名銷售及工
程人員，成為當地創業和科技界培育
來源。

次輪救助計劃或如期進行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由於德國官員周四放棄了通過扣

留部分救助款項以便向希臘施壓的做法，而歐央行也制訂出
一套保護其本身所持有的希臘債券不受重組影響的計劃
，希臘的債務重組和第二輪救助計劃可能會按照原計劃
進行。

第二輪救助計劃久拖不決，令投資者們感到焦慮不安，
他們希望歐元區各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能
夠批准第二輪救助方案，從而避免希臘下個月出現無序違
約。

歐元區官員此前認為，只有批准 1300 億歐元（1699 億
美元）的第二輪救助款項，才能啟動希臘與私人債權人的債
券互換。而在周一早間，希臘議會通過了新的財政緊縮方案
，這也是歐元區和 IMF 所要求的獲得第二輪救助計劃的條
件，參與投票的部分政客表示，可能會在晚些時候重新協商
相關財政緊縮措施，正因為如此，歐元區官員們更加堅定了
之前的想法。

不過，對於希臘一直持懷疑態度的德國、荷蘭和芬蘭政
府提出了將救助方案一分為二的提議，他們擔心，向希臘一
次性提供全部的救助款項將會賦予希臘政客們喘息的餘地，
他們可能不會給予實施希臘議會所要求的削減工資、政府支
出以及退休金的緊縮計劃。

但目前德國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德國副財長 Thomas
Steffen接受訪問時表示，鑒於3月20日希臘的到期債務，已
經放棄了分割救助計劃的提議。Steffen還稱，他對於下周一
在歐元區財長會議上通過第二輪救助計劃持謹慎樂觀的
態度。

去年4月，視頻遊戲零售商
Gamestop 在 Facebook 上開設遊
戲商店，六個月過後，這家商店
平靜地關閉。不少商店在過去一
年內亦紛紛脫離Facebook。

Gamestop並不是停止營業的
唯一一家公司，在過去的一年間
，服裝零售商Gap公司、百貨店
運營商 J.C.Penney 以及高級百貨
公司 Nordstrom 都先後關閉了他
們在Facebook的店舖。

Forrester Research 的分析師
Sucharita Mulpuru表示，本月申請
首次公開招募（IPO）的Facebook一
直在尋求為其8.45億名用戶提供頂
級的購物服務，上述企業網上商
店的關閉顯示，Facebook不會幫
助公司商業貿易的拓展，並且
Facebook會對本身在零售商們眼中
的價值表示懷疑。

他 指 出 ， 市 場 普 遍 預 測
Facebook將會向新的領域進發，
新的領域可能是消費者通常購物
的商店。但這樣做就好比向正在
酒吧中與朋友們閒談的人們賣東
西一樣困難。

一年前，人們對於Facebook
所謂的 F-commerce 產生出極大
興趣，認為它將挑戰亞馬遜和
PayPal 等傳統購物網站的統治地
位，畢竟Facebook是全球訪問量
最高的網站，一些人認為說服
Facebook訪問者購物將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

儘管一些商戶關閉了它們位
於Facebook的網上商店，但是許
多公司還是繼續通過Facebook做
廣告，去年第四季度，Facebook
的銷售收入飆升55%至11.3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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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歐元區官員表示，歐央行已經開始為
希臘債券互換，以確保其不會在債務重組中蒙
受損失。上述官員透露，歐央行正在將手中持
有的希臘債券與相同結構和帳面價值的債券交
換，兩種債券唯一的差別是新債券可以不受所
謂 的 集 體 行 動 條 款 （Collective Action
Clauses）約束，其中一位人士稱，歐央行持有
的希臘債券面值大約 500 億歐元（650 億美元
）。歐央行的發言人拒絕就此事置評。

而這些官員還透露，這一行動可能將在下
周一（2 月 20 日）前完成，這將為旨在減值
1000 億歐元債務的私營部門債權人債務互換
鋪平道路。歐元區財長也將於下周一在布魯塞
爾召開會議，討論內容為包括債務互換協議在
內的希臘第二輪救助方案。所謂不受集體行動
條款約束是指，一旦希臘政府在債券持有人非
自願參與的基礎上令債券持有人遭受損失，則
歐央行可以不參與進去。

歐央行進行希臘債券互換

▲亞馬遜於上季超越三星電子成為全球第二大平
板電腦商，付運率為389萬部

巿場憧憬希臘的第二輪救助計劃近日巿場憧憬希臘的第二輪救助計劃近日
內將獲批，刺激全球綜合股指升上半內將獲批，刺激全球綜合股指升上半
年來高位年來高位

隨着美國經濟逐漸恢復活力，加上投資者
們憧憬希臘的第二輪救助計劃近日內將獲批，
刺激全球綜合股指升上半年來高位，美國道瓊
斯指數在周四收市時更創下接近四年來新高。
德國、意大利和希臘的領袖昨日均對撥款持樂
觀態度，刺激美股周五早段再升 49 點，報
12953點。股市自從去年十月低位以來，至今
已反彈了兩成四。 本報記者 王 習

富時全球指數（FTSE All-World Equity Index）昨日
曾上漲 0.6%，一度升至接近半年以來最高位，自去年 10
月低位以來，該指數迄今已經上漲24%，今年為止也已經
上漲 9.8%。與此同時，摩根士丹利國際資本全球指數
（MSCI All-Country World Index）亦曾上漲0.7%，創下
半年新高。

在美國，市場憧憬希臘最終可得到援助，本周四道瓊
斯工業指數上漲 123.13 點至 12904.08 點，漲幅為 1%，錄
得接近四年來收市新高。前日的上漲點數和漲幅都錄得近
兩周以來新高，而12904.08點的收盤點數距離2008年5月
創造的13000點高位相差不足100點。在歐洲，斯托克600
指數上漲0.4%，亦創造自去年8月1日以來最高水平，而
泛歐績優股指數（FTSEurofirst 300 Index）昨日一度上漲
0.6%至 1083.21 點，創近 6 個半月以來新高。此外，與歐
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緊密相關的銀行股近來表現上佳，斯托
克歐洲600銀行指數昨日上漲1.3%。

歐元反彈 高見1.3136
歐元昨日鞏固了周四的反彈，歐元兌美元一度下跌至

1.30美元下方，隨後得益於希臘債務利好消息的提振，歐
元反彈至1.3136美元。市場情緒升溫也令大宗商品市場收
高，標普高盛商品指數（GSCI）昨日上漲0.5%，錄得自去年8
月以來新高，紐約商業交易所原油期貨價格上漲0.3%至每
桶102.66美元，銅價亦上漲0.6%至每噸102.66美元。

美經濟好轉 投資者信心增
近日公布的美國經濟數據令投資者們欣慰，當周新申

請失業金人數下跌至2008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而製造業
活動也顯現出擴張的跡象。本周三，美國2月住宅建築商
信心指數錄得近5年來新高，隨後美國商務部周四宣布，
美國1月新屋開工69.9萬，好於預期的67.5萬。

巴克萊資本在文件中表示，美國經濟繼續成為全球經
濟的亮點之一，希臘不太可能會引起市場恐慌，市場已經
消化了這個負面消息。不過，有分析也指，股市走紅只是
暫時的現象。ETX 資本權益銷售負責人 Mark Foulds 表
示，希臘方面還算過得去的好消息令股市仍然走強，但是
大體上而言，投資者傾向於短期交易，他們被更加不穩定
的行業所吸引，比如在希臘獲得第二輪救助方案的情況下
會有很好表現的銀行業，如果希臘沒有獲得救助款，投資
者將轉向更為保守的行業。

▲去年第四季度，Facebook
的銷售收入飆升 55%至 11.3
億美元

▲商品分析員表示，估計未來數月油價料趨升，到年底紐約及布蘭特油
價料升至每桶155美元

▶由於德國放
棄了通過扣留
部分救助款項
以便向希臘施
壓的做法，希
臘的債務重組
和第二輪救助
計劃可能會按
照原計劃進行
。圖為德國總
理默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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