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啟事
DARTSMAN

現特通告：賴瀚濤其地址為九龍觀塘
康利道11號樂意園18字樓3室，現向
酒牌局申領位於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53-55 號嘉芙中心 15 樓 DARTSMAN
的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
埗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3月6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銀座大倉日本料理

現特通告：周美芝其地址為九龍紅
磡海韻軒一座二八一二室，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07-109 號中晶金融中心 1 樓銀座
大倉日本料理的酒牌續期。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
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樓酒牌
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3月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Ginza Okura Japanese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u Mei Chee
Anita of 2812, Tower 1, Harbourview
Horizon, Hung Hom,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Ginza Okura
Japanese Restaurant at 1/F, Oriental Crystal
Finance Centre, 107-109 Chatham Road
South, T.S.T. Kowloo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6-3-2012

海外公告
梁華任是廣州市越秀區德政北禺東

一路一號的權屬人，梁華任與伍寶璋於
1945年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伍大惠，伍
寶璋與方秀蓮於 1927 年結婚，婚後生
育了伍素琴、伍素玲二女。他們三人並
無收養任何子女，亦無其他婚生非婚生
子女、繼子女。梁華任和伍寶璋先後於
2003 年、2008 年死亡，方秀蓮於 2011
年死亡。現伍大惠、伍素琴、伍素玲要
求繼續梁華任上述遺產。

對上述事實有異議者，見報後即與
廣州公證員陳先生聯繫。

地址：廣州市倉邊路42號
電話：020-83178913

13622264156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1）湛坡法民初字第381號
梁志華：

本院受理原告袁林妹訴你離婚糾紛一
案，因以法律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直接向
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的有關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副
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
。自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
。提出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
的 30 日內。本案定於舉證期限屆滿後第三
日上午 9 時 30 分（遇節假日順延）在本院
第一審判庭公開開庭進行審理，逾期將依
法缺席判決。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1）湛坡法民初字第98號
張文泰：

本院受理原告黃慧姮訴你離婚糾紛一
案，因以法律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直接向
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的有關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副
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
。自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
。提出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
的 30 日內。本案定於舉證期限屆滿後第三
日上午 9 時 30 分（遇節假日順延）在本院
第一審判庭公開開庭進行審理，逾期將依

法缺席判決。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1）湛坡法民初字第162號
冼月蓮：

本院受理原告許一榮訴被告你離婚
糾紛一案，因無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達
，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2011）湛坡法
民初字第 162 號民事判決書。自公告之
日起90日內來本院領取民事判決書，逾
期則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
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交上
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

，上訴於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星期二B3國際經濟責任編輯：孫紹豪

希次輪援助成敗快揭盅
債權人參與率不得少於75%門檻

美國汽車業迅速反彈，今年白金和鈀金
的需求將會增加，相信這些貴金屬今年的價
格可看高一線。白金和鈀金主要用在汽車的
催化轉換器中。彭博社的每日圖表顯示，汽
車銷售額在過去六個月以來，有五個月錄得
上升，目前更創下自從2008年7月以來最高
，有見及此，滙豐控股美國證券公司商品部
主管 James Steel 表示，今年已大升了兩成
一的白金價格，在年內將會再升一成半，至
每盎司 1950 美元，創下 2008 年 7 月以來最
高，至於鈀金，則可能會升至每盎司900美
元，較三月二日的價位再升兩成六，創下
2001年以來最高。

研究公司Autodata的資料顯示，輕盈汽
車上月的銷售經季節性調整後，錄得年率
1500 萬部，創自從 2008 年 2 月以來最高，
而受到消費信心上升和失業率下跌的支持，
諸如通用、佳士拿、福特和豐田四大車廠的
成績均優於業界預期。使用白金或鈀金作為
催化轉換器者，對於新車來說，有百分之九
十五合適。

四大車廠成績勝預期
James Steel 在表示，隨着美國經濟正

加速增長，汽車工業的需求亦將會增加，這
將會令白金和鈀金的價格再攀高一線。此外
，巴克萊資本曾在一月十七日的報告中預測
，全球最大的鈀金出口國俄羅斯今年更可能
會大幅減少八成半的國家存庫銷售量，至僅
餘 15 萬噸，創下過去八年以來最低水平。
全球鈀金的供求失衡情況將會加劇。巴克萊
的統計指出，今年全球對鈀金的失求將會超
出礦藏和再循碎巴數量達27.5萬噸，令存庫
將大幅減少。瑞士信貸則預期，直至 2015
年，市場對鈀金將會出現赤字。

美國聯邦儲備局在二月二十九日表示，
美國經濟一月和二月初錄得輕微至溫和增長
，主要是受到製造業數據理想的刺激。據美
國Autodata的統計，自從汽車銷售額在2009
年二月錄得934萬輛的二十七年新低後，汽
車銷售已大幅反彈了一倍。

美科技業帶動就業增長潮
智能手機及流動設備需求急升，科技業急於招聘人手，

間接推動就業市場復蘇。電腦計算類網絡招聘廣告1月較12
月增長 3.4%，此為美國諮商局有紀錄數據以來第三高位。
根據該局資料，職位空缺及求職比例為3對1。科技業招聘
網站Dice.com刊登量按年增加12%，手機應用軟件職位空缺
增長逾100%。

經濟員指，科技業開始帶動新一輪就業增長潮，整個科
技通訊行業有力對抗經濟衰退的壓力，成為增長的主要動力
。而今年以來，科技股表現至今跑贏大市，包括 Google 及
蘋果的 Vanguard Information-Technology ETF 基金，升
幅為 16%，跑贏 SPDR 標普 500 ETF 的 9.4%升幅。不過，
即使情況好轉，但部分大型科技公司正在裁員，全球最大電
腦服務供應商IBM上周宣布裁減逾1000員工。

外資佔美債巿場六成
儘管有人擔心美國10萬億美元的國債市場，主要依靠

聯儲局持續購買，才能吸納不斷發債的供應量，但由於擁
有AAA級的政府債券買少見少，外國資金仍繼續流入美國
國債市場。據政府數據，聯儲局 2009 年 5 月開始首輪購買
美債行動以來，外國投資者持有的美國政府債券金額增加
1.84萬億美元，達到5萬億美元（約39萬億港元），相等於
不包括聯儲局持有美債數量的60.5%。

聯儲局在這期間增持 1.18 萬億美元，至 1.65 萬億美元
，所佔比重亦由 7.6%升至 16.8%。同時，持有 AAA 評級的
投資替代品供應卻愈來愈少，也限制美債價格下跌風險。
政府債券策略員表示，市場到處都見買家，他們手持大量
現金，選擇以合理價格購買有質素資產。根據美銀美林債
券指數，市場關注歐債危機及美國經濟復蘇步伐，資金繼
續流入美國資產。

歐盟峰會上周通過希臘的第二輪1300億歐元救助
方案，但該項救助計劃最終能否成功，將取決於希臘
債務的私人債權人參與率，私人債權人在 3 月 8 日
（周四）限期前必須決定是否參與希臘債務互換協議
。而歐元區財長將於 3 月 9 日通過舉行電話會議的形
式，評估債務互換結果。

意大利聯合信貸銀行駐倫敦首席全球經濟學家
Rrik Nielsen表示，歐洲的危機還沒有結束，只有足

夠多的債權人參與到債券減值計劃中，才能避免引發
所謂的集體行動條款（collective action clauses），
否則希臘政府將利用集體行動條款強逼債權人參與債
務互換，該條款也將引發信用違約掉期（CDS）合約
從而令金融市場動盪。

避免引發集體行動條款
據悉，希臘政府設定了私人債權人參與率不得低

於 75%的門檻，一旦低於 75%將引發集體行動條款，
而債權人在交易中將承擔其所持債券 53.5%的面值損
失，並且將他們所持有的餘下的希臘債券，交換為政
府新發行的債券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發行的
債券。上周，歐元區財長們授權 EFSF 為希臘債務互
換發行債券。

歐盟領導人上周指出，在完成希臘第二輪救助方
案的所有細節後，他們的焦點將由預算縮減措施轉向
刺激經濟增長措施，1300億歐元的救助方案能否順利
進行，將取決於本周的債務互換結果。

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期國債價格去周上漲，受歐
央行採取第二輪長期再融資操作鼓舞，意大利國債錄
得 14 年來最長連續上漲天數。意大利 10 年期國債孳
息率上周下跌 57 基點至 4.91 厘，西班牙 10 年期國債
孳息率亦下跌15基點。

意債錄14年來最長上漲天數
歐盟委員會主席范龍佩接受訪問時表示，在應對

債務危機問題上不能滿足於現有成績，危機還沒有結
束。此外，作為希臘私人債權人參與債務互換的代表
，國際金融協會（IIF）正在試圖消除有關本周四自願
參與希臘債務互換的銀行數量的可能不足，IIF前日已
經核准了互換協議的最終條款，私營部門債權人最終
將自己做出抉擇。

本周對持續兩年之久的歐債危機十分
關鍵，因持有希臘債券的私人投資者本周
必須決定是否參與債券重組。有分析指，
希臘能否最終獲得第二輪救助方案在此一
舉，一旦參與率不足，希臘將不得不動用
集體行動條款。

本報記者 王 習

美股雖然近期持續升勢，但相對前數年仍然處於
低水，由 2009 年以來標普 500 指數勁升 102%，市盈
率都僅為 14.1 倍，是過去 23 年間，每次股市高位之
中最低，同時，亦低於直至2000年的128年內的往績

市盈率，依此判斷，美股仍然抵買，投資者可以按需
適當買進，但不要太過貪婪。

由 2009 年始，美國企業盈利增長一倍之多，不
過美國標普 500 指數仍然較 1989 年以來的 34 次高位
便宜。彭博數據顯示，由2009年以來，標普500指數
升幅達到 102%，然而市盈率僅為 14.1 倍，此乃 1989
年以來的 52 周高位的下限水平。同時比起往績市盈
率所錄得的14.5倍更低。美國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
的一項研究，在1872年到2000年間，美國股市的平
均市盈率正好是14.5倍。按期權交易，賭注標普500
指數下跌二成的，較看好上升二成的價差，擴大至
2007年以來最高。

油價持續攀升，加上擔心歐洲無法解決債務危機
，減低投資者入市興趣，股市淡友認為，股價並不便
宜，因為企業盈利預測過於樂觀。相反地，好友則相
信，美國經濟增長不如預期的話，市盈率下滑反而為
投資者提供安全空間。分析指出，股價跌得過殘，投
資者擔心中國硬着陸、美國雙底衰退、歐洲解體，但
這些事都沒有發生，最壞的風險已過。

標普500指數上周升0.3%至1369.63，在3月1日
報數1374.09，創2008年來最高收市。美國新申領失

業金人數跌至4年低位，消費者信心改善，刺激股價
上揚。指數距離2011年高位1363.61還有6點而已。
事實上，2009 年底至 2011 年之間，美國企業盈利增
長達到99%，預期今年再升12%，到2013年升幅料為
13%。

由去年10月始的升市，令到美股市值重返逾3.2
萬億美元，約有三分二在紐約掛牌的公司股價，上周
收市時股價升穿其200天移動平均線。以美國第二大
折扣零售商Target為例，按年盈利升幅有15%，股價
在3月1日升至14個月高位，但其市盈率仍只是13.5
倍。分析又表示，美國經濟好轉，歐洲情況紓緩，對
企業盈利帶來強勁支持作用，有利股價上升。

不過，亦有部分市場人士指，標普500指數強勁
升勢將會結束。彭博資料顯示，今年1月及2月，芝
加哥期權交易所波動率指數（VIX指數）、以及標普
500指數，在23%的交易日中同步上升，為16年以來
同期最高水平。而在 VIX 指數長達 22 年的歷史中，
兩隻指數同時上升的時間只有12%。交易員表示，這
反映投資者依然對後市抱審慎態度，就算投資者看好
股市，但每每股市有風吹草動，VIX指數即時快速上
升。

美股市盈率僅14倍 23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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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對持續兩年之久的歐債危機十分關鍵，因持有希臘債
券的私人投資者本周必須決定是否參與債券重組

▲ 分析員指
，今年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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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1950美元

▲美股雖然近期持續升勢，但相對前數年仍然處
於低水

葡萄牙中央銀行表示，歐洲中央銀行對該國銀行的融資金額升至四月以
來最高，而且更已連續第四個月錄得上升。

葡國央行表示，歐央行對該國銀行的融資升至476億歐元（約4874億港
元），比一月份錄得的465億歐元為高，亦創下去年四月以來最高。歐央行
對葡國央行融資金額最高的時期是2010年8月的491億歐元。

葡萄牙在去年四月成為了第三個求救的歐元區國家，步希臘和愛爾蘭的
後塵。根據該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歐盟的協定，葡萄牙快將可以獲得
780億歐元援助。而據協議，葡國如有需要，最多可以取得120億歐元的援
助。

作為援助計劃的一部分，葡國銀行需要在2011年底，把一級充足資本
比率提升至9%，而在今年年底，則需要進一步把該比率提高至10%。總部
設於法蘭克福的歐洲中央銀行，曾在二月二十九日表示，目前已向歐元區內
800家銀行提供了5295億歐元的融資金額，歐央行推出的次輪三年期貸款，
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紓緩歐洲銀行的信貸緊張，並釋除市場對於歐洲銀行可
能會資金不足的憂慮，同時，要避免歐洲債務危機令借貸成本上升。

在去年十二月首次推出的三年期貸款中，歐央行總共向歐洲銀行提供了
4890億歐元的貸款。 ▲歐洲中央銀行對葡萄牙銀行的融資金額升至四月以來最高

歐央行向葡國泵水歐央行向葡國泵水48004800億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