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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油價高企威脅經濟
5月原油期貨合約曾漲見107.43美元
美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周三向國會表示，

能源價格上漲將降低消費者支出，從而削弱
美國經濟增長。有分析指，近來聯儲局官員
的講話均體現出這樣一個態度，即聯儲局不
會在近期推出新一輪量化寬鬆，也不會在
2014年提前加息。伯南克的講話內容依然
透露出對美國經濟的擔憂，以及憂慮歐元區
債務危機可能對美國銀行的負面影響。

本報記者 王 習

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德拉吉接受一份報章訪問時
表示，歐債危機最壞的時期已過去，但是風險仍然
存在，需要依靠各國政府繼續努力。

德拉吉接受德國報章Bild訪問時表示，最惡劣
的時期已成過去，但是風險猶存。歐洲一些主要的
經濟指標，例如通脹率、經常帳數字，甚至是財政
赤字，均比美國為佳。投資者的信心已回復了數周
，歐央行不再需要採取購買債券的協助措施。責任
現時落在各國政府中，它們必需要令歐元區永遠不
再受到債務危機的困擾。

剛在去年十一月執掌歐央行的德拉吉，亦為着
向歐元區銀行注資超過 1 萬億歐元的舉動申辯，原
因 是 部 分 批 評 者 ， 包 括 德 國 央 行 行 長 Jens
Weidmann 警告，此舉將會推高歐元區的通脹率。
他指出，向金融體系大舉注資超過 1 萬億歐元無疑
會造成風險和有副作用，但是，去年秋季的形勢真

的很嚴峻，隨時可能會出現信賃緊縮危機，令多家
企業倒閉，所以必須要提防。

德拉吉又淡化有關他與 Jens Weidmann 不和的
傳言，他指，在工作和私人方面，Jens Weidmann
和他相處融洽，有關大家意見不合的報道只是被人
跨大而已。另一方面，德拉吉與 Jens Weidmann 一
同憂慮到歐央行所採取措施的風險，可以說在歐央
行管理委員會內，大家的意見並非南轅北轍。

德拉吉稱，德國是歐洲的模範，歐央行二十三
個成員國管理委員會，包括兩名德國人，已把德國
的文化滲透到會上。被問及歐央行的動向時，德拉
吉說，假如通脹的前景突然轉差，歐央行便會即時
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

不過，若計及油價和加稅等因素在內，通脹率
仍然處於1.5%的穩定水平，歐央行的注資行動並未
有推高通脹。

日上月貿易盈餘30億勝預期
日本2月出乎意料錄得貿易盈餘，出口亦高於預期，顯

示日本經濟正在復蘇。日本周四公布官方數字，海外付運按
年跌 2.7%，數據低於經濟員預期的 6.5%。但進口則升 9.3%
，超過預期，因而產生 329 億日圓（30.81 億港元）貿易盈
餘。市場原本估計錄得1200億日圓貿易赤字。

日本央行自2月14日擴大貨幣刺激規模以來，日圓兌美
元貶值約7%，對新力這些出口商有利。內閣府周二表示，
日本經濟正由311地震災難中慢慢地回升。分析員指出，最
新的貿易數據反映，出口復蘇將會持續，今個季度日本經濟
將恢復增長，估計未來數季仍能維持良好增長步伐。

數據公布後，日圓兌美元立即上升0.3%報83.29。日經
225指數升0.4%。不過由於油價上升影響日本進口收入，有
分析認為不應過早判斷，日本將有可能重返貿易赤字環境。
日圓兌美元由去年10月創出的75.23高位回落，上月日本央
行行長白川方明決定擴大購買資產規模，日圓跌勢持續。日
本第四季度GDP折合年率萎縮0.7%，經濟員預測今個季度
增長1.7%。

美垃圾級公司數量減四成
評級機構穆迪表示，信貸評級最低的美國公司數量，由

2009年3月以來減少三成八。據穆迪公布的B3負面及以下
評級公司的名單，這個級別的美國公司減少至 176 間。B3
級別屬於較投資級別低6級水平，這類低評級公司減少的原
因，是部分公司違約或評級獲得上調之故。

穆迪的報告指出，聯儲局 2009 年開始向市場注入大量
資金時，很多公司透過這個機會修補資產負債表，以及清理
債務，當時是再融資的最好時機。在 2009 年 3 月信貸危機
期間，穆迪的 B3 負面及以下評級公司的名單曾經多達 283
間。不過報告稱，今季名單上增加28間，創兩年多以來最
高水平，其中包括 Harbinger、Sears 及 BCBG Max Azria 等
公司。

很多在B3負面及以下評級名單上超過一年的公司，透
過到期債再融資，避免出現違約。穆迪表示，這些公司的信
貸狀況雖有改善，但未足以獲調升評級，預期名單內的公司
，未來一年違約率為11.8%。穆迪預期，到2013年2月，美
國投機級別公司違約率為2.6%，高於目前的2.2%。

世界銀行在二次大戰後創立以來，一直有不成文
規定，世銀行長一職，都是由美國人擔任，不過現時
情況可能有變數。當世銀表示，佐利克6月屆滿後不
再連任世銀行長，未來人選成為發展中國家與歐美角
力之爭。發展中國家在本周五提名限期之前，將會提
名兩位人選，爭奪世銀行長職位。尼日利亞財政部長
Ngozi Okonjo-Iweala， 以 及 哥 倫 比 亞 前 財 長 Jose
Antoio Ocampo，預期獲提名角逐世銀行長，將與美
國所提名的人選展開一場劇烈競爭。不過 Ngozi
Okonjo-Iweala透過發言人稱，沒有這個意向。

世銀由 1944 年成立以來，行長一職一直是由美
國人擔任，但發展中國家正致力扭轉這個由美國話事
的局面。其中一位預期獲提名競逐世銀總裁的
Ocampo對金融時報說，這不僅具有象徵意義，亦代
表發展中國家有能力提名優秀及可靠的候選人，或者
甚至較美國的人選更佳。

距離提名限期還有數天，美國尚未有宣布提名人
選，外電消息稱總統奧巴馬將於周五限期前宣布人選
，據悉，熱門人選包括曾經擔任財長的薩默斯，他在
經濟方面享有崇高地位，不過美國內外對他都有一些
負面評價。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萊斯，也是其中一熱門
人選，另外還有經濟學者Jeffrey Sachs。

或提名薩默斯萊斯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指出，在佐利克 2 月 17

日宣布不再連任世銀行長後，華府和歐洲一直未有對
繼任人選作出表態，這可能是美國仍未有決定人選，
也意味到傳統上世銀行長及 IMF 總裁，分別由美國
人及歐洲人擔任的不成文規例，到如今開始動搖。

發達國家在世銀和 IMF 中擁有大多數的投票權
，控制這兩間全球重要機構話事權，然而發展中國家
代表全球70億人口之中的60億，因而新興市場及發

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佔地位愈來愈重要。哥倫比亞
前財長Ocampo表示，現在所有其他主要的國際機構
，全都公開競爭，包括聯合國、世貿、經濟合作及發
展組織。

發展中國家爭世行行長職位

伯南克在回應眾議院監督和政府改革委員會提問
時指出，能源價格的上漲將令經濟增速放緩，至少在
短期內構成通脹壓力。同時，價格上漲還會在家庭購
買力方面起到稅收作用，令消費支出下滑，拖累經濟
。伯南克與他的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官員正在密切
留意原油以及汽油價格的高企，他們上周的聲明顯示
，上述能源價格的高企將威脅美國經濟增長，並暫時
推高通脹壓力。

昨日，紐約商品交易所5月原油期貨合約盤中曾
上漲 1.3%至每桶 107.43 美元，而美國汽車協會的數
據顯示，前日美國普通汽油平均價格為每加侖 3.86
美元，較今年1月1日每加侖3.28美元顯著上升。

伯南克的言詞主要集中於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
他指出，歐洲必須進一步鞏固銀行業，銀行業的金融
和經濟環境依然嚴峻。不過，多數美國的大型銀行都
有能力在歐洲出現嚴重危機，以及美國重現衰退的不
利情況下保持充足的資本。最近對銀行業進行的壓力
測試，令監管機構相信銀行業並沒有隱瞞潛在的巨額
虧損。

伯南克並未直接對美國的貨幣政策走向提供新的

引導，但是他重申了聯儲局維持金融體系穩定的承諾
。他表示，聯儲局將繼續觀察形勢，與金融機構共同
增強金融體系彈性，在必要的情況下採取措施穩定美
國金融市場。

不考慮購買歐債
在被問及市場人士認為聯儲局將不會恪守承諾將

低息政策維持到 2014 年底時，伯南克表示，聯儲局
將繼續分析已經獲得的金融數據，聯邦公開市場委員
會將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

他還稱，聯儲局沒有考慮購買任何歐洲的主權債
務，因為購買這些主權債務的目的是保持外匯儲備。
聯儲局已經檢查了美國銀行業用於擔保歐洲主權債務
違約所使用的信用違約掉期（CDS）等協議，這些協
議被廣泛使用，銀行業基本對於歐債危機進一步加劇
的風險進行了對沖。聯儲局不希望類似 2008 年美國
國際集團（AIG）的悲劇重演。

近期公布的美國經濟數據捷報頻傳，2月零售銷
售增長 1.1%，房屋營建許可則攀升至三年半以來新
高。

和記港口成星首隻雙幣股票
新加坡交易所下月將推出坡元美元雙幣交易平台，在新

交所掛牌的包括股票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在內的證券可以選擇
以任意幣種進行交易。首隻以這種形式進行交易的將是和記
港口控股信託。

新加坡交易所還在昨日的聲明中表示，投資者可以選擇
任何一種貨幣買賣證券，所有的證券都儲存在相同的託管場
所。新加坡交易所網站透露，雙幣掛牌意味着投資者以後沒
有必要在結算時使用經紀人的外匯兌換率，不過這樣也存在
一定風險，如果在不同種類貨幣交易間存在很不穩定的狀態
，那麼價格將出現偏差。

花旗全球市場亞太區管理總裁Luke Randell表示，這是
一個很棒的主意，這將會開啟全球權益市場同時不會產生匯
率 風 險 。 新 交 所 聲 明 還 顯 示 ， 和 記 港 口 控 股 信 託
（Hutchison Port Holdings Trust）將是第一隻以這種方式
進行交易的股票，它將以坡元和美元報價，交易將於4月2
日正式開始。

此外，新交所網站透露，包括股息發放在內的企業行為
將會按照掛牌時的主要幣種計價，不過企業也同時擁有權利
更改其主要幣種。新加坡證交所的發言人沒有就上述事宜立
即回覆。

歐元區服務與製造業指數上月錄得48.7，比二月
份差，另外亦差於市場預期，而德國的製造業指數亦
錄得下跌，同期的德國製造和服務業指數表現亦差於
市場預期。受數據差的拖累，歐洲股市下跌，德國和
法國曾跌近2%，英國跌近1%。美股早段最多跌75點
，報13048點。

倫敦Markit Economics的一項三月份歐元區製造
和服務業指數下跌至48.7，差於二月份的49.3，亦較
分析所預期的 49.6 差，德國商業銀行高級經濟師
Christoph Weil認為，歐元區的出口還好，不過經濟
數據顯示，歐元區今年第一季經濟將繼續收縮。若分
開統計，製造業指數由二月的 49 點跌至三月的 47.7
，服務業則由48.8跌至48.7。

同時，德國的製造和服務業指數的表現亦較差，
一項統計德國製造業的指數由二月的50.2，跌至48.1
，反映製造業由增長再度轉為收縮。服務業的指數亦
由52.8跌至51.8，兩個數據都比預期差。

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愛爾蘭目前正在積極緩解
銀行壓力以拯救金融體系，愛爾蘭央行行長霍諾漢或
將於周四向歐央行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擬推遲償還
銀行業貸款的時間。

愛爾蘭擬延付銀行業貸款
愛爾蘭政府需要在 3 月底前向前 Anglo Irish

Bank支付31億歐元的本票到期款項，隨後後者將利
用這筆錢降低其在愛爾蘭央行的緊急貸款額。愛爾蘭
政 府 三 年 前 以 本 票 形 式 向 Anglo Irish Bank 和

Nationwide Building Society注入了300億歐元的資金
，這筆資金由愛爾蘭央行提供，如果愛爾蘭政府沒有
到期償還這筆款項，愛爾蘭央行將被指控為非法印鈔
。在過去的數月，愛爾蘭政府一直在同國家貸款人進
行談判。商討延期支付問題。

愛爾蘭財長努南（Michael Noonan）在電郵中表
示，正在與歐盟機構進行協商，主要是與歐央行就3
月 31 日到期的 30.6 億歐元的延期問題進行討論。他
同時證實政府正在考慮通過愛爾蘭國債來替換3月底
到期的還款，但他並未給出具體細節。

歐製造業轉差 德法股巿曾跌近2%

德拉吉：歐債最壞時期已過

▲▶愛爾蘭財長努南表
示，正與歐央行就3月
31 日到期的 30.6 億歐
元的延期問題進行討論

▲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德拉吉接受一份報章訪問時
表示，歐債危機最壞的時期已過去，但是風險猶
存

◀美聯儲局主席
伯南克表示，能
源價格上漲將降
低消費者支出，
從而削弱美國經
濟增長

▲日本公布官方數字，海外付運按年跌2.7%，但進口則
升9.3%，超過預期，因而產生329億日圓貿易盈餘

▲穆迪表示，信貸評級最低的美國公司數量，由2009
年3月以來減少三成八

◀▲美國提名熱門人選包括曾經擔
任財長的薩默斯（左）及美國駐聯
合國大使萊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