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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足四年前，冰島的銀行體系受金融海嘯的衝擊而崩
潰，使該國陷入歷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時至今日，冰島的
金融狀況已改善不少，地產事業發展再度熾熱起來，大有可
能再度催谷起另一個泡沫。

雷克雅維克國家註冊處的估計，冰島的新樓價在上季再
次升至歷史新高，更是自從 2010 年最後一季以來，至今共
大升了四成，而根據中央銀行在本季末的資料顯示，自從冰
島樓市在2009年見底以來，樓價平均已上漲了逾一成一。

禁止離岸資金流出國外
在 2008 年實施的貨幣管制，和同期實施以防止資金大

舉流出的措施，令該國資金得以繼續保留，並且在近年已轉
移至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處，令市場開始有過熱的跡象，房屋
貸款亦不斷增加。當地 Arion Bank 的經濟師 Thorbjorn
Sveinsson 表示，離岸投資者有接近 80 億冰島克朗不能移走
，而隨着當地政府暗示資金將會一直禁止流出國外，直至最
少 2015 年，資金唯有大舉流入所餘無幾的長期投資類別，
即房地產業務。

雷克雅維克經濟師 Asgeir Jonsson 表示，假如情況繼續
發展下去而不受阻止，冰島的房地產將於未來兩年內最快形
成泡沫。

冰島的銀行因為在2008年拖欠850億歐元的欠款，而令
經濟一直至 2010 年上半年均陷入衰退，但該國的經濟增長
現已超越了歐美，在今年將會取得 3%，2013 年則會錄得
3.9%。反觀歐元區十七國，今年料將收縮 0.3%，明年才可
以回復1%的增長。

臉譜股價或再多跌兩成冰島樓巿再起泡沫

澳洲4月零售銷售出乎意料下跌，澳洲統計局周
三公布，4 月零售銷售跌 0.2%至 212 億澳元（約
1614.6 億港元），而 3 月份經修訂後為升 1.1%。4 月
份零售銷售的跌幅是 10 個月來首見。市場在數據公
布前的預測為升 0.2%。期內，澳洲百貨商店開支跌
1%，消費者購買家庭用品減少 0.9%，而餐飲開支則
有0.4%升幅。

上季澳洲的物價增長減慢，食品及非酒精類飲品
跌 2.1%，市場普遍揣測澳洲央行再度減息機會隨之
上升。穆迪分析員指出，周三公布的數據反映消費者
態度仍然審慎，雖然澳洲央行減息及可能進一步擴大

寬鬆措施，不過消費者對經濟前景不樂觀。
澳洲央行正在致力推動當地房屋市場，因為澳洲

房屋價格已經連跌5個季度。市場估計澳洲央行在6
月5日的議息會議時，可能至少減息四分一厘，利率
降至3.5厘。利率掉期市場交易員估計，有三成八機
會減息半厘。澳元兌美元周三曾經報97.85美仙。澳
洲3年期債息一度跌至2.313%，10年期債息一度跌至
3.102%。澳洲央行預測2012年經濟平均增長3%，相
對 2 月預測 3.5%升幅為低，年初至 12 月的消費物價
將升2.5%，同樣低於初估的3%。

澳零售銷售1614億跌0.2%

社交網站臉譜（Facebook）上市後股價瀉不
停，市場分析員甚至估計臉譜的股價將再會跌多
二成，跌至與其他科技股同業的市值差不多。臉
譜市值為791億美元，根據彭博資料，以2014年
預計盈利 26.9 億美元計，市盈率為 29.5 倍。交
易員預計，臉譜股價可能跌至每股23.07美元，
與其他在納斯達克市場掛牌科技股的市盈率相
若。

臉譜掛牌上市後，由於投資者不看好其業務
前景，紛紛沽售臉譜股票。與此同時，有股東提
出指控稱臉譜每股 38 美元的招股價過高。分析
指出，臉譜 IPO 以上限定價，通常這類股份一
旦失去優勢，多數會先跌後回穩。臉譜股價周二
首度跌穿每股30美元，跌至每股28.84美元。

在周三德國法蘭克福市場，臉譜股價早段一
度跌2.1%至每股28.41美元。臉譜月初時表示，
廣告業務增長與每天客戶升幅不配合，在4月時
公司首季盈利跌12%，主要受到銷售增長放緩及
市場成本升逾一倍所影響。

但對臉譜股價表現樂觀的投資者，則認為市
場對社交媒體股票需求不會減弱，加上獲利增長
快過分析員所料，好友相信臉譜是間業務快速增

長的公司。

朱克伯格跌出首富40大排名
由於臉譜股價持續下滑，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朱克伯格現已跌出全球 40 大首富排名榜。隨着
臉譜的股價進一步跌9.6%至每股28.84美元，現
年28歲的朱克伯格的身家，亦由5月25日的162
億美元，縮減至147億美元。臉譜掛牌上市至今
，累積跌幅達到 24%，創下了過去 10 年中大型
IPO最差表現紀錄。分析員表示，很明顯臉譜售
股規模過大，招股價過高，投資者都以短炒為主
，不想長線持有。

此外，有關臉譜收購 Instagram 的交易有新
發展，臉譜表示已收到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的第二次詢問，要求提供有關交易資料
，讓其有更多的時間對這宗交易進行審核。臉譜
4月份以3億美元現金，再加2300萬股公司普通
股份，收購 Instagram 這家照片共享網站。消息
宣布時，這宗交易價值 10 億美元，並預期交易
在年底前完成。不過 FTC 和司法部反壟斷部門
，都有權審核大型併購案，確保擬議中的交易不
會損害競爭。

由於擔心希臘脫離歐元區，導致歐
元區 5 月經濟信心跌至 2 年半低位。歐
盟周三公布，反映歐元 17 國的企業及
消費信心指數跌至 90.6，4 月經修訂為
92.9。最新公布的經濟信心數字是2009
年 10 月以來最低，同時低於經濟員預
測的91.9。

歐洲經濟衰退有惡化跡象，希臘5
月6日選舉後未能籌組新政府，西班牙
銀行爆發危機，花旗等經濟員預測希臘
2013 年將會脫歐。而歐元區製造業及
服務產出衰退較預期為大，分析員表示
，希臘快將舉行新一輪選舉，西班牙銀
行業爆發危機，令到消費者及企業均不

看好經濟前景，預計第二季度歐元區經
濟將會持續疲弱，甚至有下調風險。數
據公布後，歐元兌美元報1.2438。

此外，同日公布的歐洲製造業信心
指數跌至負11.3，此為2010年2月以來
最低。4月份為負9。

分析指出，希臘本月大選後，反對
緊縮政策的支持者上升，投資者信心則
持續下滑。

根據希臘 GPO 民調結果顯示，
77%受訪希臘國民認為需要修改緊縮措
施，逾半受訪者稱如果被迫接受現有的
緊縮措施，希臘也應該留在歐元區。希
臘預定6月17日進行新一輪選舉。

歐信心指數見兩年低位

歐央行昨日表示，西班牙政府沒有與
歐央行討論任何有關其銀行業重組的事項
。此前有報章引述歐盟官員表示，歐央行
否決了西班牙政府利用政府債券對Bankia
銀行進行資本重組的提案。儘管政府嘗試
令投資者相信，有能力處理銀行業高達
1800 億美元的不良貸款，但西班牙政府
的借款成本依然居高不下，昨日西班牙
10年期國債孳息率再次升穿6.5厘水位，
CDS亦再升至新高，見583點。

西班牙CDS再創新高
歐央行昨日表示，西班牙並沒有就

Bankia銀行重組事宜諮詢歐央行，這也與
此前媒體報道的不符。歐央行隨時準備就
有關銀行重組的計劃提供建議。

西班牙政府此前的提議是直接向
Bankia銀行的母公司注資190億歐元，協
助該行進行資本重組，而Bankia銀行可以
將這筆資金拿到歐央行，並通過歐央行的
三個月再融資窗口置換現金，從而繞過在
資本市場融資。

不過一位歐盟官員對此表示，歐央行
已經告知西班牙，救助Bankia銀行需要通
過恰當的資本注入方式，西班牙政府的計
劃可能違反歐盟有關貨幣融資或者中央銀
行融資的規定。

目前西班牙國內的救助基金僅剩 90
億歐元可用，儘管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債券
的形式增資，但近期的國債拍賣顯示，西
班牙國債的借款成本不斷上揚，需求量亦
持續萎縮。因此，政府官員不得不考慮利
用非常規手段來為Bankia救助方案融資。

一些分析師表示，政府的非常規手段
削弱了市場對於該國抗擊危機能力的信心
。比利時聯合銀行（KBC）分析師指出
，儘管救助方案的細節未知，但不可靠的
救助計劃無法提振市場信心。

不過，西班牙政府官員稱，尚未正式
向歐央行提出這一想法。西班牙經濟部長
金多斯昨日接受訪問時表示，政府未就任
何與Bankia銀行有關的計劃與歐央行進行
磋商，歐央行也沒有否定任何救助方案。

儘管西班牙國債目前滿足歐央行要求
的最低評級要求，令他們可以充當獲得歐
央行貸款的抵押品，但歐央行卻擔憂這些
抵押品可能產生的槓桿作用。根據歐央行
規定，即使抵押品符合評級要求，歐央行
仍有權利拒絕接受該抵押品，只要歐央行
是出於保護其資產負債表為目的。

歐央行的此番否決也顯示，解決西班牙銀行業危機的
唯一出路就是令該國的借款成本回歸至可接受的水平，只
有這樣歐央行才可能如西班牙所願在Bankia資本重組計劃
上充當最後貸款人的角色。然而，隨着銀行業危機持續擴
散，該國融資成本逐步逼近7厘的警戒水位，昨日，10年
期西班牙國債孳息率再次升穿6.5厘水位，報6.55厘。

此外，由於在Bankia救助計劃上陷入困境，西班牙央
行昨日發表聲明稱，該行行長奧德內茲將於 6 月 10 日辭
職，比原計劃提前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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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昨日發表年度報告，內容提出解決目前歐洲困局的多
項建議，包括呼籲直接通過歐元區永久性救助基金向處於困境中的
歐元區銀行注資，並要求歐元區應該向銀行聯盟邁進，以及考慮發
行歐元債券。另外，歐盟官員其後表示願意考慮延長西班牙財政達
標的期限。

本報記者 王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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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昨日在年度經濟推介（Annual Economic Recommendation）中表
示，在監管制度和監管實踐方面、跨領域危機管理方面以及債務分擔方面
，如果歐元區國家間能夠通過更緊密的一體化進程向銀行聯盟邁進，對歐洲
經濟和貨幣聯盟來講將是一個重要的補充。

巴羅佐：將提非常激進措施
歐盟主席巴羅佐其後在記者會上表示，歐洲各國應向銀行聯盟邁進

，以及建立一個單一監管機構和共同的銀行存款保險計劃。為了要令歐
元區經濟實現全面的一體化，歐盟將會提出非常激進的措施。同時，他
又提及到發行歐元區共同債券的建議，並表示這個建議其實正在研究中
。

為了在銀行和主權國家間建立更好的橋樑，報告又建議，通過歐洲
穩定機制（ESM）直接向處於危機中的銀行注資也是可以預見的。據悉
，作為歐元區的永久性救助基金，ESM將於7月起正式生效，一般來講
，該基金不能直接向銀行注資，其一般注資對象為主權國家政府。

針對西班牙近期進行的財政和改革方案，歐盟指出，西班牙政府最
近採取的改革舉措加快了銀行業重組的腳步，這種勢頭應該延續下去。
不過，保證金融行業的穩定性依然面臨挑戰，考慮到銀行業融資壓力風
險，有必要亟需加強銀行的資本基礎。

歐盟還稱，在經歷了為期兩年的歐債危機以及對於希臘、葡萄牙和
愛爾蘭等國3860億歐元的貸款救助後，市場的緊張狀況依然沒有得到
緩解，投資者信心依然很脆弱。不過，歐洲聯盟經濟和貨幣事務專員雷
恩其後表示，歐盟可能會考慮延長西班牙財政預算達標的期限，只要西
班牙證實真的有能力控制過度的開支，並提交到一份2013至2014年的
穩健財政預算，便會考慮延長其規定達標的時期一年，至2014年。

美股早段跌160點
同時，市場對於西班牙銀行業擔憂加劇，加上意大利國債拍賣結果

不佳，歐洲股市昨日初段大跌，三大股指跌幅均超過1%，歐元亦跌至
兩年來低位，美股早段亦最多跌160點，低見12420點。

反映歐股整體表現的斯托克歐洲 600 指數昨日早段下跌 1.2%至
241.45點，因市場對於希臘離開歐元區的恐慌日益升溫，該指數自今年
3月16日以來的高位已經累計下跌11%。此前有報道指，歐央行否決了
西班牙政府有關Bankia銀行的資本重組方案，Bankia銀行股價早段暴跌
16%至每股0.95歐元，本月已經累計下跌57%。

受累於市場對於歐元區的憂慮加劇，歐元亦承壓下行，昨日早段下
跌0.4%至1.2451美元，創2010年7月1日以來的新低，歐元兌日圓亦下
跌 1.1%至 98.29 日圓，連續第七日下跌；美元指數則漲至 82.75 點，創
2010年9月以來新高。

美十年期債息創新低
同時，西班牙銀行的重組資本問題亦令資金大幅流入債市避險，美

國十年期國債孳息率曾跌至1.64厘，大跌10個基點。在截至5月18日
的過去九周內，美國十年期債息均呈下跌，創下自從1998年來最長的
跌浪。同時，美國三十年期國債孳息亦曾大跌11個基點，低見2.74厘
，為自從去年10月以來最低，至於7年期的國庫票據孳息率亦跌至歷史
新低，最低見1.078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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