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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援西萬億
圖挽投資者信心

【本報
訊】綜合法
新社、美聯
社、英國《星期
日獨立報》10 日
消息：歐元區 17
國財長 6 月 9 日視頻連
線討論西班牙 「求援
」 事宜。在經過近 2 個
半小時的激烈討論之後，歐
元集團主席容克發表聲明指
出，歐元區將會向西班牙孱
弱的銀行業提供不超過 1000 億歐
元（約 9702 億港元）的紓困金援。分析人
士認為，歐元區同意向西班牙銀行 「輸血」
，是為了挽救投資者信心，避免 「歐債」 危機蔓延。

位於巴塞羅那市中心的加泰羅尼亞儲蓄銀行總部

路透社

▲

歐元集團主席容克在聲明中說： 「西班牙政府已告知歐元區，該國
近期將向歐元區提出正式救助請求。歐元區願意接受這一請求。救助貸
款金額必須包括銀行業重組所需的資本金以及其他備用資金，總計不超
過 1000 億歐元。」

首相對經濟悲觀

G7 與 IMF 大讚
美、德、法、英、意、日、加 7 國政府（G7）均表示此次援助是歐
元區邁向財政和預算聯合的里程碑。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發表聲明說：
「這對西班牙經濟健全至關重要，且是促成財政聯盟的具體步驟。財政
聯盟對於維持歐元區韌性必不可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 「熱烈」歡迎歐元集團的決
定，並表示，紓困資金的規模符合 IMF 評估，相信能 「充分滿足」西班
牙銀行業者所需資金，而能讓各方重建信心。IMF 稍早公布對西班牙銀
行業者的壓力測試結果，認為西班牙問題銀行至少需要 400 億歐元的外
資援注。
在金融危機初期，靠猛升的房地產價來維持的西班牙經濟繁榮局面
便開始動搖，直至最後崩潰。房價暴瀉；失業率狂升，從 2007 年的
8.3%，升至 2009 年的 18%，再升至現時將近 25%。

西班牙沉疴難起
西班牙不只銀行病情嚴重，整個財政也沉疴難起：去年公共財政赤
字佔經濟產值 8.9%，今年矢言要降到 5.3%，談何容易。
西班牙《經濟日報》社論說，西班牙政府開口請求紓困的話， 「需
要的不是 600 億或 800 億歐元，而是 5000 億」。
分析人士認為，歐元區同意向西班牙銀行 「輸血」，是為了挽救投
資者信心，避免 「歐債」病毒蔓延，特別是希臘大選即將在 17 日舉行
，反緊縮派一旦勝出，歐債危機或出現動盪，如果西班牙再亂陣腳，歐
元區隨時崩潰。如果西班牙的經濟繼續衰退下去，當有一天它必須接受
主權債務救助時，歐債危機就大爆炸了。

▲

西班牙經
濟大臣德金
多斯 9 日在
馬德里的一
個新聞發布
會上就有關
本國銀行業
危機做出闡
述
彭博社

歐料下月啟 ESM 援西
西班牙不想像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那樣，以國家名義接受 「三駕
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和 IMF）的解困計劃，而是希望歐洲相關機構
設法對其銀行業進行直接資金援助。
因為如果以國家名義接受援助，西班牙不得不接受一系列財政緊縮
和經濟改革的條件，這不僅對此後國家經濟增長不利，還會導致民眾不
滿外部力量干涉國家經濟，進而引發社會動盪。希臘就是一個很好的反
面例子。
歐元集團說，資金將來自歐元區的臨時拯救基金 「歐洲金融穩定工
具」
（EFSF）
，或準備於下月啟動的常設機制「
歐洲穩定機制」
（ESM）。
歐盟的消息人士說，大家較傾向透過 ESM 來提供資金。但 ESM 必
須獲得 17 成員國國會批准，貢獻 27%資金的德國是關鍵。若德國國會本
月能夠批准，ESM7 月 1 日就能上路。按照目前的協議規定，救助基金
的資金只能借給政府，而不能直接借給銀行，同時還要對救助基金如何
花銷進行適當的監督，因為銀行業問題是所屬主權國的責任，在 6 月 6
日七國集團（G7）財政首腦就歐元區債務危機召開的緊急電話會議上
，德國仍表示不考慮通過歐元區救助基金直接為西班牙銀行業提供融資
。但由於西班牙是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爆煲的話歐元區將崩潰，德國
料將做出重大讓步，同意給西班牙銀行注資。
（路透社 新浪網）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
10 日舉行新聞發布會
，稱西班牙經濟有可
能繼續衰退
法新社

經濟衰退連累銀行

意憂步西國後塵
【本報訊】據法新社羅馬 10 日消息：正當國際經濟界歡呼歐盟同意
拯救西班牙銀行業之際，羅馬星期日已開始擔心投資者可能會把意大利
當成歐元區下一個脆弱國家來對待。
最暢銷報紙《晚郵報》專欄作家弗德里科．富比尼說，繼希臘、愛
爾蘭、葡萄牙和現在的西班牙接受援助之後， 「意大利已成為唯一必須
要求援助的有困難國家」。
意大利的借債成本比西班牙低─表明投資者對意大利信心較高，
但是意大利借貸成本的走勢，一直與西班牙借債成本走勢亦步亦趨。星
期五基準意大利政府十年債券息率上升至 5.745%，西班牙債券息率則為
6.192%。
意大利銀行也像西班牙銀行一樣，最近數月大量購買政府國內債券
，彌補了外國對政府債券需求減少，但也使銀行自己進一步承受主權債
務危機的壓力。
《晚郵報》說，人們對意大利可能受傳染的擔憂，導致身兼財長的
意大利總理蒙蒂在西班牙援助談判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該報道說：
「蒙蒂竭力游說不要用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緊縮措施來要求西班牙
。」該報在一篇報道的標題中說，西班牙援助協議是 「阻止傳染的一個
舉措」。
但是布魯塞爾歐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格羅斯警告說： 「西
班牙之後，已沒有多少餘地可以幫助意大利了。如果情況惡化，意大利
將會無防禦之力，被迫自己幫助自己。」這位經濟專家在接受《新聞報
》採訪時說： 「暫時意大利尚能撐得住。債券拍賣很順利，基本盈餘很
好，但意大利需要作出更大努力。」
意大利銀行系統適應力較好，自金融危機於 2008 年爆發以來，從未
要求國內或國外援助，另外，一些大銀行則在最近成功地進行了資本重
組。意大利銀行也不像西班牙銀行那樣，被物業市場風險拖累。
但是，自從意大利經濟於去年下半年陷入衰退以來，以及自穆迪上
月調低意大利 26 家銀行（包括兩家大銀行）的評級之後，前景已變得暗
淡。

歐洲四國接受金援
西班牙
人口：4700 萬
GDP：1.1 萬億歐元
負債佔 GDP：68.5%
援助額：400 億至 1000 億歐元
援助理由：房地產泡沫破滅，銀行業
承受 1850 億歐元壞帳。

希臘
人口：1080 萬
GDP：2150 億歐元
負債佔 GDP：165%
援助額：1100 億至 1300 億歐元
援助理由：負債幾令國家破產，貸款利
率愈來愈高。

愛爾蘭
人口：470 萬
GDP：1560 億歐元
負債佔 GDP：108%
援助額：675 億歐元
援助理由：挽救國內銀行業的負擔過於
沉重，財政赤字創下歐洲新
紀錄。

葡萄牙
人口：1080 萬
GDP：1710 億歐元
負債佔 GDP：108%
援助金額：780 億歐元
援助理由：該國在歐洲各國繁盛之時
經濟狀況就已表現不佳，投資人開始
調高對其放貸利息，落得與希臘同樣窘境，
而過高的債務使葡萄牙成為高風險國家。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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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經濟大臣德金多斯在宣布西班牙的援助要求之後說，具體援
助數字仍未確定，因為兩個獨立機構對銀行業的審計評估要等到 6 月 21
日才公布。但他堅稱，該筆援助金將可以全面滿足西班牙銀行的需求，
之後不需要接受進一步援助。德金多斯還竭力強調，不需要附加緊縮措
施作為援助條件。
十幾天前，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才斬釘截鐵說，西班牙銀行儘管情況
險惡，卻不勞外人幫忙： 「西班牙銀行不需要紓困。」他 10 日拒絕稱
歐元區的拯救方案是救助，說它和希臘、意大利和葡萄牙所接受的救助
不同。拉霍伊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我很滿意。我認為我們採取了非常
果斷的一步。沒有人向我施壓。我也不曉得自己應不應該這麼說，但為
了信用額而施壓的那個人就是我。」但拉霍伊同時表示，西班牙有可能
面對 3 年內第 2 次經濟衰退，失業率甚至超越現時接近 25%的水平，繼
續上升。

▲示威者 9 日在馬德里市中心廣場集會時，高舉 「他們救銀行卻驅
逐人民」 的標語
路透社

英責歐元區拖累復蘇
【本報訊】據新華社、中新社倫敦 10 日消息：英國財政大臣歐思
邦 10 日在《星期日電訊報》發表的文章中，發出措辭強硬的警告稱：
歐元區危機將會扼殺英國經濟復蘇的希望。
歐思邦指責歐元區領導人在處理危機時治標不治本。他認為，歐洲
領導人正在面臨一個 「關鍵時刻」，未來幾個月將決定今後十年甚至更
長遠的歐洲經濟前景。他稱，英國經濟復蘇已因高油價和巨額債務而面
臨強大的阻力，現在又將因家門口的危機而被扼殺。
英國廣播公司對歐思邦的這番言論評價說，雖然他此前也曾對歐元
區危機的影響發表負面評論，卻從來沒有措辭如此尖銳，也從沒有對英
國所面臨的衝擊做出如此悲觀的評論。
此前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曾表示，歐元區處於 「四分五裂」，而
英國不可能 「毫髮無損」。默文．金證實，英國央行已經在做歐元解體
的應急計劃。與此同時，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另一個場合警告，歐元區國
家領導人必須快速行動以解決債務危機，否則將面臨解體的潛在結局。
英國經濟在去年第四季度及今年第一季度，均出現 0.3%的負增長，
表明英國經濟已進入衰退期。反對黨工黨認為，歐思邦此言不過是在為
政府促進經濟增長失敗而尋找一個 「
絕望的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