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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推310億刺激經濟方案

美股早段挫164點

意見相左歐峰會料食白果
備受市場關注的歐盟峰會於昨日拉開

帷幕，儘管市場人士都將此次峰會視為拯
救歐元區的最後一次機會，但德國政府官
員指，此次峰會達成具體決定的可能性甚
微，原因之一是與會的法、意、西班牙領
袖與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意見仍是南轅北轍
，令歐元區前景蒙上一層陰影。受上述因
素拖累，加上德國失業人口上升比預期多
，歐元跌至三周來低位，歐股三大主要指
數跌幅均曾超過1%，美國股市早段亦曾跌
164點，最低見1246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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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電報道，希臘新總理薩瑪拉斯（見圖）周四將要
求歐盟領袖，對希臘經濟衰退的犧性作出 「回報」，並
尋求修改對希臘第二輪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條款
。當地傳媒報道，薩瑪拉斯接受眼部手術後現正恢復，
他將會缺席歐盟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峰會，並由總統帕普
利亞斯代表他向歐盟呈交一封信件，而信件內容未有公
開。不過根據政府消息，希臘內部對最新的援助方案意
見分歧，認為這將令到希臘經濟陷入更深的衰退之中。
薩瑪拉斯在 6 月 17 日的選舉後籌組三黨聯盟政府，並且
爭取向歐盟重新談判希臘的援助方案，轉為注重刺激經
濟增長，克服五年的經濟衰退。希臘政府稱計劃凍結部

分改革，例如降低減薪幅
度，更具彈性的裁員法例
等。外電報道稱，歐盟領
袖將會討論經濟增長及就
業，目的為紓解高失業率
及經濟下調狀況。各政府
將會討論創立一個銀行聯
盟計劃，以及集中控制財
政預算的計劃。不過，外
界料峰會將只會達成一個
意向路線圖，最後決定留
待年底的峰會。

面對全球經濟下滑情況，巴西周三宣
布40億美元（折合約310億港元）設備購
買刺激方案，推動經濟增長。

巴西總統羅賽芙表示，刺激方案目的
為動用巴西政府的購買力量，維持及加速
經濟增長。較早前，巴西財長曼特加表示
，政府計劃動用40億美元購買貨品及設備
，振興疲弱的經濟，刺激方案主要針對今
年下半年經濟情況而設。

他表示，政府將會購買包括8570架學
校巴士，8000架貨車及農業設備，提供給
軍方應付該國的旱災問題。

巴西總統羅賽芙提到歐元區嚴重的債
務危機時，她承諾政府將會採取必要措施
，保障生產及就業，又稱政府擁有對危機
的機制，將會在沒有限制之下使用這些機
制應對。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經濟體，2011年經

濟增長跌至2.7%，對上一年經濟增長高達
7.5%，由於經濟增長大幅倒退，巴西決定
採取措施降低投資成本，創造新企業活
動。

2011 年 8 月，巴西推出稅務優惠支持
本土工業，特別對汽車以及國防工業，然
後在 4 月，推出措施協助出口商，同時透
過為學校購買電腦及增加寬頻網絡，支持
資訊科技工業。

8間金融機構評級遭下調
另外，穆迪宣布，下調包括巴西銀行

（Banco do Brasil）在內的巴西8間金融機
構信用評級，在此之前，穆迪對該國評級
高於主權評級的銀行，進行一次全球範圍
的評估。穆迪表示，已經調低巴西實力評
級，或銀行基本信用評估，降幅在 1 至 3
級不等。

希臘尋求修改援助條款

傳媒大亨梅鐸的新聞集團分拆業務事宜有
新發展，新聞集團宣布，計劃把出版資產由娛
樂業務中分拆出來，根據其聲明，出版業務包
括美國、英國及澳洲的報章，以及圖書、教育
及市場資產。而娛樂及媒體公司包括電影和電
視的資產。

梅鐸任兩公司主席兼媒體CEO
梅鐸將成為分拆後兩間公司的主席，兼任

媒體業務的行政總裁。新聞集團同時持有霍士
電影、廣播網絡及有線電視頻道。分析指出，
梅鐸的業務分拆決定極具意義，對整個集團前
景有重大影響。在消息公布前，《華爾街日報
》率先報道新聞集團的董事局已經一致通過把
集團業務一分為二的計劃，賺錢能力較強的娛

樂業務與出版業務分拆。據報道稱，集團董事
局周三晚開會後作出這個決定，會議只是持續
約一個半小時，集團主席梅鐸在會上曾經發表
講話，財務顧問向董事局作出財務報告。

料集團市值至少700億美元
由於投資者對新聞集團分拆業務的消息表

示歡迎，刺激股價自周二傳出分拆消息以來跳
升11%。一直以來，新聞集團出版業務的盈利
表現，相對電視、電影等娛樂業務較低，同時
面對來自網上新聞的劇烈競爭。美國報章廣告
業協會估計，過去五年以來，業界報章廣告大
跌約五成。雖然《華爾街日報》的付費用戶增
長，但分拆後的出版業務仍要面對嚴峻挑戰。

分析指出，在沒有更大削減成本的行動之

下，報章廣告持續下滑，估計分拆後的新出版
業務，將不會有盈利大幅增長的情況發生，可
能連目前 7%的微利都會消失。相比之下，分
拆後的娛樂業，利潤料會提升，預期將來的娛
樂公司市值將會超越目前新聞集團的市值。報
道同時引述消息人士稱，新聞集團分拆後不再
受到電話竊聽醜聞拖累，這對娛樂公司進行收
購活動時更為有利。市場估計，目前新聞集團
市值541億美元，分拆業務後，該集團市值料
升至介乎700億美元至770億美元之間。近年
以來，新聞集團七成年度盈利來自電視頻道業
務，而在 2011 年包括《華爾街日報》等出版
業務營運收入約 18%。2008 年至 2011 年，娛
樂業務利潤增長13%，但期間有線電視部門的
營業收入增長一倍以上至27.6億美元。

新聞集團：出版娛樂將分家

▲根據聲明，新聞集團出版業務包括美國、英國
及澳洲的報章，以及圖書、教育及市場資產；娛
樂及媒體公司包括電影、電視資產

英國首相卡梅倫（見圖）目前處在一個左右為難的
局面中，一方面來自國內的要求英國退出歐盟的聲音愈
來愈大，但另一方面，歐元區領導人在召開峰會的前夕
，卻呼籲成員國建立更為緊密的政治同盟。

卡梅倫曾經表示英國最好脫離歐盟，但隨着其領導
的保守黨議員，要求對於英國是否繼續作為歐盟成員國
進行全民公投的呼聲越來越高，卡梅倫正在試圖平息這
種聲音。

為了徹底解決沒完沒了的歐債危機，歐元區17國渴
望邁向緊密政治和財政聯盟的意願日漸強烈，從某種程
度上講，這也令英國逐漸被孤立，因此對於英國是否留
在歐盟所進行公投的壓力逐漸增加。

利物浦希望大學政治學教授瓊斯（Bill Jones）指出，
卡梅倫為此感到困惑，因為他希望讓英國留在歐洲，但
是他旗下的保守黨議員有40%的人都希望英國離開歐盟。

歐盟領導人於昨日在布魯塞爾舉行歐盟第19次峰會
，峰會將圍繞普遍的銀行監管、存款擔保以及發行聯合
債券等議題進行討論。卡梅倫表示，歐元區國家需要推
進財政和銀行同盟，以便拯救歐元區，但卡梅倫同時重
申，英國將不會參與對
於高負債國家的救助方
案。

對於此次峰會，卡
梅倫指出，這次峰會非
常重要。為了安撫市場
，歐元區國家需要在短
期內付出更多，但同時
歐元區國家還需要採取
中長期舉措來令歐元區
的存在變得有意義。歐
元區國家將分享更多的
權力，而這些與英國無
關。

據紐約時報報道稱，摩根大通信貸衍生工具交易損失
可能接近 90 億美元（折合約 698 億港元），遠遠超過此
前的預期。受此影響，該行股票在歐洲交易時段重挫6%。

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Jamie Dimon）在今年 5 月
宣布，由於該行位於倫敦的首席投資部門押注信貸衍生品
的交易出現失誤，該行出現20 億美元的交易虧損，戴蒙
當時預計，在未來的季度裡交易虧損可能進一步擴大 10
億美元。

紐約時報還報道稱，隨着摩根大通在最近幾周降低頭
寸，虧損進一步擴大。據悉該行已經退出了超過一半的交
易 。 意 大 利 金 融 信 貸 銀 行 駐 倫 敦 分 析 師 惠 勒
（Christopher Wheeler）表示，最終的虧損將會由包括債
務估值調整收益以及出售庫存股收益在內的會計項目補償
，不過，虧損的數額越大，降低虧損帶來的影響難度就越
大。

戴蒙本月曾經向決策者們透露，摩根大通在今年7月
13 日發布第二季度財報時，將實現盈利。儘管公司上月
披露該事件時，交易損失已經攀升至20 億美元，但當時
首席投資部門的淨虧損為8億美元。戴蒙還表示，摩根大
通首席投資部門在其他的交易資產組合中實現了80 億美
元的收益，摩根大通將其中的10 億美元用來填補因投資
於信貸衍生工具而導致的交易損失。

卡梅倫左右為難

摩通衍生交易或虧700億

德國六月份失業人口再度增加，在六月份增加了
7000 人，至 288 萬人，並已連續四個月上升，反映出
受歐債危機拖累下，德國企業招聘員工的意向下降。

位於紐倫堡的德國聯邦勞工局昨日透露，六月份
經季調後的官方失業人數上升 7000 人，至 288 萬人，
並較市場預期的增加3000人為差。至於五月份失業人
數經過修訂後亦增加了1000人。而失業率在上月經過
修訂後，在六月份經季調後，維持在6.8%的水平。有
經濟學家表示，儘管德國的訂單數與出口額並未縮減
，但歐元區經濟環境惡化已經對勞工市場造成消極影

響，致使最近一段時期德國公司不敢僱用工人。
此次德國失業人數上升，表明歐元區17國的金融

危機正在惡化，已從歐元區周邊國家，例如希臘和愛
爾蘭等，蔓延至核心成員國西班牙與意大利。德國總
理默克爾已於昨日在布魯塞爾同其他歐盟領導人召開
歐盟峰會，商討應對債務危機的方案。

德國勞工部昨日發布的聲明稱，用於衡量公司招
聘需求的BA-X指標在六月份降低6點，至165點。這
也是德國自二○○九年一月份以來最大的跌幅。

德失業人數連續四月上升

期兩天的歐盟峰會於本周四和周五在布魯塞
爾召開，此次峰會為2010年以來歐盟領導人
舉行的第19次峰會，許多市場人士亦將此次
峰會視為拯救歐元區的最後機會。國際金融

協會（IFF）主席達拉拉（Charles Dallara）將此次峰
會描述為歐盟成立60年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議，他在
接受德國時代報刊訪問時表示，這是重新贏得長期投
資者信任和信心的重要機會，不過恐怕投資者只會在
意，會議是否出台實質性的解決舉措。

據德國政府消息人士昨日透露，不應該對歐盟峰
會寄望過高，峰會取得重大成果的可能性不大，制定
詳細的改革措施需要時間。而德國總理默克爾一直以
來對於發行歐元債券態度強硬，令本次峰會埋下陰霾。

1.3萬億刺激方案料成行
在解決歐債危機的短期舉措中，預計本次歐盟峰

會將就法國推行的 1300 億歐元（折合約 1.3 萬億港元
）一籃子經濟刺激計劃達成協議。長期來講，歐盟領
導人們將被要求簽署旨在邁向更緊密的經濟和貨幣聯
盟的路線圖，這也被視為邁向銀行聯盟的第一步。

周三晚間，為了緩和法德兩國就危機應對措施的

分歧，默克爾同奧朗德舉行會晤，雙方均表示必須找
到深化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途徑，默克爾還勉強同意了
奧朗德所提議的1300億歐元刺激增長計劃。不過，對
於由奧朗德和意大利總理蒙蒂提議的，運用歐元區救
助基金直接注資西班牙銀行業以及購買高債務國家國
債的觀點，默克爾仍然明確表示反對。她的意見明顯
不會得到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所認同，後者在周三曾警
告，西班牙目前的財政壓力愈來愈大，該國政府無法
獨自承受借貸成本高至七厘。

受上述因素打壓，歐股早段高開低走，衡量歐股

整體表現的斯托克歐洲 600 指數下跌 1%至 243 點；歐
元亦下跌0.3%至1.2408美元，創今年6月4日以來新低
；而10年期西班牙國債孳息率亦重新回到7厘上方，
上漲8基點至7.01厘。

與此同時，意大利於昨日拍賣54億歐元的5年期
和10年期國債，中標孳息率雙雙創6個月來高位，再
次令歐元區前景黯淡。其中，10 年期國債孳息率由 5
月底拍賣時的6.03厘攀升至6.19厘，5年期國債孳息率
亦由5.66厘提高至5.84厘。

◀巴西宣布，
刺激方案目的
為動用巴西政
府的購買力量
，維持及加速
經濟增長

德國官員稱，不應該
對歐盟峰會寄望過高
，制定詳細的改革措
施需要時間

▲德國六月份失業人口增加▲德國六月份失業人口增加70007000人至人至288288萬人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