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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銀涉操縱Libor被調查
結果或月中出爐

據英國《獨立報》報道稱，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操縱醜聞
正在逐步升級。除了英國監管機構將對巴克萊銀行展開刑事調查外，德國
監管機構亦將開始調查德意志銀行。而隨着越來越多的銀行捲入醜聞調查
事件，巴克萊銀行操縱Libor的違規行為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本報記者 王習

生態秀水生態秀水宜人峽山宜人峽山
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

山東濰坊市峽山生態經濟發展區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運行，面積
491 平方公里，區內擁有山東省最大的水庫—峽山湖，面積 144 平方
公里。下轄 4 個街道，277 個行政村，23 萬人。森林覆蓋率達到 38%。
2011年2月創建為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目前，正在申報 「全國有機
產品認證示範區」，有望成為全省第一個、全國第十二個 「全國有機產
品認證示範區」。

峽山文化底蘊深厚，是經學大師鄭玄出生地、理學大師朱熹講學地
，濰水之戰古戰場等古蹟眾多，劉伯溫峽山隱居等傳說流傳甚廣。峽山
湖碧波萬頃，是國家級水利風景區；5萬畝生態濕地保護良好，峽山湖
濕地公園被列入國家濕地公園試點；森林覆蓋率高，享有 「半島綠肺」
的美譽，具備了發展生態旅遊業的良好條件和廣闊空間。

峽山區按照市委、市政府決策部署，確定了 「生態安全、發展富民
、科學務實，艱苦創業」的發展理念，以全力打造全國有示範意義的和
諧富庶庫區、全國有影響的有機農業示範區、山東半島有吸引力的健康
休閒養生區、名副其實的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為目標定位，緊緊圍繞
「四個濰坊」建設，全力打造 「生態秀水 宜人峽山」，奮力推進安全

發展、科學發展、跨越發展，不斷夯實基層基礎、勇於改革創新、強化
社會管理，全力抓投入、抓項目、抓環境，努力實現了水資源保護開發
利用、有機農業、健康休閒養生和文化旅遊業、主城區建設、高端製造
業、惠民工程六個新突破，努力實現 「一年見成效，三年大變化，五年
新跨越」的既定目標，並取得了成效，實現了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

今年上半年，峽山區三次產業發展勢頭良好，23.7萬畝小麥喜獲豐
收，落實有機農業種養面積12320畝，工業實現穩定增長，服務業實現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1%。

大力推動有機農業
峽山區最大的特點是生態，最有代表性的產業是有機農業。依託生

態資源優勢，峽山圍繞打造 「全國有影響的有機農業示範區」，大力推
動高端、高質、高效農業發展。

在峽山，所有進行有機認證的基地，必須採取公司化運營、規模化
生產的方式進行生產，基地必須設立高檔圍欄，並栽植隔離帶。生產基
地從選擇種植地塊開始把關，聘請有機食品認證機構對基地的土壤、水
、空氣等元素按國家標準從嚴檢測。有機農產品生產基地統一購買正規
公司生產的種子、有機肥，生產基地全封閉，實行統一管理，統一收穫
，統一包裝。實行標準化農資投入管理，嚴格控制農資購買和使用；建
立完整的生產檔案記錄，確保可追溯性；每個品種上市前都必須作定量
檢測，每天的產品進入市場前都必須有本批次的檢測報告，同時定期將
產品送到權威機構檢測，進行197項農殘和重金屬檢測；嚴格填寫蔬菜
採收、加工、銷售記錄，規範採收和出貨；所有銷售產品都必須採用二
維碼防偽，同時記錄到計算機系統，不管蔬菜進入哪個城市哪家超市，
貼在包裝盒上的二維碼都可以從網站上查處來自哪個基地哪個地塊，負
責人是誰，便於追蹤處理，對消費者負責。

截至目前，峽山區已發展有機農業面積100畝，轉換期有機農業面
積4700畝；新發展有機農業種養項目21個，面積11620畝；認證有機農
產品8個、轉換期有機農產品16個、有機肥產品3個；已經申報轉換期
有機認證，並通過相關檢測產品11個；正準備申報轉換期有機認證產品
12個。產品涉及有機菜、有機糧、有機果、有機豬等多個領域，為國家
有機產品認證示範區申報打下堅實基礎。

第十一屆全運會指定蔬菜─ 「仙峽湖」牌系列有機蔬菜，今年2
月份與中南海中央警衛局後勤總隊、解放軍二炮招待所等單位簽訂銷售
協議，8種有機蔬菜成為常年供應品種； 「華泰合」牌有機豬肉在濟南
、威海等地設立專櫃，賣出了每公斤120元的價格仍供不應求。

上半年峽山區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1.53 億元，同比增長
21.9%。新引進招商項目30個，計劃總投資59.4億元，已開工建設
項目24個，到位資金2.4億元；重點項目建設穩步推進，總投資80
億元的22個城建項目、總投資36億元的8個工業項目加緊建設，
總投資129億元的5個健康休閒養生和文化旅遊業項目近期開工建
設。社會民生逐步改善。上半年峽山區財政對社會事業投入達到
1.23億元，同步增長23%。實現了村村內部通硬化路，惠及群眾6.5
萬人。濰坊實驗中學、區人民醫院、峽山中學、自來水廠等公益項
目加快推進，年內全部投入運營。

▼綜合商住區規劃圖▼綜合商住區規劃圖

▼魅力峽山湖▼魅力峽山湖

責任編輯：王文嫻

據匿名人士透露，德國的監管機構聯邦
金融監管局（BaFin）已經對德銀展開特別
調查，層級高於由第三方發起的例行調查，
預計調查結果有望在7月中旬出爐。此外，
英國重大弊案調查辦公室也在同一日宣布，
決定受理調查倫敦銀行同業拆息案。

儘管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並未
公布哪一家銀行的倫敦分行正在接受調查，
但是德國聯邦金融監管局的調查活動已經顯
示這是一起協同調查案件。BaFin周五拒絕
評論是否調查德意志銀行，但其指出，正檢
查涉嫌操縱 Libor 的銀行，該機構還稱，如
果有必要將運用全部監管工具。而德銀未予
置評，只在其季度報告中披露，該行已經接
到美國和歐洲監管機構及政府部門，與利率
操縱調查相關的傳票和問詢。

與此同時，在歐洲大陸，負責測算歐洲
銀行同業拆借利率（Euribor）的機構將於
今日召開緊急會議討論Libor操縱醜聞。

十餘家大行正遭調查
對於德意志銀行的調查結果還不得而知

，不過隨着陸陸續續有更多的銀行捲入同業
拆息醜聞的同時，可以令巴克萊銀行緊張的
情緒得以緩解。目前有十餘家大型銀行涉嫌
操縱 Libor 而遭到監管機構調查，美國花旗

銀行和摩根大通都已經表示，正在對此案展
開調查的監管機構已經要求他們提供相關信
息。不過時至今日只有巴克萊銀行承認犯錯
，並於上周宣布就操縱 Libor 一事與美國和
英國的監管者達成協議，同意支付總額為
2.9 億英鎊（折合約 34.8 億港元）的罰金。
巴克萊銀行董事長阿吉斯（Marcus Agius）
、行政總裁戴蒙德（Bob Diamon）以及首
席運營官密斯耶（Jerry del Missier）上周皆
因醜聞辭職。

作為監管機構，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以及美
國司法部在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巴克萊只
是接受調查的銀行中的一家，還有其他大約
20家銀行正在同監管機構展開合作。

巴克萊34.8億罰金或為最少
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執法和金融犯罪部

門代理主管麥克德莫特（Tracey McDermott
）表示，在利率操縱問題上，針對其他銀行
的跨邊界調查進程也正在同步展開，巴克萊
事件顯示犯同樣錯誤的銀行亦將受到嚴厲的
懲罰。有分析指，麥克德莫特的表態暗示，
在調查全部完成之後，相比於其他銀行，
對於巴克萊銀行的懲罰金額可能算非常少
的。

韓國財政部周日宣布，評級機構惠譽的分析員
將於7月10至12日訪問當地，進行年度檢討，並將
會與韓國的央行及政府官員見面。惠譽將會集中關
注韓國的家庭債務，以及銀行業財政狀況，評估歐
債危機對韓國經濟和地緣政府所產生的影響。惠譽
2011年11月7日維持韓國長期外匯發行違約評級，
由穩定修定為正面，重申其 A+評級不變。惠譽亞
太區主權部主管表示，韓國的主權信貸正在轉強，

不過2012年面對沉重內部債務再融資，全球經濟及
金融環境波動對韓國這個以出口為主的經濟體構成
風險，如果能夠成功抵禦今年這些挑戰，將有助評
級提升。

事實上，新興市場國家亦面對信貸危機。據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國際結算銀行（BIS）在
不久前發布的年度報告中警告，信貸規模快速增長
通常是金融危機的先兆。巴西、中國、土耳其及印

度的家庭和企業償債成本，現已達到上世紀九十年
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水平。與此同時
，各國央行2008年以來普遍採用的寬鬆貨幣政策，
未能推動發達經濟體形成可持續的增長，反而進一
步導致以出口為主導的新興經濟體信心受挫。而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今年新興市場國家
的 GDP 升速將由上年的 6.3%放緩至 5.7%，雖然遠
高於發達國家1.4%的預期升幅，但仍顯著低於危機
前 8%的 GDP 增長。分析指出，當新興市場國家處
於信貸高速擴張期時，信貸濫用、過度借貸等典型
問題是難以避免的，不過這與希臘的系統性問題不
同，這只是個周期性問題。

美國本周將公布貿易赤字等經濟數據，但
經濟員料隨着油價下跌壓低進口價格，5月份
美國貿易赤字將會收窄。據彭博進行的經濟員
調查預測結果顯示，經濟員預計，5月貿易赤
字將由 4 月的 501 億美元縮減至 485 億美元。
另一經濟報告顯示，能源價格下滑料有助推低
6月份的批發物價。由於全球經濟前景轉弱，
歐洲及中國央行7月5日先後宣布減息及擴大
刺激措施；與此同時，美國就業市場表現並不
理想，導致聯儲局6月放寬貨幣政策，這都會
影響到美國進口的需求。穆迪分析員指出，全
球經濟形勢緊張將會打擊出口，美國的需求下
跌，聯儲局官員感到憂慮。

事實上，美國企業6月招聘員工人數遜預
期，失業率維持 8.2%高企不下，職位只是增
長了 8 萬份，較市場原本估計的 10 萬份為差
。勞工市場疲弱可以解釋到美國人對前景轉趨
悲觀的理由，彭博經濟員預測，路透／密歇根
大學的信心指數7月份料維持在73.5水平不變
，而6月的73.2是今年以來最低讀數。聯儲局
上月放寬貨幣政策，並稱作好準備採取進一步
行動推動勞動市場，本周聯儲局將會公布6月
的議息紀錄。全球的出口前景依舊黯淡，經過
兩個月停止購買資產後，英倫銀行7月5日宣
布重新啟動購買債券，歐洲央行在同一日把利
率調低至歷史低位，反映歐元區的債務危機對

全球及美國經濟構成最大風險。由於海外市場需求減弱，對
Harley-Davidson 等美國企業業務構成威脅，加上美元匯價
兌歐元上升，削弱美國製造的貨品在市場的競爭力，
Harley-Davidson 稱首季銷售下跌 1.1%。全球需求放緩同時
拖 累 設 備 生 產 商 股 價 ， 標 普 的 機 器 綜 合 指 數 ， 包 括
Caterpilar及Deere等企業，在截至6月29日止股價下跌11%
，標普500指數則跌2.6%。不過油價下跌有助於抑止進口價
格及通脹，經濟員預計，截至 7 月 12 日止的美國進口價格
指數下跌1.8%，生產價格亦會下跌0.4%。

歐元區財長會議今舉行
歐元區財長將於7月9日（周一）召開會議，跟進上月歐盟峰會各

方同意的對應債務危機措施。在會議之前，歐洲領袖周日分別開腔，德
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德國及法國需要率領歐洲邁向更緊密的政治聯盟，
挽救歐元。她表示，創於20年前的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已經證實其
能力未夠強，這意味着現時需要聯合起來強大歐元區。

默克爾周日前往法國與法國總統奧朗德見面，奧朗德表示，6月29
日歐盟峰會中提出的銀行聯盟機制，是為達到預算聯盟的第一步，也是
為未來的穩定和增長開路，法國及德國必須透過嚴緊與有力的工具，捍
衛歐元。而法國財長莫斯科維奇同日表示，西班牙銀行業必須盡快重整
資本，他預期周一會議完成後，歐元區財長將於 7 月 20 日再度召開會
議。本周一投資者焦點放在歐元區財長會議，注視有關對西班牙銀行業
的援助進程。意大利總理蒙蒂亦稱，歐元區不能孤立自己，需要與區內
其他國家例如英國、波蘭等連繫，他對歐洲團結進程感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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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譽明日赴韓年檢

▲德銀稱已接到美、歐監管機構關於LIBOR操縱調查相關的傳票

▲經濟員料5月貿易赤字減至485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