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潮安同鄉會有限公司召開
二○一二年度會員常年大會通告

本會謹定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五時在香
港干諾道西42-44號高富大廈七樓本會禮堂召開二○一二年度會
員常年大會，議程如下：

（一）報告本年度會務概況
（二）省覽及通過本年度財政年結
（三）聘請下年度核數師
凡我會員敬希屆時撥冗出席，特此通告

第二十屆會長：沈任河
副會長：楊劍青 藍國浩 林學文 沈振虎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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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國新方案省560億歐元
兩年內財政狀況可望稍得改善

銷車獨秀 美零售料上升
據經濟學家預測，由於汽車需求

有起色，汽車銷售在美國零售業中一
枝獨秀，本周即將公布的 6 月美國零
售數據，很可能錄得過去三個月以來
首次上升。

美國商務部會在今日公布零售銷售
數據，彭博綜合 72 名經濟學家預測，
繼五月銷售跌 0.2%後，上月銷售額升
約 0.2%。由於就業市場疲軟，家庭收

入和消費信心不足，除了汽車銷售，其
他零售業銷售額估計較上月變化不大。
本周公布的其他數據則可能顯示，通脹
變化不大，而製造業增長加速。

零售業中的最出色的汽車銷售。有
數據顯示，雖然5月轎車和輕型卡車銷
量為年率 1370 萬輛，跌至今年來最低
谷，但 6 月很快從谷底反彈，提升至
1410 萬輛。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集

團都已公布了高於預期的
銷售數據。

汽車需求增加，也帶
動製造業復蘇。美聯儲局
本周二會公布製造業、礦
業和基建產量，經濟學家
預料，該數據5月跌0.1%

後，上月止跌回升，升約0.3%。
美國商務部亦將公布第二季經濟數

據，據經濟學家本月預測，佔該國經濟
約70%的消費支出第二季增長約1.9%，
較第一季增長約 2.5%放慢，而總體經
濟則增1.8%。

汽油價格下跌，不僅拉動消費，也
可能使通脹趨於平穩。美國勞工部會在
本月17日（本周二）公布6月通脹CPI
指數，據經濟學家預測中位數，通脹較
上月變化不大，物價按年升幅為 1.6%
，5月則為1.7%。

通脹放緩，使美聯儲局有更多 「緩
衝」和喘息空間，選擇適當的策略，壓
低現時高企達 8.2%的失業率。美聯儲
局主席伯南克本周二將會見銀行業參議

員委員會，討論經濟前景和貨幣政策。
本周三（18 日），他會在房屋金融服
務委員會發表演講。

本月早前美國勞工部公布上月新增
職位為8萬個，少於預期。美國失業率
連續三年高於 8%，而上月數據更是毫
無起色。

住宅地產是美國經濟中有復蘇跡象
的少數領域之一。商務部會在本周三公
布新動工房屋數量，經濟學家預測顯示
，該數據上月攀升至08年10月以來新
高。

本周四，美國地產經濟協會會公
布二手房屋銷售數據，經濟學家預測
的二手房屋銷售按年率計平均為 462
萬。

西班牙經濟部上周六所發表的數據
，並未包括推行計劃中的能源和環保稅
後所取得的收入。若把這些項目一同計
算在內，西班牙在今年餘下的政府收入
將會增加約 135 億歐元，明年則增加
229 億歐元，2014 年增加 200 億歐元。
最近的報章報道，這筆收入的部分將會
來自對工廠和住戶大幅增加電費。

財政尚錄86億歐元缺口
不過，假如西班牙政府履行與歐盟

的協議而削減650億歐元的開支，該國
的財政便會錄得86億歐元的缺口。

根據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向歐盟承諾
，該國在上周公布新的削赤和加稅措施
，以望可達至其與歐盟所達成的協議目
標，總金額將涉及650億歐元。

措施的內容包括增加消費稅、減少
失業救濟金和公營開支。上述的法案在
上周五通過，引發多達數千人在當日上
街抗議。

西班牙在七月份向歐盟求援，成為

繼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後，第四個求
援的歐元區國家，並得到發放首批的援
助金額。而這筆援助金額的總數將達
1000 億歐元。歐元區財政部長在周一
開會後，同意在本月底先向西班牙支付
300 億歐元，而在十一月中再給 450 億
歐元。

西班牙首季失業率24%
然而，在上周六刊登的一個訪問中

，德國中央銀行行長認為，西班牙銀行
所需要的並不只是財政援助。德國中央
銀行行長Jens Weidmann在訪問中指出
，歐洲援助西班牙把目標放在其整體經
濟方面，而非單在銀行業，他又指出，
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反映出整體經濟的表
現。以西班牙自己的數據，包括高達
24.4%破紀錄的首季失業率，足見該國
仍有很重要的問題要解決。

另外，德國報章 Der Spiegel 在上
周六報道，歐洲聯盟正準備向西班牙提
供 1000 億歐元（1200 億美元）的經濟

援助，以協助其整頓銀行業。一份由歐
洲金融穩定基制（EFSF）高級官員提
供的機密草案顯示，將於七月底前，先
向西班牙提供300億歐元的援助，其中
的200億歐元將用作為拯救當地銀行的
短期資金，而另外的100億歐元，將留
作為日後長期的防護盾。在此以後，三

筆總值達450億歐元的撥款將於今年十
一月和十二月和明年六月發出。西班牙
經濟部發言人對報道不予置評。此外，
報告又指出，另將有一筆金額達250億
歐元的援助金將會批出，目的是給西班
牙建立壞銀行，以購入難以出售的銀行
債務。

美國多家銀行將會在本周公布業績，管
理層屆時需要面對有關倫敦同業拆息案的質
詢，解釋清楚有關操控利率之事，以及銀行
將因此而招致的損失。

分析員和投資者可乘花旗銀行和美國
銀行本周公布業績時，直接向管理層提問，
是自從巴克萊銀行願意付 2.91 億英鎊和操
控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利率以來，首次對銀行
高層的質詢。較早前有報道，全球銀行將因
為這個指控而被監管機構罰款，和支付訴訟
成本，總計達140億美元。

事情發展至上周末更顯得惹人關注，美
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出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
長時，已向英倫銀行行長金默文警告倫敦同
業拆息市場似有欺詐行為之嫌，金默文將於
周二出席英國財政部的委員會會議，可能需
要就 2007 年萊斯銀行的倫敦同業拆息被人
為地定低而作解釋，因為萊斯此舉影響到市
場的借款利率。

野村銀行業分析員Glenn Schorr表示，
對於還未就倫敦同業拆息案而與監管機構達
成和解協議的全球其他銀行，其風險正不斷
增加。有見及摩根大通在上周所公布的業績
，Glenn Schorr奇怪為什麼摩通不擴大其法
律訴訟的資金。

摩根大通、花旗和美國銀行三家銀行已
提交了在包括倫敦同業拆息後，其借貸成本
是多少，倫敦同業拆息的每日平均值對全球
金融業影響重大，影響從樓宇按揭以至信用
卡和小型商戶的利率。Glenn Schorr認為，
大慨需要數年時間，銀行因這個醜聞而涉及
的成本才可以完全清楚，原因是除了監管機
構提出指控外，美國還有些投資者已提出法
律訴訟，指控同業拆息被操控而導致衍生工
具投資錄得虧損。

摩根士丹利在上周五曾估計，包括其在內，全球十
一家涉嫌與操控拆息有關的銀行，將要支付總賠償和訴
訟費用達140億美元。這將令花旗今年的每股盈利減少
2%，美國銀行的每股盈利減少 33%。花旗將於今天公
布業績，美銀則在周三公布。

美 國 俄 亥 俄 州 檢 控 官 德 萬
（Mike DeWine）已提出動議，要求
就涉及 「倫敦鯨魚」的交易虧損，向
摩根大通提出集體訴訟。

德萬的辦公室發聲明指出，俄亥
俄州的退休基金受到上述交易虧損的
影響，虧損超過2750萬美元，俄亥俄
州檢控官辦公室發言人昨日在接受電
話訪問時表示，考慮到虧損的規模，
該州目前正尋求以主要原告人的身份
，進行訴訟。

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上周五表
示，其總投資辦公室直至現在，共錄
得虧損58億美元，在最壞的情況下，
有關虧損可能再增加17億美元。摩通
一名交易員伊克塞爾（Bruno Iksil）

因大量購入信貸衍生工具，令市場走
勢受其影響，其在市場被冠以 「倫敦
鯨魚」之名。

俄亥俄州表示，其退休基金經理
得到的消息，一直是錯誤和誤導的，
隱瞞了該行的真正交易。該集體訴訟
動議是由俄亥俄州僱員退休基金和州
教師退休基金所提出。摩根大通發言
人對事件不予置評。

集體訴訟可讓原告人與被告銀行
在議和時，擁有更大優勢，而訴訟是
由主要原告人代表所有控方，帶領
有關的訴訟程序。而主要原告人在與
被告一方和解或訟裁時，將會得到最
大一部分的好處。

西班牙經濟部在上周六發表的數據顯示，該國的新緊縮方案將
可令國家由現在至2014年間，節省560億歐元，令西班牙的財政
狀況稍稍得到改善。措施的內容包括增加消費稅、減少失業救濟金
和公營開支。

本報記者 李耀華

美俄州擬集體訴訟摩通

本周重要經濟數據
日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國家

英國

美國

德國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美國

美國

項目

六月歐元區消費物價指數

七月紐約州製造調查指數

六月零售銷售

ZEW調查指數

六月消費物價指數

核心指數

最新利率

五月流入財政部淨金額

六月工業生產

上周MBA貸款申請指數

六月新屋動工

六月成屋銷售

六月領先指標

新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

預測

2.4%

4點

+0.2%

──

無升跌

+0.2%

維持1厘

-205億美元

+0.3%

──

74.5萬家

462萬家

-0.1%

36.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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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巴菲特（圖）昨日接受
彭博電視訪問時表示，投資臉譜網
（facebook）的投資者，尋求短炒賺
錢而不得，是咎由自取。

巴菲特舉例說，投資者不應當買
下一個農場，只為第二天可以更高價
賣出。臉譜現時成交較5月18日上市
時招股價每股38美元下跌約19%。他
說，很多投資者認購臉譜，是因為期
望第二天股價可炒高，而他在投資生
涯中從來不會抱此想法。

巴菲特通常不沾手科網股，因為
他認為沒有足夠準備對這類生意估值
。他續指出，「任何股票都會下跌，
問題在於，臉譜是值1000億美元，還
是500億美元，抑或20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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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首季失業西班牙首季失業
率高達率高達24.4%24.4%，，
足見經濟問題如足見經濟問題如
何嚴重何嚴重 彭博社彭博社

▲花旗銀行將於本周公布業績，管理層屆時需要面
對有關倫敦同業拆息案的質詢 彭博社

▶俄亥俄州
向法院申請
集體訴訟，
指控摩根大
通和倫敦鯨
魚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