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緊縮方案通過三分二

歐元區幾可肯定陷衰退

希臘再獲援助機會轉濃
希臘與其國際債權人在緊縮方案談判

上近日再取得進展，據該國財政部官員昨
透露， 「三頭馬車」 繼上周通過了該國70
至75億歐元的預算削減計劃後，周三再通
過20億歐元，目前，希臘總額為115億歐
元的緊縮方案，已通過85至95億歐元。
但與此同時，該方案在國內遭到的反對聲
音卻愈來愈大。

本報記者 陳小囡

西班牙昨日賣債成績理想，再售出 48 億歐元
（約 62 億美元）債券，是今年 1 月份以來售出最
多的一次。西國首相拉霍伊或將再推遲作出求援決
定。

昨日西班牙財政部售出39.4億歐元3年期國債
，平均孳息為3.845厘。10年期國債售出8.59億歐
元，平均孳息為5.666厘，達1月份以來低位，8月
2日拍賣時為6.647厘。

自歐央行行長德拉吉宣布將無限買債後，西班
牙國債孳息呈現下跌，拍賣前後變化不大。但西國
首相拉霍伊對於是否求援仍遲遲不作決定，副首相
薩恩茲本周已經兩次發出信號，表示該國將可能求
援。

蘇格蘭皇家銀行固定收益戰略師西恩（Harvinder

Sian）表示，賣債結果理想並不表示市場會做出積極
反應，因為拉霍伊仍在猶豫不決。他稱，賣債結果若
不理想，可能迫使拉霍伊求援，但本次結果較好，可
能使拉霍伊再陷入猶豫。

昨日拍賣結束後，西國 10 年期國債孳息為
5.723 厘，與德國同期國債息差從周三 407 點增至
414點。

當前國外投資正從西班牙撤資，但西國財政部
數據顯示，國內銀行正努力填補空缺。西班牙銀行
7 月份所持未償貸款比例達 32%，去年年底為 17%
，同期內非本地居民未償貸款比例從50%降至34%
。西班牙央行數據顯示，該國銀行由於資助這些債
務購買以及受房地產業損失影響，對歐央行融資依
賴程度已達歷史高位。

西債暢銷 求援決定再拖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B3國際經濟責任編輯：譚澤滔

當歐洲領袖奮力抗債務危機之際，最新的歐元
區數據顯示，形勢不樂觀。9月歐元區服務業和製
造業活動反映區內經濟極為疲弱，周四公布的一個
採購經理綜合指數由8月的46.3進一步下滑至45.9
，創 39 個月低位。經濟員預料，歐元區經濟幾乎
肯定會陷入衰退。

歐元區9月份服務業和製造業產出萎縮，歐洲
領袖努力擺脫債務危機成效不足，周四公布的一項
服務業及製造業採購經理綜合指數，進一步跌至

45.9，創39個月以來低位，相對8月的46.3為低。
在數據公布之前，經濟員調查預測為46.6。這個指
數低於50，代表服務及製造業收縮。

法德不能倖免
歐債危機仍在水深火熱之中，消費者開支及企

業投資大減，歐元區第二季經濟出現萎縮，並正逐
步落入衰退。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9月提出無限制
買債計劃，希望能壓低借貸成本，避免歐元解體。
分析指出，最新的採購經理指數發出一個相當強烈
訊號，就是歐元區經濟幾乎肯定會衰退，製造業活
動轉弱，服務業也不振，周邊財困國家拖累歐元區
經濟，法國與德國不能倖免。

倫敦的Markit經濟研究所公布，9月份的歐元
區製造業指數由45.1微升至46，服務業產出由8月
的 47.2 跌至 46。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的 PMI 綜合
指數則升至5個月高位49.7。法國的指數跌至44.1
，創 41 個月低位。經過第二季經濟萎縮 0.2%後，
目前投資者擔心第三季歐元區經濟衰退機會甚高。
現時爆發新一輪債務危機的最高風險國家是西班牙
，雖然歐洲希望西班牙接受全面援助，但西班牙對
此的立場並不鮮明，至今為止亦未要求主權援助。

分析指出，德拉吉以歐洲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作

為承諾，想盡快結束歐債危機，但歐洲領袖的抗危機
手法和經驗令人質疑，自從 2009 年希臘債務危機
爆發以來，歐洲領袖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錯過機
會。花旗集團首席歐元區經濟學家Juergen Michels
對於歐洲過往解決危機的成績，以及能否把承諾付
諸實行的妥協和決心抱有懷疑。他表示，仍有大量
尚未得到回答的問題。歐元區必須找到一條重返增
長和削減債務的道路，而這條道路依然非常非常漫
長。

愛爾蘭債續走高
對於歐債危機主角之一愛爾蘭，該國的債券持

續走高。自愛爾蘭2010年11月接受國際援助以來
，基準的2020年債券孳息本周首次跌破5.20%，令
愛爾蘭債券市場今年的表現升至歐元區第二位，僅
次於同為受援助的葡萄牙。

花旗集團駐倫敦歐洲經濟研究主管 Michael
Saunders表示，對愛爾蘭能夠在市場上籌集資金、
避免債務重組抱以樂觀情緒還為時過早，因為愛爾
蘭仍遲遲不能擺脫其現代史上最嚴重的衰退。對愛
爾蘭來說，恢復財政平衡是一項近乎不可能完成的
任務，到愛爾蘭去看看，就會發現生活很艱難，非
常艱難，短期內不會明顯好轉。

受到巴西貨幣雷阿爾大跌的拖累，日本投
資者在巴西當地債券方面的180億美元投資遭
遇滑鐵盧。

DWS 投資公司的億巴西債券基金，主要
是向日本的退休基金客戶和散戶（即所謂渡邊
太太）推介，但在過去十二個月以來，以日圓
計算的回報率卻大幅下跌了 4.3%，比起摩根
大通所統計錄得12.1%平均回報率的發展中國
家債券來說，成績差得很遠，同時，一隻大和
資產管理公司旗下的價值 69 億美元巴西債券
基金，同期回報率亦下跌了 0.5%，而一隻由
瑞士銀行營運的同類基金亦下跌了1.9%。

巴西貨幣雷阿爾兌日圓在去年大跌了一成
，造成巴西貨幣雷阿爾大跌的主要是當地央行
，因為其在過去一年間大幅減息，速度為二十
國集團中最急。

需求增 日地價跌勢續緩
另外，日本地價連續3年跌速放緩，主要

由於低息及稅收優惠政策推動了房產需求回
升。

日本國土交通省周三數據顯示，截至7月
1日全國平均地價跌速為2.7%，從去年同期的
3.4%的跌速滑落。其中，商業用地地價跌速從
去年4%減緩至3.1%，住宅用地地價跌速從去
年 3.2%減緩至 2.5%。該年度報告顯示，日本
地價已經連續21年呈現下滑。

當前日本地價只有 1980 年代泡沫經濟地
價達頂峰後的一半，但其下滑趨勢將進一步放
緩，主要受到該國加徵消費稅之前需求上升的
推動，日本將自 1997 年以來首次增加消費稅
，計劃 2015 年增至 10%。日本政府在 2009 年
擴大購房優惠政策，在 2014 年前給予購房者
10年的稅收減免。

日本銷售額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三井不動
產公司社長箛田正信表示，地價的復蘇趨勢已
經比較明顯，隨着政府開始加徵消費稅，可能

還會有更多措施來刺激房地產需求。
此外，日本不動產投資信託（J-REITs）的房產收購也

支撐了地價回升。根據三井住友信託研究機構數據，今年
J-REITs的資產購買增幅達4年最大，截至6月30日按年增
8.8%，至8.7萬億日圓（約1110億美元）。

但是，根據評級機構穆迪在日本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
日本的房地產公司、J-REITs以及按揭證券的信譽在中期內
仍將很低，因為來自建造寫字樓的資金會繼續減少，而寫字
樓在這些機構的資產組合中佔主要比例。穆迪稱，東京
地區對寫字樓需求仍然疲軟，主要受經濟不景氣及供應過
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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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倫敦奧運結束，零售銷售迅即轉淡
，英國 8 月零售銷售下跌，網上銷售更大跌
至近 5 年低位。位於倫敦的英國統計局周四
公布，包括汽油的銷售跌0.2%。分析員料為
跌 0.3%。而非商店零售包括網上銷售大跌
6.7%。不過奧運期間的運動貨品銷售則急升

，抵銷部分跌幅。
倫敦奧運7月27日開幕至8月12日結束

，為消費市道帶來波動。家庭開支受到經濟
前景不明朗影響，英倫銀行周三表示消費者
對高油價感壓力。IHS 研究公司經濟員指出
，至少在短期之內，零售銷售仍繼續受壓，
消費者面對經濟困境，削弱購物意欲和開支
能力。英鎊兌美元在低位徘徊，倫敦早段時
間報1.6189美元，跌0.2%。

不過 7 月至 8 月的奧運期間，運動貨品
和遊戲銷情升1.5%，按年急升7.9%，主要是
單車和足球貨品銷售強勁。如不計入汽油，8
月銷售按月跌0.3%，按年升3.1%。英國第二
大服裝零售商NEXT於9月13日表示，8月及
9 月初銷情令人失望，奧運元素消失後，購
物人潮也隨之減少。

奧運後 英網銷見5年低位

日本8月份出口按年跌5.8%，連續第三個月下滑。與此
同時，日本挑起的釣魚島問題以及全球需求的疲軟，為日本
的出口前景蒙上陰影。日本財務省周四公布的數據顯示，8
月份進口同時減少5.4%，貿易逆差為7541億日圓（96億美
元）。彭博新聞調查的分析員的預期中位數值是出口跌
7.5%，貿易逆差8293億日圓。

釣魚島問題威脅到日本的貿易前景。在過去10年中，
中日兩國年貿易額增長兩倍，超過 3400 億美元。儘管日本
央行周三出人意料地加大了貨幣刺激力度，但日圓的不斷升
值仍會對日本出口產生嚴重影響。自今年3月中以來，日圓
兌美元匯率已經升值大約7%。

分析員指出，全球經濟正在放緩之中，出口下調趨勢明
顯。與此同時，豐田汽車和 Panasonic 電器等日本公司的債
券風險，創六個月來的最大升幅，投資者擔心釣島問題引發
的反日抗議活動，打擊日本出口商盈利。據數據提供商
CMA 資料，50 間日本公司的 Markit iTraxx 信用違約掉期
（CDS）指數，9月18日攀升16個基點，至192個基點，創
3月21日以來的最大升幅。

Panasonic電器CDS創5月份以來的最大升幅。
瑞銀駐東京的日本信貸研究業務主管後藤文人表示，最

擔心的是汽車生產商，因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
場，目前仍難以判斷所造成的損失程度。

日出口挫5.8% 連跌三月

製造業續萎縮 創39月低位

▲緊縮方案在希臘國內遭到的反對聲音愈來愈大，全國出現罷工浪潮 法新社

受到歐洲服務和製造業綜合數據大跌的拖累，歐元兌美元創下
兩個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曾跌1.06%，其後跌幅收窄，跌0.7%，至
1.2955美元。

歐元區所採用的十七國貨幣兌日圓，連續第三天錄得下跌，主
要是數據顯示歐洲債務危機正打擊歐元區的增長；同時，當中國和
日本分別公布了製造業和出口指數均下跌後，美元和日圓再度成為
資金避難所，而高息貨幣，尤其是澳元和南非蘭特，則是高收益貨
幣中表現最差。

倫敦東京三菱銀行的外匯策略員哈德曼表示，歐元區其中一個
未解決的大問題是增長失去動力，他們預期歐元的弱勢將會持續，
但未來6至12個月將會重回1.2美元的水平。

歐元兌美元昨日曾跌1.06%，低見1.2930美元，創兩個月以來最
大單日跌幅，兌日圓曾下跌0.9%，至101.35 日圓，兌瑞士法郎更錄
得連續四天的下跌，昨日曾跌0.1%，至1.2086 瑞郎。日圓兌美元再
度回升，曾見78.23，升0.2%。

悉尼聯邦銀行策略員 Joseph Capurso表示，歐元在這個水平可
以沽出，相信歐洲經濟在未來將先轉壞才再轉好。雖然西班牙拍賣
了48億歐元的三年期和十年期債券，是自從一月以來最大批，成績
亦理想，但是，歐元兌美元並未因此而扭轉跌勢。不過，歐元在上月
全月上升2.8%，是彭博社所統計的十種已發展國家貨幣中，表現最
佳者。

投資者擔心聯儲局刺激經濟效力減退，商品今年來最大的一輪
升勢可能就要完結。根據彭博搜集的10位投資者和分析員預測中值
，標準普爾GSCI的24種原料料指數，今年底將以677報收，略高於
現價3.6%。

自從歐洲央行9月6日宣布無限量購買債券計劃以來，該指數已
經下跌約3%；自從聯儲局9月13日公布第三輪量化寬鬆計劃以來，
該指數跌了5%，這與前兩輪量化寬鬆的實施效果形成鮮明對比。標
普原材料指數在2008年底到2011年6月間暴升92%，這期間聯儲局
通過兩輪量化寬鬆，共買入2.3萬億美元債券。

巴克萊表示，此次的影響相對會較小。商品價格已經在牛市中
，歐元區經濟正在萎縮，中國經濟也連續六個季度放緩。歐洲和中
國佔全球銅需求的約60%，佔原油消費的約33%。標普GSCI指數今
年來上升2%，有望連續第四個年度上升。

受美國爆發1956年來最嚴重旱災影響，大豆和小麥在各大宗商
品中領漲。MSCI 全球股票指數今年來大升 13%，美元指數則下跌
1.4%。據美國銀行指數顯示，美國國債這期間回報率1.4%。

市場憂商品升勢快完

希臘的國際債權人 「三頭馬車」──歐盟、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歐央行的代表目前正在
希臘調研，評估該國改革進程以判斷是否能繼續撥
發救助貸款。而希臘只有獲得緊縮方案的全部通過
，才能繼續獲得下一筆315億歐元貸款，緩解國內債
務危機並留在歐元區。

國內只有批評反對聲音
不過，該緊縮方案在國內的進展就沒有那麼順

利，希臘總理薩馬拉斯仍需要彌合與聯合政府中其
他兩黨的分歧。三黨在昨日的會面中並沒有達成太
大共識，其他兩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和民
主左派──均反對在公共部門削減僱員。此外，緊
縮方案還希望將員工退休年齡從當前的65歲延長至
67歲，這一動議同樣遭到兩黨反對。

昨日透露消息的財政部官員指，在希臘財長斯
特納拉斯為剩下的緊縮方案與 「三頭馬車」緊張談
判時，國內卻只有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並沒有提供
任何援助。斯特納拉斯周二時曾表示，與國際債權
人的談判非常艱難，但目前已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緊
縮方案得到通過，說明希臘所走的道路是對的，離
敲定最終方案已經愈來愈近了。

全國罷工浪潮持續不斷
但是，緊縮方案還包括新一輪的工資及退休金

削減，以及殘疾人福利及其他社會福利的減少，這
些都有可能在國內引起大規模抗議。昨日，首都雅
典的交通系統開始了24小時的工人罷工，希臘主要
港口也出現了12小時的罷工。而本月26日，該國還
將出現全國性的罷工浪潮。

「三頭馬車」的調查報告預計將於本月底或下
月初出爐，屆時希臘能否繼續獲援將得到揭曉。

不過，業內人士對希臘最終能否順利獲得撥款
存有很大質疑，德國商業銀行行政總裁布萊辛昨日
警告，希臘的借貸仍然很高，而債權人有可能需要
參與另一輪債務重組。布萊幸認為，屆時所有債權
人將要再度參與。

私人債權人在今年初同意參與大規模的希臘重
組債務計劃，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主權債務重組行
動，包括德國商業銀行在內，一共損失了約1000 億
歐元，但是，所謂的官方債權人，例如歐洲中央銀
行等，卻未有參與。布萊辛稱，雖然歐央行在本月
宣布了推出新措施，而股市亦因此而大升，西班牙
債券大跌，不過，歐洲債務危機仍然未完結，他預
計，歐債危機將會再困擾經濟多一點時間。

▲西班牙經濟疲軟，商場冷冷清清 彭博社

▲全球需求疲弱，日本出口生產受到沉重打擊
彭博社

◀歐元兌
美元創下
兩個月以
來最大單
日跌幅

彭博社

歐元兌美元低見1.293

▲歐債危機在水深火熱之中，消費者開支及企
業投資大減，歐元區第二季經濟萎縮 路透社

▲倫敦奧運結束，英國零售銷售迅即轉
淡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