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表報告，
預測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今年經濟將僅增長
7.2%，達2001年以來最低速，主要是受
到內地經濟增速放緩的拖累。世銀認為，
多數亞太國家仍有實行寬鬆政策的空間，
但同時也警告，內地經濟放緩有進一步惡
化的風險，持續時間或超分析師預期。受
世銀報告影響，加上歐洲財長會議料無成
果，全球股巿下跌，歐洲跌超過1%，美股
跌58點，報13552點。

本報記者 陳小囡

歐盟：希臘緊縮計劃進程正面 英國首相卡梅倫稱，他的政府將會宣布額外的措施，調
高富有人士稅務，但排除所謂的豪宅稅。他接受BBC電視
台訪問時說，政府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確保英國的富有人
士繳付適當比例的稅款水平，以達到降低赤字目標。

英國保守黨將召開其年度會議，卡梅倫表示，在上屆工
黨政府執政時期，英國富有人士所繳付的所得稅為前所未有
的高水平。而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表示，由於危機造成的傷
害，英國經濟的復蘇期較他所期望的時間更長。

奧斯本接受BBC電視採訪時表示，有兩個跡象表明英
國經濟正在痊愈，但經濟痊愈期比所有人期望的都更長，受
到的傷害較最初估計的嚴重。他表示，反映英國經濟正在痊
愈的兩個跡象分別是，預算赤字減少四分之一，私人部門正
在創造1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他稱，英國政府找到除所得
稅以外的其他辦法向富人課稅，並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打擊逃稅行為。

另據畢馬威和英國
招聘與就業聯合會的一
份報告，其 9 月份全職
員工招聘指數，從 8 月
份的 48.4 上升到了 49.7
，臨時工招聘指數則從
51 上升到 52.6，創下 14
個月新高。該指數數值
高於50表明招聘增加，
低於50預示招聘減少。

卡梅倫否認擬推豪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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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經濟及貨幣事務專員雷恩（Olli Rehn）
表示，歐元區財政部長周一召開會議，估計在針對
希臘達成緊縮計劃進程上給予正面評價。對於希
臘來說，達到這目標方能獲取新的紓困援助款項
。雷恩在赫爾辛基接受訪問時說，未來數周有結
論是相當重要，過去數天和 10 月 5 日晚的談判有
進展，相信歐元區對希臘的進程會有正面和支持的
評價。

希臘總理薩馬拉斯的政府和官方借貸者之間的討
論僵持，當地的經濟已經陷入第五年衰退，而希臘
不願意削減更多退休金和薪酬，希臘政府希望能與官
方借貸人達成協議，以獲取新一筆規模310億歐元的
資金，用作為希臘的銀行業進行資金重整和注入流動
性。

未來數周關鍵時刻
雷恩表示，在有關的報告落實之前，將需要時間

就希臘緊縮計劃達成協議，這包括達到財政平衡及
進行結構改革。希臘財長斯圖納拉斯上周末對傳媒
表示，希臘政府與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談判
達到一些進展，本周將繼續談判。希臘統計部上周

公布，該國 2011 年經濟萎縮 7.1%，超出初估的
6.9%收縮幅度。雷恩表示，期限已經過去，未來數
周是關鍵。

歐洲本周將召開連串峰會目的為紓緩長達3年的
歐債危機，力求阻止西班牙觸發新的亂局。歐洲財長
周一盧森堡討論西班牙重整財政經濟的情況。德國總
理默克爾周二出訪希臘，是 2009 年歐債危機爆發後
首度訪問希臘。在10月10日，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將
到巴黎與法國總統奧朗德見面。分析指出，西班牙將
為市場帶來約1個月的困擾。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1
個月前宣布買債，而到今天為止，歐洲各國領袖仍未
就援助條件，以及單一銀行監管達成一致初步藍圖。

西班牙兩年期國債上周報升，為4周來首見，反
映市場預期西班牙將求助。西班牙 10 年期債息上周
一度跌25個基點至5.69%。歐元兌美元上周升1.4%。
事實上，本來估計歐洲央行夏天可以達成對抗債務危
機計劃的歐洲官員，對於西班牙至今仍未提出求援感
到不安。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堅持西班牙必須先求救
，歐洲央行才會出手相助。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曾經
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考慮求援，但同時又否認將會提
出申請。

歐元區推出5000億拯救基金

世銀昨日將亞太地區今年經濟增速預測調低至
7.2%，低於去年的8.3%，也是11年來的最低增速。5
月份時其預測增速為 7.6%。世銀還將明年亞太經濟
增速從8%調低至7.6%。該預測結果不包括日本和印
度。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今日於東京
舉行的年會上，或也將調低全球經濟增長預測。

降內地經濟至7.7%
此次預測下調主要是受到內地經濟增速放緩拖累

，世銀將中國今年經濟增速從 8.2%調低至 7.7%，對
其他多數亞太國家經濟預測維持不變或調高。

世銀認為，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不同，中國目前
面臨雙重打擊─出口及內部需求均疲軟，特別是投
資增長不足。世銀稱，今年中國經濟的放緩影響重大
，受到有限寬鬆政策、房地產市場調控及外部需求減
少的影響，未來幾個月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缺乏動力。

惟對其他國家，世銀普遍看漲，主要是受到強勁
的國內需求推動，以及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國投
資增長的帶動。其中印尼的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
（GDP）比例已恢復至亞洲金融危機前水平。世銀
調高了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經濟增長預測，維持印
尼、泰國等國經濟增長預測不變。但世銀也警告蒙古
、老撾、東帝汶、斐濟以及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在
全球經濟放緩的大環境下，當心貿易條件突然惡化。

世銀表示，由於外部需求不足及通脹壓力減緩，
因此亞太地區多數國家仍有空間實行寬鬆的貨幣及財
政政策。世銀稱，利用財政政策來刺激需求將更有效
果，因為多數東亞國家的銀行利率已處於低位，流動
性也相對充足。今年以來，已有多個亞太國家採取寬
鬆政策刺激增長。印度央行上個月調低存款準備金率
，越南及中國分別調低基準利率，韓國則宣布了5.9
萬億韓圜（約53億美元）的開支項目及稅收減免。

通脹壓力已減緩
世銀稱，亞太地區的通脹壓力已減緩，今年油價

已跌 9%，全球糧食價格近期的攀升對亞太區威脅也
較小，該地區糧食價格穩定，主要由於柬埔寨、越南
及菲律賓等國今年糧食產量較好。歐、美、日上個月
推出的新一輪量化寬鬆或引發亞太區的資金流入，加
劇該地區通脹及資產價格的上漲。但世銀亞太區首席
經濟師霍夫曼（Bert Hofman）表示，本次量化寬鬆
對亞太區影響或不如從前。

受世銀調低東亞經濟增長預測影響，歐美股巿下
跌，亞洲多個股巿，包括中國香港、中國、印度、韓
國、中國台灣、新加坡等地均告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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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卡梅倫▲英國首相卡梅倫
▲歐盟表示，估計在針對希臘達成緊縮計劃進程
上給予正面評價

▲世銀報告將中國2012年GDP增速預期
調降至7.7%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八日電】世界銀行今天
最新發布的《東亞太平洋地區數據監測》報告將
中國 2012 年 GDP 增速預期調降至 7.7%，在此之
前世行預計本年度中國經濟增速為8.2%。對於上
述調整，世行解釋稱 「出口疲弱和投資增長減速
將導致中國今年的 GDP 增長從 2011 年的 9.2%放
慢至 7.7%」。中國政府將於十月中旬公布 2012
年第三季度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國家發改委宏觀
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此前亦表示： 「2012年
三季度經濟仍將繼續下行。」

經濟或繼續下行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指出，從三季度

內地經濟表現來看，前期穩增長政策效果尚不明
顯，市場謹慎觀望情緒濃厚，經濟仍可能維持在
低位徘徊。國內外需求同步放緩仍然是經濟弱勢
的主要原因。交行並預計，今年三季度經濟增速
將下降至7.5%。

雖然7.5%的預測數據與中國政府今年兩會期
間確定的年度增長目標一致。但目前的經濟下行
顯然已經超過了政府此前的預期。中國國際經濟
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亦不贊同當前經濟
連續下行是政府主動調控的目標。他對本報表示
，目前經濟形勢已近非常嚴峻。這也是為何中央

把穩增長放在更為突出位置的原因。」他強調說，實際上目
前經濟觸底的時間越來越晚，一方面我們對歐債危機的影響
估計不足；另外，我們去年鬆動銀根的時間有些晚了。

經濟或觸底企穩
世行表示，在中國實際內需增長與上年相比出現下降，

二季度GDP增長比去年同期僅增長7.6%。特別是去年採取
的房地產投資調控措施使得投資增長出現放慢。不過，今年
早些時候貨幣政策的放鬆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採取的財政刺
激措施有可能在未來數月再度扭轉這一趨勢。

此前公布的9月份中國製造業PMI數據為49.8%，雖然
仍低於50%的榮枯線，但卻是該指數自今年5月份以來首現
回升。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指出，9月份PMI主要分項指
數當中，只有個別指數略有下降，多數指數均不同程度回升
，尤其是新訂單指數、原材料庫存指數等主要先行指數回升
明顯，顯示國家穩增長的政策措施效應逐漸顯現，經濟運行
逐漸築底趨穩。交行認為，當前政策各方也在博弈，目前政
策主基調仍是 「穩中求進」，預調微調的力度會有所加大，
但不會過於激進。因市場短期信心偏弱，二季度啟動的諸多
穩增長政策的效果時滯可能延長至年末。

亞太股市周一表現
指數

印度孟買SENSEX30
中國滬深300
印尼雅加達綜合
泰國曼谷SET
菲律賓綜合股價
中國香港恒指

收報
18708.98
2270.05
4268.23
1304.71
5434.13
20824

變幅（%）
-1.21
-1.01
-1.00
-0.51
-0.10
-0.89

世銀亞太國家
2012年經濟預測
國家

亞太區
（不包括日本及印度）

中國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最新預測
（%）

7.2

7.7
6.1
4.8
5.0
4.5
5.2

此前預測
（%）

7.6

8.2
6.1
4.6
4.2
4.5
5.7

全球經濟復蘇目前正處於困境，歐債危機遲
遲未有出路，亞太地區經濟增速放緩，唯有美國
或是目前全球經濟的亮點。

美國布魯金斯機構和英國《金融時報》的全
球經濟復蘇追蹤指標 Tiger 顯示出這一結果。儘
管近來各國央行紛紛出招刺激經濟，但全球的經
濟復蘇仍然岌岌可危，只有美國經濟增長動力較
為強勁，巴西、俄羅斯、印度及中國等 「金磚國
家」也失去了此前的經濟活力。但除了經濟數據
的惡化外，金融市場仍保持強勁，Tiger 指數的
金融部分為2011年1月份以來最佳。

這一結果也給本周於東京舉行的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及世界銀行年會投下陰影，經濟
數據的惡化迫使這些機構紛紛調低今明兩年的經
濟預測。根據一份泄露內容報告顯示，IMF將於

今日把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從7月份的3.4%調
低至3.3%，明年的預測則將從3.9%調低至3.6%。

布魯金斯機構教授普拉薩德（Eswar Prasad
）表示，全球經濟復蘇受到多種因素困擾，包括
國內及國際間的政治衝突，缺乏有決斷性的政治
行動，以及政府無力解決公共金融不穩定等影響
增長的深層次問題。

而布魯金斯機構的另一份報告則顯示，在
「歐豬五國」中，僅有愛爾蘭一國避免了經濟急

劇下降到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水平。
普拉薩德表示，大多數國家的財政政策及結

構改革不健全，使復蘇經濟的重擔落在央行身上
。他稱，在更大範圍內─包括財政、金融體系
及結構改革─缺乏決斷性政策，世界經濟將很
快被擊垮。

全球經濟復蘇或放緩

東亞今年經濟為東亞今年經濟為1111年最差年最差
世銀預測僅增世銀預測僅增7.2%7.2% 歐美股巿即跌歐美股巿即跌

◀世界銀行
行長金墉

世銀調低東亞經濟預測

【本報訊】據法新社布魯塞爾八日消息：歐
元區周一推出五千億歐元債務拯救基金，此舉
被歐元集團領導人容克稱為「歷史性里程碑」。

容克說，此次推出由他領導、價值六千五
百億歐元的 「歐洲穩定機制」服務，乃是 「一
個歷史性里程碑，將對貨幣聯盟的未來產生深
遠影響」。

這個永久拯救基金現時尚不能運作。它原

本就應在七月一日啟用，但因在德國憲法法院
遇到挑戰而延遲。

基金將於本月底擁有第一批二千億歐元資
金，屆時各國政府的首批款項將會抵達。

在歐洲穩定機制這些資金之前，已有一個
現時仍可動用的臨時基金，總數約為一千五百
億歐元。這個臨時基金，叫做歐洲金融穩定設
施，其資金有40%是來自亞洲投資者，但獲得

歐元區政府的擔保。
另外，歐元集團主席容克表示，對西班牙

採取財政措施滿意，不應由歐元集團來建議西
班牙是否應尋求援助。歐洲央行副行長岡斯坦
西歐則表示，葡萄牙和西班牙經濟改革不會受
到示威影響。

德國財政部長素伊布勒表示，西班牙無需
歐元區金融援助，因當地問題源於銀行業領域

，加上西班牙已獲得資金調整當地銀行業資本
結構。

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表示，歐洲央行在債
務危機期間，承擔過多的任務很危險，而歐洲
銀行已認識到貨幣政策的局限性。他表示，從
法律和組織的角度來看，分割貨幣政策和監管
職能很困難，過多關注解決短期市場波動而犧
牲長期目標，無法實現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