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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庫買Sprint七成股權
作價1627億 為日本最大海外併購

鑑於本土市場業務不景氣，日本第三
大手機營運商軟庫（Softbank）決定外拓
海外市場，軟庫周一在東京宣布，同意支
付201億美元（1627.73億港元）購買七
成美國無線通訊營運商Sprint股份，其中
120億美元由Sprint 的股東手上購入部分
股權，以及斥資80億美元買入Sprint新發
行的股份。交易將成為有史以來日本企業
最大的海外收購活動。

本報記者 鄭芸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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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E調查顯示，美國今明兩年經濟整體
表現將溫和，但明年則緩慢加速 彭博社

全球經濟現正經歷過去5年以來第3次
急剎車，原因是中國和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
的經濟放緩，引發國際關注各國政府應採取
什麼行動。

3年前工業國家引領全球走出美國次按
釀成的全球經濟衰退，但隨着歐洲債務
持續不斷，全球經濟的增長能力正減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這些地區
到 2016 年，平均增長率將為 5.8%，比起
2009年經濟大衰退之前的前5年平均數少接
近2%。

雲集全球財政部長和 IMF 重要官員的
年會曲終人散，各國在會上討論了如何解決
經濟疲弱不振的問題，韓國中央銀行行長促
請亞洲國家加大刺激力度，俄羅斯和巴西則
要求富有國家解決自己的問題。

摩根大通國際的主席 Jacob Frenkel 表
示，外界現時十分關注的是，全球增長動力
的大引擎最近放緩。雖然這些國家仍有增長
，但是所看到的速度已比預期慢。

IMF的年會在周日結束，會議人士相信
，歐元區在解決危機方面有一套有效的機制
。但是，德國與 IMF 對希臘應否得到新一
輪援助的問題方面鬧分歧。已發展經濟體包
括瑞士和日本等，連同巴西發表了對貨幣匯
價過強的憂慮。同時，與會代表在催促美國
避免跌入 「財政懸崖」，因未能就如何實行
財政緊縮政策方面而起爭拗。

韓國企劃財政部長朴宰完在東京向記者
表示，與會官員只討論了應對全球經濟放緩
的短期反應，但他們的意見並不是協調在
同一個方向，全球目前正有着誰來領導的
問題。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經 濟 學 教 授 Barry
Eichengreen 認為，投資者仍未敢再全力冒
險。美國股市上周六出現大跌幅，但是標準
期貨500指數仍然較年初上升一成九。相反
，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新興市場指數在過去
12 個月，升幅少於 6%。Eichengreen在東京
接受訪問時表示，他憂慮美國的股市升勢與
當地的經濟表現不符合。

IMF會議結束後，亞洲股市在周一的表
現平穩，變動不大，但歐元因為西班牙仍未
有明確表示會否求救而繼續下跌。

金價跌至逾兩周低位
中國9月出口增長超預期後，市場揣測中國或不需要額

外刺激措施，拖累金價下跌，跌至逾兩周低位。現貨金價一
度跌0.7%至每盎司1741.75美元，創9月26日以來最低價位
。紐約 12 月期金價格一度跌 1%至每盎司 1742.60 美元，亦
是9月26日以來低位。

分析員指出，中國出口升幅超預期，意味進一步推刺激
措施的機會減少，由於過去數周貴金屬價格受到擴大刺激措
施支持，中國出口數據好轉，反而成為沽金藉口。

第三季金價跳升11%，升幅為2010年6月以來最勁，當
時是聯儲局宣布推QE3。在2008年12月至2011年6月期間
，即是聯儲局兩輪量化寬鬆行動，其間金價狂升七成。

其他金屬價格方面，現貨銀價周一曾經跌 1.4%至每盎
司 33.05 美元，為 9 月 13 日以來低位。現貨珀金價格曾跌
1.1%至每盎司163.50美元，創9月27日以來低價。鈀金則升
0.3%至每盎司636.50美元。

對沖基金削減商品淨好倉至 8
月中期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在此之
前，美國經濟好轉的跡象，以及糧
食庫存下降，一度推動商品價格升
至三周高位。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數
據顯示，截至 10 月 9 日的一周，對
沖基金所持18種美國商品期貨和期
權的淨好倉減少 0.4%至 124 萬張合
約。在美國政府 10 月 11 日下調玉
米庫存預估之前，玉米淨長倉降至
7 月份以來的最低水準。豆油淨長

倉比重下降 64%，原油淨好倉連續
第三周下降。

上周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10
月份消費者信心意外上升，首次申
領失業金人數降至四年低點。花旗
集團經濟一項指數顯示，美國經濟
好轉的程度超過預期。該指數處於
2 月底以來的最高位。由於美國、歐
洲和日本宣布刺激增長措施，商品
價格自 6 月 30 日以來已經上升 11%
。追蹤24種原材料價格走勢的標普
高盛現貨商品指數，上周升0.9%。

歐周四開峰會 焦點希西
歐盟將於本周四舉行為期兩天的領導人峰會，會議焦點

將主要集中三方面：希臘能否獲准延緩兩年實現債務目標、
西班牙何時求援以及歐盟統一銀行監管體系將如何進展，料
將成為本周市場最大看點。

希臘目前正與其國際債權人 「三頭馬車」加緊談判，爭
取在峰會之前就緊縮措施達成一致，這是希臘獲得下一筆
310億歐元救助貸款的前提。而該國總理薩馬拉斯將於峰會
上，要求各方再多給希臘兩年時間以滿足削赤目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支持給希臘更多
時間，並稱可以考慮對其債務進行減值。德國財長朔伊布勒
卻強烈反對，但他也於周日排除了希臘違約的可能，稱其留
在歐元區對該國和整個地區均為有利。受歐元區領導人尋求
減輕希臘債務危機新措施影響，該國 10 年期國債孳息昨日
降至2011年8月以來低位，至17.388厘。

西班牙目前尚無表現出求援跡象，其財長金多斯上周在
IMF年會上曾稱，該國有能力在今年獨立完成融資。但法國
巴黎銀行倫敦經濟師卡拉（Gizem Kara）稱，西班牙不會
猶豫太久，預期本月底或下月將求援。標普上周將西班牙主
權債務評級下調至BBB-，比垃圾級僅高一級，該國10年期
國債孳息率本周延續上周升勢，昨日曾升2.1%至5.74厘。

此外，會議焦點還將集中於歐盟統一銀行監管體系上。
朔伊布勒11日曾反對法國和西班牙要求明年1月份完成銀行
聯盟框架的要求，稱歐洲銀行業聯盟將不會於明年1月到位
。歐央行行長德拉吉上周六表示，該聯盟要真正運行需到
2014年才可實現。此外，為確保英倫銀行地位，英國或將反
對銀行聯盟，為其再添阻力。該聯盟通過須獲得全部 27 個
歐盟國家同意。

日本大型手機營運商軟庫進軍美國市場，意味億
萬富豪孫正義（Masayoshi Son）旗下於軟庫的投資，
將獲取更大市場份額。而對於Sprint則可以加速擴建
4G無線網絡，減輕債務負擔，甚至進行更多同業併
購活動，向競爭對手Verizon Wireless及AT&T宣戰。

軟庫股價曾挫8%
在此之前，曾經有消息稱，Sprint可能有心併購

MetroPCS Communications，或購買 Clearwire 餘下
的股份。而孫正義周一在東京的記者會上說，這不是
一條易行之路，但如果不去接受挑戰，最終會面對更
大風險。軟庫 20.92%股份由孫正義持有，也是首個
日本銷售蘋果iPhone的手機商。

軟庫擴展海外市場，以彌補在日本這個本地市場
業務下滑的影響，軟庫周一宣布，同意以總額201億
美元，收購七成美國無線業營運商 Sprint Nextel，
這宗交易將成為有史以來日本企業最大的海外收購活
動。軟庫將支付121億美元由Sprint的股東手上購入
部分股份，以及斥資80億美元買入Sprint的新發行股
份。

軟庫股價周一在東京市場一度跌8%至每股2200
日圓，在10月12日一度大跌17%。業界分析指出，
過往日本企業進行海外併購後，業務取得成功的例子
不多，顯示對於日本企業，海外併購存在一定風險。
事實上，軟庫目的是透過這宗交易進軍美國無線通訊
業，與此同時，交易將為Sprint注入現金，有利其與
同業競爭。

Sprint行政總裁不變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軟庫完成這宗大交易，

將會成為全球最大電訊集團之一，客戶數量將達到

9000萬。交易完成後，Sprint行政總裁的職位將維持
不變，不過兩家公司的董事局仍未通過交易，預計在
2013年中期完成。

分析員指出，軟庫買入 Sprint 股份後，Sprint 業
務規模得以壯大與對手AT&T和Verizon拚過。億萬
富豪孫正義的野心令他成為日本第二名最有錢富豪，

據彭博億萬富豪指數，孫正義的身家估計為 73 億美
元，他持有雅虎日本、阿里巴巴控股集團及Zynga的
股份，他在 2006 年買入 Vodafone 旗下的日本手機業
務。而對於軟庫，收購Sprint是首次踏足日本以外市
場，然而早於夏季軟庫已經放眼美國市場，曾經與
T-Mobile討論過交易，後來轉為集中收購Sprint。

NABE調低美增長至1.9%
全美商業經濟協會（NABE）昨日調低美國經濟

增長預測，稱受企業及消費者抑制開支影響，預期今
年經濟增長 1.9%，明年經濟加速增長達 2.4%，並預
期美國可以避開 「財政懸崖」。

地產可能成經濟動力
NABE 昨日發布面向 44 位經濟師的調查報告，

將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從 5 月份時的 2.4%調低至

1.9%，明年預測則從 2.8%調低至 2.4%。調查稱，消
費者開支將因家庭收入及就業增長緩慢而受到抑制，
但房價及建築業回升將成為經濟增長動力。調查顯示
，今明兩年的消費者開支增長分別被降至1.9%和2%。

美國消費電子協會首席經濟師杜布拉瓦茨
（Shawn DuBravac）表示，調查結果顯示經濟師預
期今明兩年經濟整體表現溫和，但明年經濟增長會緩
慢加速。杜布拉瓦茨本身是NABE的董事。

NABE還預計，明年非農就業人口每月平均將增
加 15.5 萬人，低於 5 月份預測的 20 萬人。由於該調
查於9月份進行，當時美國勞工局尚未公布9月份失
業率跌至 7.8%，因此 NABE 預測今年第四季度失業
率將升至8.1%。

可避開財政懸崖影響
此外調查顯示，美國或將成功避開 「財政懸崖」
對經濟產生嚴重負面影響。若國會未能達成一致
，那麼預計總額超過 6000 億美元的政府削赤及
增稅，將於明年初自動生效，將會把美國拖入
「財政懸崖」。杜布拉瓦茨稱，被調查者對 「財

政懸崖」預期呈現多樣化，但總體來說他們並不
期望大範圍的負面影響變成現實。

美國經濟在今年首季增長 2%之後，次季增
速回落至 1.3%。根據彭博社對 91 位經濟師的調
查，預計美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速分別為 2.1%和
2%。但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8 月份數據，
「財政懸崖」或將導致明年經濟收縮 0.5%，可

能引發經濟衰退。
NABE調查還顯示，預計今年企業稅後利潤

將增長7%，高於5月份時預測的增長5%。標普
500指數則預計今年底升至1450點，明年底升至
1520點。預計明年新屋動工數量將增加13%，總
數達85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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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集全球財政部長和IMF重要官員的年會曲終人散
路透社

▲軟庫社長孫正義（左）及Sprint行政總裁赫西出席
記者會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