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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國銀行評級降低

西班牙財政部一位高級官員周一稱，西國正在考慮向歐洲穩
定機制（ESM）申請信用額度救援，首次透露該國求援計劃細節。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該官員周一在國際媒體見面會上稱
，西班牙在求援問題上正在尋求其他歐元區國家的支持，但政府
目前並不確定能獲得該區全體國家支持，主要由於擔憂投資者的
緊張情緒會傳染至債務深重的意大利。

許多人擔心若沒有歐盟救助，西班牙的借貸成本將升至難以
為繼的水平，並威脅歐元區穩定。自歐央行上月宣布將在二級市
場無限買債後，市場對西國求援揣測日增，但該國首相拉霍伊一
直未做決定。該官員表示，本周將仍不會有結果。

要獲得歐央行支持，一國需首先申請總救助金額達5000億
歐元的ESM下兩種救助方式中一種：其一為使ESM成為該國唯
一債權人，購入該國全部債務。

該官員透露，西班牙較傾向於第二種選擇，即申請信用額度
，ESM將在其有需要時提供資金。

這位官員稱，這樣一來，西國金融市場的漲幅將足以將借貸
成本推低至可控水平。他預測，西班牙求援後次日，該國10年
期國債孳息將跌1.5%，西國股票市場將上漲15%。

這位官員表示，他相信附加條件不會超出西班牙目前正在採
取的措施，包括大幅提升銷售稅。長時期面對勞動市場及社會動
盪的西國官員稱，他們不希望再受到來自外部的緊縮要求。

該官員稱西國今年難以實現削赤目標，該國計劃將財赤佔國
內生產總值（GDP）比例從去年超過9%降至今年的6.3%。

西班牙主權債務評級被調低後，標準普爾周二宣布降低
西班牙合共11銀行的評級，包括當地兩間最大的銀行，桑
坦德銀行（Banco Santander）和西班牙對外銀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的信用評級，同時下調另外 9 家
銀行的評級。根據標普周二的聲明，桑坦德銀行的長期信用
評級，由A-調降至BBB，展望為負面。標普並把4間銀行
的短期評級下調，6間銀行的信用評級展望被列為負面。標
普表示，將於下月完成有關調降西班牙主權債評級影響產生
的評估。

評級調低涉及11銀行
標普表示，上周把西班牙主權債評級下調至 BBB-，

影響到那些評級高於主權債和獲得政府支持銀行的評估。
西班牙的債信評級被標普降至僅高於垃圾級別一級的水平
，主要是西班牙在考慮第二次援助之際，違背中斷主權和
其銀行連繫紐帶的承諾。而在這次降級之前，西班牙在少
於一年的時間內，宣布第 5 度削減開支方案，並發布對其
銀行業壓力測試的細節。

《華爾街日報》綜合標普這次評級作出報道，標普對西
班牙金融機構採取的評級行動包括，下調11間銀行的長期
信用評級、4間銀行的短期信用評級、3間銀行的長期及短
期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3間銀行的長期評級列入負面觀
察名單。

拉霍伊申援態度含糊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一直在申請國際援助上態度含糊。分

析指出，這也許是認定市場波動惡化，可以爭取到更有利的
援助條件。拉霍伊或許認為，市場愈亂對西班牙來說越有利
。歐盟峰會 10 月 18 日召開前夕，拉霍伊對於 PIMCO 的格
羅斯等投資者，要求西班牙接受援助的呼籲聲音置之不理，
事實上投資者和歐洲都希望西班牙能盡快接受國際援助。

分析認為，向西班牙提供援助意義攸關，因該國的經濟
規模是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經濟產值總和的兩
倍，西班牙的借貸成本是意大利，甚至是法國的參考指標。

西班牙10年期國債孳息為5.7%，由創下歐元時代以來
最高水平已經跌近200個基點。而在創新高的翌日，歐洲央
行行長德拉吉誓言竭盡所能捍衛歐元。西班牙10年期國債
在2011年的平均孳息率為5.4%。

曾經引領花旗銀行渡過金融海嘯的行政總裁潘迪特，昨日突然辭
職，他的職務將由科伯（Michael Corbat）接替。受不利消息影響，
花旗股價早段在美股下跌。

花旗在紐約的總部發表聲明表示，除了潘迪特辭職外，56 歲的
營運總監黑文斯（John P. Havens）亦辭職。聲明又指出，潘迪特
的職務將由科伯接替，他本來負責管理花旗在歐洲、中東和非洲的
業務。

潘特迪和黑文斯辭職，標誌曾經帶領花旗渡過金融海嘯的兩個
核心人物即將離去。當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花旗因為得到
華府斥資450億美元的救助，最後才幸免於難。潘迪特近期因為未能
為股東爭取增派股息，以及股東對其薪酬不滿而面對沉重壓力。

他在聲明中表示，鑑於過去數年間集團取得了進步，現在是時候
讓其他人來接掌花旗。他指出，科伯將會是一個解決面前困難的最佳
人選。

受潘特迪辭職消息影響，花旗股價在美股開市早段曾跌 2.6%，

至35.7美元，但其後又倒升。花旗股價年初至周一共上升了四成。
52歲的科伯自從1983年在哈佛大學畢業後，便投身花旗等公司

。他在接任前，是花旗在歐洲、中東和非洲的行政總裁，主要負責管
理消費者銀行、企業和投資銀行，以及當地的交易事務。

高盛上季轉盈賺15億美元
另外，美國第五大資產銀行高盛宣布，由於固定收益的交易業務

恢復增長，所以上季共錄得純利 15.1 億美元，或每股 2.85 美元，較
彭博分析員預期的每股2.28美元為佳，更遠勝去年同期所錄得的3.93
億美元虧損，或每股虧損84美仙。

高盛在行政總裁布蘭克費恩領導下，一直削減成本以彌補證券交
易的營業額下跌，這方面共佔公司營業額的一半。同時，由於利率持
續低企，亦令上季企業債券包銷額大升66%，推高了摩根大通和花旗
的投資銀行收益和債務包銷業務。布蘭克費恩在聲明中指出，雖然經
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但今季的業務仍然大致穩健。

近日美聯儲局有高級官員表示，美國幾家大銀行對按
揭利率市場的壟斷正損害貨幣政策效力。這預示政府或將
對包括富國（Wells Fargo）及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在內的大銀行展開更嚴格的審查。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紐約聯儲局主席杜德利
（Bill Dudley）稱，按揭貸款的發放集中於幾家大型金融
機構，這意味銀行未將低利率傳遞給借貸者。

這突出了美國金融業面臨的一個新問題：金融危機後
，嚴格的監管條例使得許多銀行撤回提供按揭貸款，這一
市場目前缺乏競爭。

獲益於按揭貸款量大增，富國及摩根大通銀行第三季
度利潤均創歷史高位。富國銀行發放的按揭貸款佔美國總
數的三分之一，這一比例在一個業已分化的行業是史無前
例的。

杜德利稱，政府應該考慮加強按揭市場競爭的方法，確保次級
房貸的低利率確實傳遞到單個家庭。

美聯儲局上個月開啟第三輪量化寬鬆（QE3），每個月買入
400億美元按揭支持證券，這推低了該證券的利率，但新的按揭貸
款利率卻沒有隨之下跌。在充分競爭市場中，這兩個利率是同步變
化的。杜德利認為，按揭市場的高度集中是未能壓低按揭貸款利率
的原因之一。

杜德利稱，按揭市場還受損於政府按揭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所
要求的擔保，這將迫使銀行回購不良貸款，造成銀行不願為其他機
構發放的按揭貸款再融資。

全 球 第 二 大 可 口 可 樂 裝 瓶 企 業
Coca-Cola Hellenic Bottling，計劃 2013 年
撤離雅典證券交易所，遷往倫敦，這將導致
希臘股市市值低於越南股市。

據 彭 博 彙 整 資 料 ， 當 Coca-Cola
Hellenic Bottling 撤出希臘股票市場後，在
雅典上市的股票市值將由約392億美元縮水
到約 310 億美元。目前越南股票市值為 352
億美元。在彭博追蹤的 24 個發達國家市場
中，希臘的股市規模已經是其中最小。

Coca-Cola是希臘市值最大的公司，由
於擔心歐債危機決定撤離希臘股市。隨借
貸成本攀升，迫使希臘政府接受歐盟主導的
兩次援助，現時希臘股票市值由 2007 年 11
月的高位2730億美元暴跌86%。

希臘經濟連續第5年陷入衰退，據彭博
調查分析員的預估，2013 年及 2014 年希臘
經濟料會進一步萎縮。市場人士指出，國際
品牌離開雅典證交所不是好事，雖然外界認
為雅典證交所是發達國家市場，但是失去國
際大企業，希臘更像是發展中市場。

美電動汽車鋰離子電池生產商A123 Systems
表示，可能因缺現金周轉而申請破產保護。

A123 周一呈交的監管文件中稱，預計對部
分實質債務協議將出現違約情況，公司可能快
將沒有足夠的現金維持營運，或許需要根據美
國《破產法》尋求破產保護，目前無法確保公
司能夠避免改組、整頓或聲請破產。

A123 於 2009 年獲得 2.491 億美元政府資金
，興建一間美國工廠，但由於需要回收為混合
動力豪華汽車製造商Fisker Automotive生產的電

池，導致一筆開支而急需要資金援助。
在今年 8 月，A123 宣布正在籌備與中國的

萬向集團（Wanxiang Group）簽署協議，用多
數股權換取這間中國最大汽車零組件生產商的
融資。

A123 在 8 月 16 日表示，萬向集團計劃向其
最多投資4.65億美元，換取A123大約八成股權
。但在周一的申報文件中，A123 表示將考慮其
他戰略選擇，包括達成一項或多項交易，以解
決其資金流動問題。

歐洲央行的購買債券計劃，令到市場揣測主權債
危機受到控制，德國 10 月投資者信心錄得第二個月
份上升。歐洲經濟研究所ZEW的投資者信心指標，
由 9 月的負 18.21 攀升至負 11.5。經濟員預測為升至
負14.9。

自從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誓言捍衛歐元，推出無
限買債計劃後，德國DAX股票指數升幅逾一成。德
國是歐元區經濟規模最大成員國，但近期經濟數據顯
示受到債務危機拖累，8 月工廠訂單跌幅超預期，9
月商業信心跌至2年半低位。分析員指出，歐洲央行
無限購買政府債券計劃，給予投資者一定安全感，令
到市場相信歐元區情況將會進一步改善。德國第二季
度GDP增長由首季的0.5%減慢至0.3%，主要受到削
減開支及出口需求放緩所致。

▲金融危機後，嚴格的監▲金融危機後，嚴格的監
管條例使得許多銀行撤回管條例使得許多銀行撤回
提供按揭貸款提供按揭貸款 彭博社彭博社

▲美國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數據均較預期佳，
其中九月份的零售銷售額升1.1% 彭博社

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布拉德表示，美
國經濟在明年的增長率將會加速至 3.5%，失業
率屆時將被推低至接近7%。

布拉德在公開發言中估計，美國的國內生產
總值增長率在今年將會升至接近 2%，而失業率
在今年將為接近約 8%，個人消費開支的通脹率
在今明兩年將會處於2%，符合聯儲局的目標。

布拉德在上周仍然未決定在下周會議上會採
取什麼態度，據聞聯儲局官員屆時將會考慮是否

調整其每月買債400億美元的計劃，即所謂第三
輪量化寬鬆。

美國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數據均較預期佳，九
月份零售銷售額升 1.1%，而不論在房屋、消費
者信心，以及失業率方面均有改善。聯儲局褐皮
書上周對美國地方經濟的評價是，上月經濟呈溫
和增長，主要得到汽車和房屋銷售方面的支持，
儘管美國勞工市場仍未有太大起色。

不過，美國投資公司貝萊德卻唱反調，該公
司行政總裁芬克警告，由於美國企業在 2013 年
初，即面臨大幅削減開支和加稅之前的財政懸崖
前會削減人手，所以美國經濟在屆時將可能會收
縮。

若共和和民主兩黨未能在談判取得成果，明
年一月一日美國為了削減聯邦赤字，便會自動把
財政預算開支削減超過 6000 億美元，並會實行

加稅，美國的大企業因此而對前景感到憂慮。芬
克同時促請美國必須在明年二月份提高債務上限
。他表示，美國有機會在明年首季面臨經濟衰退
的威脅。他的意見與納斯達克集團、Honeywell
國際和聯合包裹的行政總裁所持的一致，認為這
是一個極不明朗的時期。

美國行政總裁要求國會與奧巴馬政府取得共
識的意願，與上周英國財相奧斯本和加拿大財長
費拉爾帝所提出的一致。

美國政黨領袖在去年因未能就提高美國發債
上限達成共識，又未能就長遠削赤方案取得協議
，所以國會與美國政府在將會舉行的談判上，必
須達成協議，否則便會令美國削減財政開支。同
時，令問題更嚴重的是，由前美國總統布什實行
的減稅計劃，和近年推行的暫時減稅計劃，亦將
於2012年底期滿。

求援壓力逼埋身

美電池商捨華資申請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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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對明年美國經濟預測
GDP增長率3.5%（今年為接近2%）

失業率接近7%（今年為接近8%）

個人消費開支通脹率今明兩年為2%，符聯儲
局目標

儘管西班牙至今尚未正式向國際提出救援，
不過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搶先一步降低西班牙主要
銀行評級，包括西班牙最大的兩間銀行，桑坦德
銀行及西班牙對外銀行，以至其他合共11間銀
行的評級，降級行動顯示西班牙銀行業受到歐債
危機拖累，加上主權評級被降，對當地銀行業造
成負面打擊。 本報記者 鄭芸央

儲局官員料美經濟明年增3.5%

標普調低西班牙評級
．調低11家西班牙銀行的長期信用評
級，其中桑坦德銀行的評級由A-降至
BBB
．調低4家西班牙銀行短期信用評級
．6家銀行評級展望被列負面，當中
包括桑坦德銀行、西班牙對外銀行和
巴克萊銀行

西國擬向穩定機制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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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樂的撤離，將導致希臘股市市
值低於越南股市 彭博社

德投資者信心連升兩月

花旗CEO突然辭職

▲潘迪特近期因為未能為股東爭取增派股息，以及股東
對其薪酬不滿而面對沉重壓力 彭博社

▲桑坦德銀行▲桑坦德銀行

▼西班牙正在考慮向歐洲穩▼西班牙正在考慮向歐洲穩
定機制申請信用額度救援定機制申請信用額度救援

歐盟統計局周四公布，9月份歐元區按年率計的
通脹率為2.6%，與8月份相同，但若按年計算，9月
份的通脹率則為0.7%。

歐盟方面，按年計算的通脹率則為 2.7%，按月
計的則為 0.6%。成員國中，通脹率最低的是希臘，
僅0.3%，瑞典亦只得1%而已。

若在通脹數據的細分項中，數值最高的是交通運
輸，達 4.8%，和住房的 4.1%。至於最低的則是通信
錄得的-3.3%，和教育所錄得的0.5%。

歐盟通脹率希0.3%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