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感恩節後的零售銷售表現一向備受注視，今年美
國人在感恩節長周末合共四天的消費開支，出現13%增長
，總額按年升至591億美元（約4580億港元），主要是受
到網上購物所帶動，這方面的消費在 「黑色星期五」 當天
更首次打破了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大關。無論是傳統
的商店和商場購物，以至網購都提前減價促銷搶客，反映
美國零售商的生意策略已有所轉變，所謂的 「黑色星期五
」 購物狂熱，不再只局限於這一天的購物狂歡派對。

本報記者 鄭芸央

店購增13%網購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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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今年美國的首次公開招股（IPO）數目有望超越去
年，但是，美國今年 12 月份的 IPO 將錄得零數字，相信在
今年內亦不會再有新的IPO出現。

研究機構Dealogic的資料顯示，美國上周錄得兩宗IPO
，令年初至今的IPO宗數增加至120宗，即使不計算地產投
資信託在內，總數仍超越去年所錄得的116宗。

然而，從下周開始，以至今年餘下時間，美國將會錄得
零 IPO，假如發行商還不加把勁，今年 12 月份的 IPO 市場
將會不尋常的淡靜。投資顧問公司 IPO Boutique 高級管理
合夥人 Scott Sweet 表示，由現在起至月底，再沒有任何新
的 IPO，看來除非突然有公司飛快地申請，否則到了 12 月
份仍不會再見新的IPO出現。

近年，12 月份一直是 IPO 的熱門時期，過去 3 年的 12
月份，平均有13宗出現。Dealogic的統計指出，只有在1993
年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期間，12月份錄得零IPO的紀錄。

美下月IPO或錄零宗

瑞士銀行（UBS）因此前旗下交易員阿
多波里（Kweku Adoboli）的交易詐騙醜聞
，昨日被英國當局罰款 2970 萬英鎊（約 3.6
億港元），並可能被瑞士當局要求提高資本
水平以降低操作風險。

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昨日向
UBS開出罰款，稱銀行的系統及控制方面的
問題暴露了該行的嚴重缺陷。瑞士金融市場
監管局（Finma）則表示，UBS 的投資銀行
部門將被禁止進行任何合併。

UBS的前倫敦交易員阿多波里本月20日
被判監禁 7 年，因為其交易欺詐行為造成銀
行損失達23億美元，創英國歷史上未授權交
易的虧損紀錄。UBS投行部門一名總裁在法
院裁判時證實，該單交易造成的總虧損可達
120億美元。

FSA 執法與金融犯罪科主管麥克德默克
稱，UBS沒能及時對交易收入的大幅增長提
出質疑，也沒有採取相應的控制措施，導致

資歷相對較淺的阿多波里能夠在市場中，發揮重要
且具風險性的作用。瑞士當局目前也正在研究，是
否需要讓UBS提高資本來降低操作風險。

銀行業近期醜聞頻出，促使銀行監管當局採取
行動，提高大型銀行的安全性。負責監管全球銀行
業的金融穩定委員會（FSB）以及制定全球資本條例
的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近期均宣布了相關
計劃，將如何解決操作性風險問題提上明年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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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最大股票包銷商高盛集團目前正在減少對西、意等
南歐國家的股票包銷活動，主要出於對該區債務危機進一步
惡化的擔憂。高盛也是唯一一個減少該區活動的美國頂級證
券商。

據兩名知情人士透露，高盛本月拒絕為西班牙大眾銀行
25億歐元（約32億美元）的新增配股提供擔保，因為其希望避
免銷售中的潛在風險以保護公司。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兩
間公司最終協助完成了該筆交易。此外，高盛今年還拒絕為
意大利信貸銀行和葡萄牙聖靈銀行的股票發售進行包銷。

高盛目前正在減少有風險的股票包銷費用收入，因為其
十分看淡歐債危機前景。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營運總裁科恩
上個月表示，他認為歐元區僅有很小的可能保持統一。與此
同時，高盛的戰略分析師也在警告投資者，對那些業務依賴
南歐的公司要保持謹慎。

高盛減少西意股票包銷

美國今年感恩節長周末四天的零售業銷情，顯著較去年強勁，雖然該
協會公布數據前，芝加哥的研究所ShopperTrak周日稱 「黑色星期五」當
日的零售額按年減少1.8%，不過根據美國零售協會表示，由11月22日至
11 月 25 日期間，美國人購物用了 591 億美元，較去年的 524 億美元增長
13%之多。對於美國零售業， 「黑色星期五」的銷情代表一年一度假日購
物黃金旺期的開始，這天的銷情同時會受到經濟員和分析員的關注。

減價促銷將延至年底
然而，今年的零售商的戰略有所改變，把 「黑色星期五」這一天零售

戰場，轉為長達一星期的減價促銷行動，提早減價搶客。美國零售協會表
示，感恩節是美國家庭歡聚的一天，今年在這天有超過3500萬名消費者
外出購物或進行網購，較去年的 2900 萬人為多。各大零售商，Best Buy
和 J.C.Penney 等，提早在周日開始網購促銷，從而令到 「網購星期一」
（Cyber Monday）的傳統也有所改變。

美國零售協會總裁Matt Shay表示，零售商不再局限在某一天推出大
減價，目前每天都可以是 「網購星期一」，每一天都是 「黑色星期五」。
該協會表示，美國消費者在感恩節周末平均用了423美元購物，較去年增
加6.3%。整個長周末四天銷售升幅達到13%，12月份的消費部分提前，意
味在這個周末當中，零售商將會一直維持促銷活動直至年底。分析員
指出，零售商為搶佔市場必須更加有創意，例如進行特別減價活動吸引
消費者。

感恩節當天銷售升32%
根據研究公司ComScore周一表示， 「黑色星期五」的網購勁升27%

，首度超過10億美元。而在11月首23天網購升幅有16%至137億美元，
單是在感恩節當天的銷售已勁升32%至6.33億美元。

美國零售協會預測，今年包括網購在內的假日旺季零售銷售料升
4.1%至 5861 億美元，低於 2011 年的 5.6%升幅。56 歲的住宅建築商 Allan
Schweber說，今年的購物消費計劃與去年相若，大約是數百美元，打算購
買電子產品、玩具和衣服等，他擔心到2013年每個人都要繳付重稅，因
此由現在起需要節省一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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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愈來愈多消費者使用社交網站和
流動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購物，網購商在
今年假日購物旺季料可錄得 434 億美元破
紀錄生意額。據市場分析公司 ComScore
總裁 Andrew Lipsman 稱，年底最後兩個
月的網上銷售，料會佔整體零售開支逾一
成（不計燃油、食品和汽車），銷售額料
按年增長17%。在2007年同期，網購額只
有292億美元，佔整體消費開支為7.4%。

隨着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成為新一代
寵兒，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購物，與此同
時網購商積極推出五花八門的減價貨品出
售。分析員指出，最多人使用智能手機和
平板電腦購物的時間是晚上 7 時至午夜，
這是以前不會存在的情況，現在則十分普
遍。

Ebay在感恩節紐約時間下午5時23分
開始，提供只為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消
費者而設的促銷貨品行動，正正是最多人
上網購物的時段。四天前，亞馬遜推出假

日減價交易網，為使用該公司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
應用程式、臉譜和Twitter的消費者提供購物折扣。

網購升幅強勁多得高速上網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
所致，根據 ComScore，在 「黑色星期五」當天，不
計Ebay和拍賣網站，網購銷售額仍急升逾10億美元
，亞馬遜成為網購大贏家，吸引逾573萬上網人流。

美感恩節銷售情況
細項

長周末整體總額

購物人流

消費者平均消費

11月首23天網購

「黑色星期五」 網購

感恩節網購

2012年

591億美元

3500萬人

432美元

137億美元

10.42億美元

6.33億美元

2011年

542億美元

2900萬人

約400美元

118億美元

8.16億美元

4.79億美元

增幅

13.0%

20.6%

8.0%

16%

27%

32%

歐元區規模 5000 億歐元的援助財困成員國基金
，其合法地位面臨來自歐盟最高法院的最終法律裁
判。一名愛爾蘭議員對歐洲穩定機制（ESM）提出法
律挑戰，歐盟司法法庭預定11月27日作出判決。

位於盧森堡的法院有權對歐洲穩定機制的設立
作出裁決，經濟分析員預料，法院將會通過或尋求
部分修訂。布魯塞爾的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分析員指
出，並不預期法院將會裁定歐洲穩定機制違返條約
，如果作出此裁決將會令人感到驚訝。不過即使法
院通過歐洲穩定機制的地位，估計將會要求作出一
定程度的修訂。

歐洲穩定機制將會取代暫時性質的歐洲金融穩
定機制，此為承諾向愛爾蘭、葡萄牙和希臘提供援
助的機制。歐洲穩定機制在今年9月時避過一次於德
國的法律挑戰，此乃德國總理默克爾的一次勝利。

歐盟法院經過接近 4 個月時間，動用所有 27 位
法官處理對這法律挑戰。愛爾蘭議會一名獨立議員
Thomas Pringle對歐洲穩定機制提出挑戰，認為這違
反歐盟的不援助條款，同時影響歐盟於經濟和貨幣
政策的角色。他對 2011 年 3 月歐盟各政府改變條款
容許設立歐洲穩定機制作出法律挑戰，聲稱這個造
法不正確，又稱即使法院裁定歐洲穩定機制沒有違反

條約，亦必須待條約改變在1月1日生效才可運作。
愛爾蘭金融部對這宗法律挑戰拒絕作出評論。

愛爾蘭高等法院已經否決 Thomas Pringle 的法律挑
戰，並移交至歐盟最高法院作出處理，鑑於司法程
序可能需要一至兩年時間處理，歐盟法院為了盡早
去除不明朗因素，在 10 月 4 日決定受理。法院的最
終裁決不可以上訴，愛爾蘭將要作出符合歐盟法院
裁判的決定。

另外，歐元區財長於周一恢復對希臘援助的談
判，在談判開始前，法國財長Pierre Moscovici表示
，協議實際上已達成，距離共識只差很少。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二十六日電】本報記者
從希臘駐上海總領事館獲悉，希臘代表團團長、希
臘外交部常務副部長Dimitris Kourkoulas，本周四至
周日將造訪上海，其間他將出席於此間舉行的大型
投資招商會，並向中國企業與個人投資者推薦希臘
500億歐元（約5025億港元）資產的私有化計劃。

希臘駐滬總領館新聞參贊海恩福表示，此番希

臘訪華團的陣容，是近3年來希臘所有訪華團中級別
最高的經濟交流高官團，團隊成員除希臘外交部常
務 副 部 長 外 ， 還 包 括 希 臘 投 資 機 構 Invest In
Greece 的首席執行官 Stephanos Issaias，及希臘資產
發展基金投資項目協調主任Panos Protopsaltis。

「希臘這次在滬推出的500億歐元私有化計劃，
是二戰後全球最大的私有化推進計劃。依據希臘現
時的財政狀況及未來經濟發展趨勢，今後3年將是投
資希臘的最佳時機。」海恩福說，為籌措更多資金
應對債務支付需求，希臘政府已在今年10月宣布實
施第二輪國有資產私有化進程，歐債危機的持續發
酵，令希臘資產價格處於最佳購買時機，旅遊、農
業、基礎設施、經營性物業等資產均具較好的投資
前景。

據記者了解，即將在滬推薦的500億歐元希臘國
有資產，包括希臘資產發展基金主導的公共資產私
有化項目，以及有意向尋求投資者的私人項目兩大
內容，上述項目主要集中於可再生能源、食品飲料
、出口製造、信息和通信技術、採礦、廢物處理、
旅遊地產、大型物業、土地開發、公司股權等。

希臘駐上海總領事Kalpyris在發給本報的書面採
訪中指出，為應對危機，希臘近3年來採取了一系列
嚴格緊縮政策及相關立法，其收效顯著，目前希臘
是歐洲第二個經濟變化最快的國家，更有預測稱，
希臘不久後將出現財政基本盈餘。

ESM合法地位今再判決

希臘赴滬推銷5025億資產

▲為籌措更多資金，希臘政府今年10月實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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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
）在昨晚宣布，下任英倫銀行行長的人選是加
拿大中央銀行行長卡尼（Mark Carney），
而非英倫銀行副行長塔克（Paul Tucker）。

卡尼將會取代現任英倫銀行行長金默文的
職務，後者將於明年6月底離任，而卡尼將於
7 月 1 日履新。卡尼現年 47 歲，明年 6 月 1
日結束加拿大中央銀行行長任職，轉而出掌具
318年歷史的英倫銀行。卡尼目前是20國集團
金融穩定委員會主管，在 2003 年成為英倫銀
行委員前，他曾在高盛任職超過 10 年，他以
對全球銀行採取嚴格監管手段而見稱，並與大
銀行的高層因為資金比率需求的問題而起衝突

。卡尼在未來8年將掌管英國經濟，並對銀行
業進行監管。

奧斯本昨日於英國下議院公布這一結果，
這是他任職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項人事任命。奧
斯本打破了 30 多年的傳統，於今年 9 月份在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上面刊登廣告，面向全
球招聘行長人選。

塔克大熱倒灶
金融危機過後，奧斯本擴大了英倫銀行的

權力，使其成為英國銀行和金融體系的首要監
管者。英倫銀行行長在制定英國貨幣政策和金
融監管條例方面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擔任貨

幣政策委員會及金融政策委員會主席，並將從
明年起擔任新成立的審慎監管局董事會主席。

結果公布之前，塔克是最熱門的人選，他
此前曾因在倫敦銀行同業拆息（Libor）案中
引起法官質疑而被視為喪失了競選可能。後來
他因受到商務大臣凱布爾（Vince Cable）支
持而在過去3個月重新成為競選領跑者。

現年 54 歲的塔克在英倫銀行度過了大部
分職業生涯，他在貨幣政策及市場方面都建立
了詳備的知識。與金默文不同，業界普遍認為
塔克與倫敦的銀行業建立有良好的關係。

其他候選人還包括金融服務局主席特納
（Adair Turner）、為政府撰寫銀行改革報告
的前英倫銀行經濟顧問維克斯（John Vickers
）、桑坦德銀行英國分行主席伯恩斯（Lord
Burns）及歐盟經濟及貨幣事務委員會主席鮑
爾斯（Sharon Bowles）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