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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歐達成自由貿易協議

日本自由民主黨贏取眾議院選舉後，
市場預期候任首相安倍晉三將會迫日央行
推行進一步的量化寬鬆，刺激日本股市做
好，收市升近1%，創8個半月高位，日圓
則急跌，兌美元在昨日最低曾跌至84.48
水平，是去年4月份以來最低位。

本報記者 李耀華

▲博納（左）提出，調升每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富有人
士稅率。旁為奧巴馬 資料圖片

日央行將於本周舉行貨幣政策會議，而最新選舉
結果顯示自民黨大獲全勝，黨魁安倍晉三將會成為最
新一屆首相。在選舉前，安倍一直強調，日本央行必
須加強貨幣寬鬆的規模，同時應把通脹目標提高一倍
，由目前的1%增加至2%，以令日本早日擺脫通縮。
所以，當自民黨獲勝後，日圓隨即急跌，兌 16 種主
要貿易夥伴的貨幣匯價曾最少跌 0.2%。兌美元更一
度跌至84.48水平，創去年4月21日以來最低位。周
一倫敦早段，日圓兌美元曾跌0.5%，至83.95。日圓
兌歐元亦曾跌至111.32，是今年3月21日以來最低。

出口有利 通脹或重現
東京法國農業信貸外匯部董事齊籐佑二（Yuji

Saito）表示，今次選舉結果表明安倍一直主張的貨幣
政策將會成為事實，市場將會令日圓跌穿 85 的心理
關口。

在過去一個月，日圓兌美元已下跌了 5.6%，是
彭博社相關加權指數所追蹤的 10 隻發達國家貨幣中
，表現最弱者。美元在期內下跌了 2.2%，歐元則上
升 1.5%。從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提供的數字，
可以看到日圓淡倉已增加至2007年7月以來最多。對
沖基金與其他大型投資者的日圓淨沽合約，在 12 月
11日亦已增加至94401份，遠高於此前一周的90326
份。

東京 Rogers Investment 顧問公司的行政總裁 Ed
Rogers認為，這對日本出口商來說，十分有利。他還
相信，從日圓兌美元的走勢來看，日本的通貨膨脹可
能會再現。

核股上揚 最多飆33%
股市方面，自民黨重掌政權令日圓急跌的消息亦

刺激到日經指數上揚，收市時升 0.9%，收報 9828 點
，創下8個半月高位，即4月3日以來最高的收市水
平。日圓跌至 20 個月低位刺激一眾出口股上揚，新
力、大金工業等出口股，升幅介乎 1.4%至 5.5%之
間。

同時，由於自民黨反對無核化的措施，意味核力
發電業務將重新振作，刺激核電股大升，東京電力急
升近33%，至202日圓，中部電力和關西電力的股價
亦分別急升9.6%和17.64%。

自從安倍晉三上月促請日本央行推行無限量的寬
鬆措施和調高通脹目標後，日股至今已大升了近14%
，令日經平均指數今年以來上升了 16.25%，優於美
國標普指數的 12.4%和歐洲斯託克指數的 14.3%。分
析員認為，從技術上分析，日本股市的升勢可以維持
至中期，不只會是短期。

「財政懸崖」逼近美國經濟，眾議院議長博納提新建議，希
望能打破兩黨於削減開支談判僵局。博納建議調升每年收入超過
100萬美元的美國人的稅率。分析指出，博納願意作出此一大讓步
， 「財政懸崖」問題有望得以突破。

倡年收百萬美元者加稅
美國有望避過 「財政懸崖」危機，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美國眾議院議長博納提出，調升每年收入超過 100 萬美元的富有
人士稅率，分析認為，博納的建議有機會打破雙方談判僵局，目
前要看總統奧巴馬的回應和會否作出相應讓步，避免美國陷入
「財政懸崖」。不過，有分析指出，共和黨與民主黨已開始研究

在明年1月才達成協議的好處。
由於博納和一眾共和黨人，過往一直反對為削減財政赤字而

加稅，如果博納此舉可以打破談判僵局，將會是重要突破。
Eurasia Group 美國政策分析員 Sean West 指出，雖然將仍需要
達致協議和作最後通過，但這是一個重要訊息。接近談判消息人
士透露，博納建議調高富豪稅率，但條件是總統奧巴馬同意加大
退休和醫療計劃開支，其中包括調高領取醫療保健的合資格年齡
，並使用一個較嚴格方法計算社會退休福利。

博納的加稅建議與總統奧巴馬的仍有一段距離，奧巴馬的目
標是調高每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富有家庭稅率。博納的發言人

表示，目前遠未能達成協議，各方開放溝通，但未有協議。白宮
對博納的提議拒絕作出回應。

博納上周四與總統奧巴馬在白宮見面，周五進行一次電話談
話，雙方均表達寄望年底前達成協議，避免明年規模6000億美元
加稅和削減開支自動生率，因為這可能導致美國經濟再度陷入衰
退。

不過至今為止，談判陷入僵局，民主黨人稱除非共和黨同意
提升富人稅率，否則不準備討論任何其他事宜。然而，近期開始
很多共和黨人立場轉變，特別是參議院共和黨人，對於增加富豪
稅率立場軟化，令到博納漸變孤立。即使博納的讓步為達成協議
鋪路，但可能不足夠，民主黨人未必同意博納的削減開支建議，
或對稅率水平不滿意。

預算案工作或延至下月
據彭博報道，雖然博納表示對調升富豪稅持開放態度，但由

於談判未有進展，預算案的工作可能推延至明年 1 月。博納的提
議引起關注，因為他一向反對調高任何收入水平的稅率。不過，
無論如何，延遲至明年 1 月份才達成協議，使除了收入最高的美
國人所有人都能享有減稅優惠，這樣將比較容易讓博納向眾議院
的共和黨人推銷新的協議，原因是不論何人，到了明年1月1日當
自動加稅基制啟動後，人人都將已加稅。奧巴馬方面，亦可以履

行其對富人加稅的承諾，令他有政治本錢接受由共和黨提出的建
議。

不過，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稱，如果未能避免 「財政懸崖」
，2013年上半年經濟可能會衰退。事實上，上周奧巴馬已經降低
來自加稅的稅收門檻，由1.6萬億美元降至1.4萬億美元，議員稱
雙方必須本周初達成協議框架，才有足夠時間在聖誕假期前呈交
國會立法。如果國會不採取行動，明年 1 月所有收入水平人士都
要面對加稅。

博納退讓 美財崖突破有望

歐盟與新加坡周日成功結束歷時逾1年的自由貿
易談判，在雙方分別獲得國會同意後，料明年春季可
簽署正式協議。雙方將在貿易及金融業等服務業上進
行更密切的合作，歐盟亦將借新加坡，打開與東盟地
區自由貿易合作的大門。

雙方進口商品互免稅
歐盟貿易專員古赫特（Karel De Gucht）與新加

坡貿工部部長林勛強周日結束談判，與其他自由貿易
談判不同的是，雙方的協定並非主要關於移除關稅，
而是更多集中於減少汽車、電子及其他商品貿易在技
術方面的障礙。關稅方面，歐盟將在未來5年內為所
有從新加坡進口的商品免稅，新加坡從歐盟進口商品
則將立即免除關稅。目前歐盟是新加坡最大的出口地
區，雙方去年貿易額達740億美元。

古赫特尤其強調本次談判的示範作用，他稱，這
是歐盟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越南等國進
行談判的 「基準」，對於歐盟與東盟建立地區貿易協
定的長期目標來說，亦為重要的一步。古赫特將新加
坡稱為一個 「大門」。

他還強調，協議對作為歐盟地區金融中心的英國

大有裨益。新加坡將向歐盟開放保險、銀行等其他金
融服務業領域。古赫特稱， 「這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展示英國如何從歐盟獲益。」英國國內目前就如何平
衡本國與歐盟關係正展開激烈爭論，有聲音提議英國
退出歐盟。

英國首相卡梅倫將該協議稱為是英星兩國關係中
的 「標誌性時刻」， 「協議將利於英國的商業，並將
作為重要通道，幫助英國與其他具有活力的亞洲經濟
體建立聯繫。」

雙方還將開展在服務業領域的合作，包括環境服
務、電腦及相關服務、專業商業服務、金融服務及海
事運輸服務等。其中在金融服務領域，歐盟方面稱，
將獲得與美國同等的自由貿易條件。美國與新加坡
2004年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

歐盟近幾年正在加強同亞洲等國的雙邊貿易合作
，其與韓國的自由貿易協議去年開始運作。今年早期
，中國、日本等國亦同意將與歐盟展開正式的貿易談
判。

另外，歐盟與新加坡的投資談判將繼續進行，該
談判啟動時間稍晚於貿易談判，預料可於明年夏季結
束。

外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瑞士銀行涉及操控
倫敦同業拆息（Libor）被調查一事，據悉瑞銀
將要為此支付 16 億美元達成和解協議。事件中
，美國司法部、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英國金融
服務局和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有份介入對瑞銀
的調查。消息人士稱，周二將有所宣布。

如果瑞銀要為涉及操控倫敦同業拆息而被罰
款16億美元，罰金額將會是巴克萊銀行2.9億英
鎊的逾4倍。英國巴克萊銀行因為公司內部有員
工被指操控倫敦同業拆息，監管當局要求巴克萊
支付2.9億英鎊和解。

與此同時，消息又指，美國檢察部門官員正
在計劃起訴數名與瑞銀操控東京銀行同業折息的
銀行家，此為美國司法部首度針對涉及操控倫敦
銀行同業拆息、歐洲和日本銀行同業拆息的個人
訴訟。

據消息人士稱，瑞銀旗下部門，瑞銀日本證
券承認於 2007 年開始操控日本銀行同業拆息，
當局展開檢控程序。瑞銀、英國金融服務局、瑞
士金融市場監管局的發言人，均拒絕對和解作出
回應。

瑞銀一名發言人上周透過電郵表示，瑞銀繼
續與各監管當局緊密合作，解決與一些全球基準
利率設定相關事宜，並與有關當局緊密討論。

一年前，日本監管當局監視瑞銀旗下的日本
業務於東京銀行同業拆息市場運作，並要求改善
其內部控制規則。消息稱，上周，前花旗集團交
易員，以及其他二人，因為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調查，被英國當局扣留。消息指稱，Thomas
Hayes前瑞銀和花旗交易員，被英國嚴重欺詐調
查辦公室和倫敦市警察部拘捕。其他兩名被補人
士在RP Martin經紀行任職。

歐央行歐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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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蘋果的 iPhone 5 在中國市場大賣，開售的首周末
銷量創歷史紀錄。蘋果表示，12月14日在中國發售iPhone
5，於 3 天之內銷售超過 200 萬部。瑞銀駐紐約分析員
Steven Milunovich 卻調低對蘋果股價預測，稱擔心 iPhone
和 iPad銷售增長放緩，蘋果股價受刺激，12月14日跌至10
個月來低位。他表示，iPhone 5在中國的銷情或不如上幾代
iPhone。

蘋果周一發聲明稱，中國是 iPhone 銷售最快市場之一
。年底前，蘋果iPhone 5將於全球100個國家和地區發售。
蘋果行政總裁庫克表示，中國消費者對 iPhone 5 反應熱烈
，中國是蘋果一個十分重要市場。蘋果 9 月 21 日全球推介
iPhone 5，9 個國家和地區賣出超過 500 部 iPhone 5，首輪
發售 iPhone 5 地區包括美國、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
、香港、日本、新加坡和英國。

不過花旗調低蘋果投資評級，擔心 iPhone 5 需求放緩
，受到消息影響，蘋果股價2月以來首度跌穿每股500美元
水位。紐約開市前交易，蘋果股價報每股498.69美元。蘋果
股價12月14日納指市場跌3.8%至每股509.7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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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5在華3日銷200萬部

自民黨大勝自民黨大勝圓匯下試圓匯下試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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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黨贏取眾議院選舉後，黨魁安倍晉
三對日本央行進一步施壓，要求採取更加寬鬆的
貨幣政策，緩解通貨緊縮壓力。

安倍晉三昨日發表講話稱，央行本周的議息
會議應將本次大選結果考慮在內。他稱， 「貨幣
政策成為一屆選舉的焦點是非常不尋常的事情，
但民眾強烈支持我們抗擊通縮。我希望日本央行
本周可以將此考慮在內」。

安倍晉三計劃指導政府與央行發布一份聯合
聲明，將通脹目標從目前的1%提高至2%，以實
現名義GDP增速維持在至少3%。

日本在經過了 20 多年通縮以及 5 年來日圓
高企抑制出口之後，民眾最關心如何復蘇疲軟的
經濟。NHK電視台調查顯示，約有一半的受訪
者認為，經濟及就業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選舉議

題。安倍晉三正是抓住了這一點，他在選舉中承
諾上台後將大規模增加政府開支，大幅削減公司
稅，甚至表示央行應該採取 「無限量」的貨幣寬
鬆，較本屆民主黨政府更得人心。

民主黨政府此前主要通過提高消費稅來降低
財政赤字，並在削減企業稅上猶豫不決，導致大
量企業離開日本。相較之下，安倍的政策更傾向
於商界，受到普遍歡迎。日本頗具影響力的商業
游說組織經團聯主席米倉弘昌稱，選舉結果反映
了民眾對自民黨重建經濟的執政能力的期望。該
組織會員包括日本主要的大型企業。

不過，也有分析擔憂，安倍的財政刺激計劃
將導致財政赤字及政府債務的惡化，民主黨的政
綱中未提及該點。日本債務佔 GDP 比例目前已
超過200%，為全球最高。

安倍再向央行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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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瑞銀要為涉及操控倫敦同業拆息而被罰款16億美
元，罰金額將會是巴克萊銀行2.9億英鎊的逾4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