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崖談判拉布 道指挫120點
恐慌指數飆 美投資者沽貨

美國眾議院議長博納突然放棄 「B計
劃」 ，令財政懸崖談判進一步僵化。美股
應聲下跌，三大指數均急跌近1%，美股恐
慌指數更連升三個交易日，創11月中以來
新高，暗示投資者不安情緒升溫。另外，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周五晚表示願作讓步，
分兩階段討論，取代最初增收入減開支的
捆綁式談判。 本報記者 郭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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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置安心計劃青衣綠悠雅苑出籠，卻被評售價明平實
貴，不少睇樓客嫌貴轉投私樓，造就入場費幾乎平通新盤的
元朗尚悅坐享漁人之利，市場消息，該盤旺爆單日狂沽 20
伙屬今個月最旺的單日，較上周六急升4倍，連同其他新盤
昨共錄約23宗成交，較上周升1.3倍，尚悅幾乎包辦全部成
交。

綠悠雅苑昨日繼續開放示範單位，消息指不少參觀過的
市民嫌貴，若干買家即時轉投私樓，造就入場費300多萬元
呎價6000多至7000元，與綠悠雅苑相若的元朗尚悅大旺，
多得綠悠雅苑開盤帶挈，買家有比較下全部過戶尚悅，該盤
售樓處昨日人頭湧湧，氣氛熱鬧，屬出招後少見，單是四時
許已沽出 10 伙，延至傍晚 7 時許狂沽近 20 伙，包括 5 座低
層J室545方呎，售353.5萬元，呎價6486元，以及5座低層
8 室 566 方呎，售 393.9 萬元，呎價 6959 元，雖非出招後最
旺，卻是今個月最旺場的單日，並較上周六只沽4伙狂升4
倍。

消息人士稱，該盤由出招當晚開賣至今約兩個月，銷情
已突破500伙套現21億元。

新盤市場聚焦綠悠雅苑及尚悅，其餘新盤備受冷落，市
場消息，信置（00083）白石角溋玥沽出1伙，面積1376方
呎，呎價8300元，售價1142萬元，買家為港島客。另長實
（00001）荔枝角一號．西九龍昨沽出 2 伙。尚悅昨日橫掃
新盤市場，帶動整體一手成交共錄23宗，按周上升1.3倍。

二手呈個別發展，龍頭屋苑鰂魚涌太古城獲本地客斥
1880萬元連掃兩伙，分別海天閣中層F室及耀星閣中層C室
，面積823及757方呎，售1050萬及830萬元，呎價1.27萬
及 1.09 萬元，買家睇中單位交吉遂即睇即買。海天閣上手
於 1987 年以 72.8 萬元購入，帳面狂賺 13.4 倍；耀星閣上手
於1986年以76.29萬元買入，帳面狂賺9.8倍。

面對財政懸崖談判年底限期在即，加上聖誕假將
至，投資者先行沽貨套現，道指上周五收報13190.84
點，下跌 120.88 點或 0.91%，納指及標普 500 指數分
別跌0.96 及0.94%，收報 3021.01 及1430.15 點。總結
全個星期美股呈現好淡爭持，道指累計仍漲近半個百
分點，納指更升1.6%，而標普500全周五個交易日均
於 3000 點以上收盤，指數累漲 1.2%，並創近一個月
最大一周升幅。

市場憂未來兩季陷衰退
另外，在美股掛牌的港股預託證券（ADR）表

現靠穩，滙控（00005）上周五折合收報81.62元，較
港股收市價高出0.7%，而中移動（00941）則跌0.6%
至 89.62 元，中鋁（02600）表現最突出，按日上近
1.6%至 3.53 元，恒指 ADR 比例指數微升 10.2%至
22516點。

美國減稅優惠措施將於今年底到期，同時美國國
會也啟動減赤機制，將會造成政府支出緊縮，兩者疊
加的效應高達 6000 億美元，屆時財政赤字將會懸崖
般直線下跌，將令企業生產及個人消費急劇減少，加
上稅務負擔及醫療開支等上升，有機會導致美國明年
上半年陷入經濟衰退。

美國總統奧巴馬建議年薪 40 萬美元人士可延續
稅務優惠，但博納 「B計劃」則主張受惠界線上移至
100萬美元，並作為與民主黨談判破裂時的後備方案
，惟因共和黨內得不到足夠支持而撤回，而有共和黨
議員承認，美國墮崖風險增加。

不過，奧巴馬於上周五晚表態，願意作出讓步並

已向共和黨提出妥協方案，分兩階段以達成協議解決
財政懸崖危機的，將於下周假期後繼續處理問題。他
又警告，協商中的任何一方，不可能完全不改變本身
立場。

奧巴馬指出，已經與眾議院議長博納及參議院多
數黨領袖里德會談，現時首要工作是不應讓中產階層
面對加稅的痛苦，因此國會應該盡快通過法案，以確
保中產階層的稅務寬減及延長失業救助金的安排可持
續下去。

奧巴馬暗示願讓步妥協
外界解讀奧巴馬立場有所軟化。他原先要求與國

會就財政收入及開支削減安排達成整體的方案，但今

次發言內容卻暗示願意作出兩步驟安排，即先行解決
於1月1日到期的稅務寬減及較長失業救助安排。參
眾兩院預期在12月27日的聖誕假期完結翌日，重新
開始就解決自動加稅及削減開支的財政懸崖危機而展
開談判。

值得留意的是，儘管美股上周呈現窄幅波動，但
投資者對後市憂慮有增無減，美股 VIX 指數顯示
（又稱恐慌指數）已連升三個交易日，上周五收報
17.84，創11月中以來新高。若恐慌指數處於較高水
平，反映股市未來一個月會有較大變化，以及投資者
情緒較不穩定。有基金經理指出，不少投資者均希望
問題最終得以解決，否則金融市場可能出現恐慌性拋
售。

尚悅平價旺售20伙

台灣著名企業家、鴻海精密董事長
郭台銘繼入股美國極地攝影器材產品公
司GoPro之後，再有新投資舉動。

日本媒體《日本經濟新聞》引述消
息 稱 ， 台 灣 鴻 海 集 團 有 意 向 索 尼
（SONY）收購電池業務，《彭博》引
述鴻海發言人回應，不願對有關消息作
出評論，但提及公司正尋找日本企業的
投資機會。

知情人士指出，索尼正洽商把電池
事業賣給日本官民投資基金，但世界最
大電子工廠鴻海也有意收購。索尼駐東
京發言人大久保弘嗣不願評論，該公司
未有發表正式公告；而鴻海發言人邢治
平接受電話訪問時表示，鴻海在尋找日
本企業的投資機會，但不願意對報道置
評。

鋰電池使用於智慧型手機、個人電
腦、平板電腦、電動車等，佔全球充電
電池市場的最大比重。東京 Techno
Systems Research Co.分析稱，索尼
在鋰電池市場的市佔率由 2008 年第一
季的 15.4%，降到今年 4 月至 6 月的
6.9%；而索尼的電池業務截至3月的會
計年度營收約為 1425 億日圓（17 億美
元）。

索尼執行長平井一夫早前表明，該
公司電池業務考慮與業界結盟。索尼過
去四年總計虧損100億美元，面對韓國
三星電子等強勁海外對手，該公司的
Bravia 電 視 、 PlayStation 電 玩 主 機 、
Handycam 攝影機和 Cyber-shot 相機今
年的銷售均可能下滑，平井一夫表示會
設法重新專注於生產智慧型手機等行動
裝置。

索尼股價今年累跌34%，反觀日經
指數上漲18%，索尼跑輸大市，股價表
現在成份股中為第六差。上月公司公布
連續第七季虧損，但仍維持本會計年度
200億日圓獲利的預期。

日圓兌美元連跌六星期至84.24日圓，是九個月
以來最長跌幅，於上周三（12月19日）更一度跌破
20個月低位至84.62日圓，單周跌幅0.9%。日圓兌歐
元則連跌兩星期，單周跌 1.1%至 111.08 日圓，上周
三低見112.5日圓，是自去年8月以來的新低。

日本候任首相安倍晉三傾向採用貨幣寬鬆措施，
一直施壓迫使日央行制訂及達到通脹目標，自安倍於
11 月中呼籲日央行推行無上限貨幣寬鬆以來，日圓
兌美元約貶值5%。

一向看淡日圓的高盛資產管理主席奧尼爾認為，
日圓自雷曼兄弟 2008 年破產後一直被不合理地高估
，不排除一至兩年間跌至 100 至 120 日圓兌 1 美元水
平。

另有紐約投資公司 Miller Tabak 分析師直言，
日匯會逐步到達1美元兌100日圓，並期望下年美國

會有強勁經濟增長。
雖然有不少分析看淡日圓，但根據美國商品期貨

交易委員會數據顯示，投資者對日圓貶值的預期減低
，幅度是自 2007 年來最大，日圓淨短倉合約由上周
9.4萬張減少至本月18日的8.9萬張。

美國眾議院上周四（12 月20 日）就共和黨議長
博納提出化解 「財政懸崖」的 「B 計劃」（Plan B
），表決中途取消，事件令美元指數止一星期跌勢。
根據彭博訪問分析師進行調查，美元預期明年6月底
會升至1歐元兌1.27美元。

歐元企穩，上周升 0.2%至 1.3188 美元，最高見
1.3308美元，創5月來的最高。但今年整體表現麻麻
，根據彭博外匯指數，歐元兌9種已發展國家貨幣今
年累跌1%；美元累跌2.9%，表現最好的是挪威克朗
，累升4.9%。

美國財政懸崖談判無進展，油價跟隨股市受壓，
紐約期油終止六連升，單日急跌 1.47 美元或 1.6%，
上周五收報每桶88.66美元，創逾兩星期以來最大單
日跌幅，而累計全個星期亦漲 2.2%。倫敦布蘭特
期油按日亦跌 1.23 美元或 1.1%，收報每桶 108.97
美元。

美國眾院議長博納撤回後備談判方案 「B計劃」
，投資者憂慮美國國會議員將無力避免財政危機。券
商 Confluence Investment Management 首席市場策
略師 Bill O'Grady 指出，博納的舉動突顯共和黨內
部存在矛盾，並將主導權讓給奧巴馬，但毫無疑問今
年底前成功避免墮崖的機會極微，相信短期持續令資
產市場受壓。他估計一旦美國經濟明年上半年陷入衰
退，相信油價將會暴跌至 50 美元才
有支持。

對於油價早前連升六個交易日，
Tradition Energy 市場研究部總監
Addison Armstrong 解釋，油價整周
都被炒高，因為市場預期美國將解決
財政懸崖問題，如今似乎沒有速解辦
法，故回吐的幅度亦較大。花旗期貨
駐紐約能源策略師 Tim Evans 補充
，股票市場受壓，加上美元有轉強跡
象，原油市場亦難獨善其身，展望下
周仍會繼續向下調整。

市場避險情緒升溫，資金流入貴
金屬商品，刺激金價終止三連跌。紐
約期金上周五收報每盎司1660.1美元
，反彈近 1%，可是累計全周仍跌
2.1%。白銀期貨單日抽高 1.8%至每
盎司 30.203 美元，全周仍大跌 6.5%
，而鉑金及鈀金個別發展，鉑金五連

跌至每盎司1536.9美元，鉑金則反彈0.3%至682.3美
元。

多倫多道明證券公司（TD Securities）商品策
略部主管Bart Melek指出，財政預算談判仍是影響
市場的主因，當前不明朗因素增加，刺激資金流入黃
金。

另一方面，巴西 11 月增持黃金 14.7 公噸，為創
該國 12 年來最大增幅，並連續第三個月增加黃金儲
備，仍成為帶動金價攀高因素。德國商業銀行
（Commerzbank）分析師Daniel Briesmann指出，近
年多個新興市場的中央銀行，紛紛將其外匯儲備更多
元化，尤其是增加黃金佔儲備的比例，預計這個情況
至少持續至明年，並成為金價重要支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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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上周決定維持樓市辣招原本建議
，本地公司購買住宅物業不會獲得豁免買
家印花稅，地產建設商會反應十分強烈，
威脅不再收購舊樓重建，這樣只會適得其
反，惹起社會大眾反感。

市民支持樓市辣招
自港府在今年十月底將短炒住宅物業

的額外印花稅上調至最高至百分之二十，
以及外地或本地註冊公司購買住宅物業須
繳交百分之十五的買家印花稅，上述兩辣
招一出，樓市狂態初步受控，成交銳減五
成以上，但樓價跌幅仍然溫和，不到兩個
百分點，連跌三周後又反彈兩周，主要是
歐美日發達經濟體一再擴大量化寬鬆規模
，過去兩個月逾千億元資金流入本港，造
成資產價格易升難跌。

近日行政長官梁振英支持度回升，與
政府推出遏樓市措施不無關係，反映市民
支持樓市辣招。

中央要求關注民生
事實上，國家主席胡錦濤與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日前接見上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梁
振英，胡錦濤提到特區新班子迎難向上，
民生為先，而溫家寶則叮囑特區政府關注
和解決六大民生問題，當中包括了住房，
推出兩辣招穩定樓市，便是朝着紓解市民
置業難方面發展。

其實，本地公司獲豁免買家印花稅存
在一些技術問題難以解決，同時會削弱措施效力，以及
可能產生漏洞。至於收購舊樓重建，政府表示在六年內
完成才獲退回買家印花稅，地產商對此意見最大，直指
政府 「唔識」當中收購問題。事實上，六年時間可能真
的不夠，但經過商討，相信可以有機制彈性延長重建時
間至六年以上，並獲退回買家印花稅，不會影響收購舊
樓重建的誘因，不應當由此而影響物業供應。

零八年金融海嘯以來，本港住宅樓價累升一倍以上
，若然樓價升勢繼續失控，遲早會爆煲，政府有責任
出招防範出現另一場樓市泡沫爆破大災難。

樓市辣招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穩定樓市關
乎社會大眾利益，政府必然企硬，不會作
出退讓，而地產商亦不會不明白 「富人不
與官鬥」的道理吧！

▲財政懸崖再陷僵化，道指全日低走，交易員也一面詫異

日圓續貶值連跌六周見84.24

▲青衣置安心綠悠雅苑明平實貴，不少睇完示範單位的
準買家轉投私樓，入場費只300多萬元的尚悅昨日旺爆
，單日沽20伙成新盤大贏家

▲有分析師認為，日匯會逐步到達1美元兌100日
圓

期油終止六日連升
金價連跌三日反彈

▲花旗分析師表示，股票市場受壓，加上美元有轉強跡象，原油市
場亦難獨善其身

郭
台
銘
傳
購
索
尼
電
池
業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