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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增谷歌季賺224億
IBM純利473億勝預期

美眾院就延長債限投票

受惠去年底假日旺季廣告商加大網上
廣告攻勢吸引消費者，全球最大網上搜尋
商谷歌（Google）第4季盈利表現強勁，
錄得28.9億美元（約224億港元）合併盈利
，每股盈利8.62美元，勝市場預期，不計
特別項目每股勁賺10.65美元。受到盈利增
長刺激，谷歌股價周三急升，升約5%至每
股738.20美元。同時，全球最大電腦服務
供應商IBM第4季業績亦較預期佳，股價同
告急升。

本報記者 鄭芸央

彭博社一項調查顯示，全球投資者認為，美國
目前的財政狀況，是全球經濟最大的威脅，而幾乎
一半受訪者因為預算案爭執不斷而停止投資活動。

美國眾議院於今晨左右就是否延長債務上限而
作出表決，在這以前，由於擔心美國政府在數周內
便會達到借貸上限，所以有三成六受訪者認為，美
國財政爭執是對經濟的最大威脅，比起兩成九人選
擇的歐洲債務危機和一成半人認為的中國經濟放緩
還要多。JF Asset Management一名投資組合經理
表示，若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不願意妥協，美國的
財政問題將會造成不少的潛在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去年十月把今年全球經濟
增長率降低至3.6%，比去年七月份的預測少0.3%。
不過，假如美國眾議院成功通過延長債務上限方案
，把限期延至五月十九日，投資者便可以得到暫時
的安心。

不過，即使今次債務上限得以延期，但是兩黨

在未來數月仍會就多個有關財政的議題進行爭辯，
包括四月十九日將會表決的財政預算案，所以，有
47%，或接近半數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財政亂局
拖遲了他們投資美國金融市場的步伐。相比之下，
只有三成九的受訪者表示願意如常加大在美國金融
市場投資，另外的8%則表示會積極沽貨。

至於投資決定方面，亦有四成三人表示美國的
政局未有改變他們的投資決定，只有3%則增持了美
國資產。

然而，雖然投資者對美國的財政爭拗表示憂慮
，其對美國金融市場所做成的實際影響並不大。美
國十年期國庫券孳息至今仍然徘徊在1.84厘的水平
，雖然比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1.7厘略高，但卻遠
差於過去二十五年所錄得的平均5.4厘。

股市方面，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在去年全年已升
了一成三，在周二收市時更升至1492.56，創下五年
以來最高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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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儲局上周公布數據，美國大型銀行的存款量本月
錄得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最大周內跌幅，主要受到聯邦存
款保險公司（FDIC）的保險項目到期以及客戶年底現金需
求增多影響。

聯儲局數據顯示，在截至本月9日前的一周內，美國最
大的25家銀行的資金淨外流量達1141億美元，總存款額降至
5.37萬億美元。巴克萊銀行紐約分析師高德伯格（Jason
Goldberg）表示，這一跌幅為911恐怖襲擊事件以來最大周
內跌幅。

由於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交易帳戶擔保（
TAG）項目已於去年12月31日到期，或推動部分客戶將不
再受政府擔保的現金從銀行提出，轉投目前表現良好的股票
市場或其他資產。TAG項目於08年信貸危機期間啟用，在
FDIC為存款25萬美元以上客戶所提供的擔保以外，還為1.5
萬億美元的無息帳戶提供擔保。

摩 根 士 丹 利 固 定 收 益 部 策 略 師 拉 加 帕 （Subadra
Rajappa）認為，現在流出的資金很可能是由於TAG項目到
期引發的，她表示此前已有公司客戶表示過，如果項目到期
，他們將會取出現金。

另有美國銀行家協會、摩根大通及美國銀行的多位分析
師認為，銀行存款的流失也可能是因為年底公司調整資產負
債表，現金需求增大。拉加帕亦表示，目前判斷引起銀行資
金外流的原因為時尚早。

美國銀行家首席經濟分析員切森（James Chessen）表
示，對最大型銀行來說，存款量下跌或是個受歡迎的趨勢，
因為伴隨貸款需求的疲軟，存款增加將迫使銀行購入低收益
證券，會推低銀行的邊際利潤。

美存款錄11年最大單周跌幅

由美國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於當地時間周三對
暫時延長債務上限進行投票，由於該議案由共和黨
提出並得到總統奧巴馬的支持，料獲通過的可能性
較大。此舉可暫時打破兩黨債務上限的談判僵局，
緩解市場對美國債務違約的擔憂，並使雙方談判焦
點轉移至3月初的開支削減。

共和黨此前提出議案，同意將美國債務上限暫
時延長3個月至5月19日，眾議院於當地時間周三對
該議案進行投票。這一措施將允許美國債務當局自
動提高上限，以延續財政部3個月的支出，不設定
具體數額。美國目前債務上限為16.39萬億美元，
理論上已於去年年底觸頂，因財政部緊急措施補救
獲暫時延長，若國會沒有任何協議達成，料將於2
月中旬至3月初再度觸及上限。

共和黨此舉緩解了市場對美國債務可能違約的
擔憂，也顯示了該黨正轉變談判策略，放棄用債務
上限作為談判籌碼迫使民主黨同意大規模削減開支
。不過共和黨同時要求眾議院和參議院在4月15日
之前，必須分別通過下一財年的預算方案，否則將
停止支付國會支出。共和黨表示並未放棄為大規模
削減開支而戰。

奧巴馬對眾議院行動表示歡迎，白宮發言人卡
尼（Jay Carney）表示，總統對於短期提高債務
上限 「不會擋路」，並且對共和黨談判策略的轉變
表示認可。不過卡尼稱，總統認為短期提高債務上
限無益經濟發展，仍希望可以長期提高上限。卡尼
還補充道，國會應該賦予總統可以提高債務上限的
權力。

若國會順利通過暫時延長債務上限的議案，兩
黨談判焦點將轉向另外兩個迫在眉睫的議題：將於
3月1日開始的1.2萬億美元的自動開支削減以及3月
27日到期的政府臨時支出權限，共和黨準備在這兩
項談判上向民主黨施壓。共和黨表示，若屆時奧巴
馬不同意削減醫療及福利開支，他們將啟動1.2萬
億美元的自動開支削減。

另外，國會去年授予政府的臨時支出權限將於
3月27日到期，國會屆時其會將權限延期至9月30日
，不過前提是兩黨在開支方面達成協議，否則由國
會撥款的政府主要運作都要停止。

全球最大搜尋網谷歌季度業績出色，受惠廣告商
於年底假期購物旺季的強勁網上廣告開支，谷歌第4
季度合併淨收入28.9億美元，相等每股盈利8.62美元
。季內，不計特別項目，每股賺10.65美元，勝過分
析員預期的每股10.50美元。而不計流量所得成本（
traffic-acquisition costs），淨營收98.3億美元，較一
年前的81.3億美元為高，超過路透社分析員調查預測
的96億美元。

谷歌股價勁升6%
根據市場公司ComScore數據顯示，去年最後兩

個月，美國電子商貿業總開支躍升14%。隨智能手
機盛行，除了傳統的電腦網上廣告，零售商較以前更
多使用手機廣告，然而根據網上市場行銷公司
Covario指出，目前手機廣告的佔有率仍較傳統的電
腦網上廣告低五成。

據麥格里證券行分析指出，市場原本預期谷歌的
業績有所下調，但結果較估計強勁。位於加州的谷歌
股價周二收市報每股702.87美元，場外交易一度升約
5%至每股738.20美元。周三早段，股價曾升45.12美
元，急升逾6%，報746美元。

季內不計支付業務夥伴網站銷售，營業收入為
122億美元，低於分析員估計的124億美元。撇除谷歌
去年同意出售的摩托羅拉Home部門，營運銷售為144
億美元。

谷歌收購摩托羅拉Home業務，是2012年同意以
124億美元購買智能手機生產商摩托羅拉Mobility控股
的其中一部分。去年8月時，谷歌宣布裁減4000個摩
托羅拉職位，關閉其90間廠房的三分一數目。去年12
月，Arris Group同意以23.5億美元購買摩托羅拉
Home業務。

谷歌的Android系統免費提供予製造商，目前成
為谷歌手機業務主力。根據市場公司Gartner資料，
第3季度Android系統佔全球智能手機市場72%比重。
根據ComScore，谷歌的核心搜尋領導地位未變，去
年12月佔美國網上搜尋市場份額67%。微軟只佔16%
，雅虎佔12%。雖然穩坐搜尋一哥地位，但來自臉譜
（Facebook）的競爭愈來愈大。臉譜是全球最大社交
網站，上周宣布推出新的搜尋工具挑戰谷歌地位。

IBM正調整業務策略
同日，全球最大電腦服務供應商IBM公布第4季

度業績，不計退休等開支項目，盈利升至61億美元（
約473億港元），或每股盈利5.39美元，略高於市場
預期的5.25美元。銷售則跌約1%至293億美元，亦略
高於分析員預測的291億美元。受到盈利上升消息刺
激，IBM股價周二收市報每股196.08美元，場外交易
一度升4.4%至每股204.65美元，周三早段股價報
208.21美元，升幅逾6%，曾見208美元。

分析員指出，IBM正在調整業務策略，減去沒有
表現的業務，加強賺錢潛力強的成熟業務。而佔IBM
營業收入約60%的服務合約業務，這方面按年跌12%
至179億美元。

彭博社最近一項調查顯示，在08年金融危機爆發4年後
，逾半數投資者對全球大型銀行仍然缺乏信心，認為應該縮
小銀行規模或調整報酬結構，以使市場重拾信心。

根據彭博調查結果，有60%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對銀行能
夠謹慎管理風險以及遵守法規 「沒有信心」或 「僅有一點信
心」，在修復市場信心的途徑方面，29%的受訪者認為應該
縮減銀行規模，所佔比例最高，23%的受訪者認為應該調整
銀行的報酬結構。半數受訪者表示他們對大型銀行的看法自
金融危機以來未有改觀，61%的受訪者認為，倫敦同業拆息
案（Libor）等法律醜聞影響了他們對銀行的看法。彭博社
共調查了921名投資者、分析師及交易員。

自08年金融危機政府大規模救市後，各國便一直致力於
加強銀行監管以防止悲劇重演，但其間卻受到法規衝突等影
響，各種措施難以落實或降低了有效性。目前歐美等國正在
研究替代方案，以將最具風險的銀行活動與常規金融產品分
開。美國2010年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對存款機構的短期交易
作出限制，英國正在考慮將交易部門與商業貸款業務分開，
歐盟地區則考慮將兩種方法結合運用，並考慮限制公司高管
的薪酬。

美國Windsor資本管理固定收益部分析師、受訪者之一
科菲（Lew Coffey）認為，目前的各項建議都僅是為金融體
系 「自己造成的傷口上貼一片膠布」，他認為，要重建投資
者信心，需要一系列基本措施，包括簡化銀行業務，隔絕風
險以及增加對外透明度等。

逾半投資者倡縮銀行規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昨日調低全球經
濟增長預測，料全球經濟今年增長3.5%，低於10
月份預測的3.6%，IMF還將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
調低0.1%至4.1%。

IMF預測歐元區今年經濟將第二年陷入衰退
，料收縮0.2%，一改10月份時增長0.2%的預測，
其中西班牙今年經濟料收縮最嚴重，達1.5%。
IMF稱，主要由於歐元區抗擊債務危機的進展未
能有效推動經濟復蘇，料2014年才可重返增長，
料增長1%。

IMF表示，美國的基本經濟狀況仍然保持在
軌道上，但將其今年經濟增長從10月份的2.1%調
低至2%，並調高其2014年經濟增長預測0.1%至
3%。

隨日本私人消費趨穩，日圓匯價下跌和股
市上升，商品信心出現好轉跡象。日本政府周三
調升經濟預測，這為8個月來首次。該份每月經
濟報告指出，出口好轉，經濟刺激措施將推動經
濟復蘇，但外圍經濟放緩仍是一個風險因素。

日本政府的報告稱，預計日本央行採取手段
達到2%的通脹目標。日本政府與日本央行周二
同意2%的通脹目標，此為日本結束通縮及重振
經濟的其中一步。報告稱，經濟疲弱，但部分領
域呈現觸底現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去年選舉
大勝後，呼籲日本央行採取更積極寬鬆措施，以
及擴大財務開支，誓要打敗通縮，認為這有助壓
低日圓匯價及刺激股市。

安倍的內閣本月通過10.3萬億日圓（1163億
美元）刺激經濟方案，而日本央行承受來自安倍
的壓力，周二決定推出無封頂的購買資產承諾，
由明年開始，同時把通脹目標提高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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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微
軟加入收購戴爾電腦的投資財團的談判之中，微
軟可能參與其中融資部分，包括以交易融資、股
權或者兩者兼備方式進行，據悉投資金額或逾10

億美元。
近期有消息指稱，戴爾電腦與以銀湖私募基

金為首的財團洽談私有化事宜。微軟是戴爾電腦
最大供應商，分析指出，微軟有興趣參與投資戴
爾不足為奇，但投資可能令到與其他個人電腦的
合作關係複雜化。市場流傳不同版本的潛在買
家。

戴爾電腦股價創近52周低位，周二收報每股
13.12美元，仍然低於市場預計的提購價每股13.5
美元或每股14美元。投資者認為收購事態不明朗
，限制戴爾股價上升。

摩根大通為戴爾的私有化收購交易提供顧問
，戴爾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避免交易出現利益衝
突。消息稱，投資銀行Evercore為該特別委員會
提供顧問。目前戴爾電腦正在改變業務策略，由
一間硬件生產商轉型至企業服務供應商，為進行
轉型，公司創辦人米高戴爾動用超過100億美元
進行併購，但效益仍未肯定。

微軟傳參與收購戴爾

美財政狀況全球最大威脅

▲由於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交易帳戶擔保項目
已到期，推動部分客戶將現金從銀行提出

▲IMF料歐洲今年再衰退，圖為IMF總裁拉加德

▲戴爾電腦股價創近52周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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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會去年授予政府的
臨時支出權限將於3月27日
到期。小圖為白宮發言人卡
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