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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擬派錢息眾怒
基金控訴 要求發優先股及回饋股東

歐盟長期預算案擬鎖定10萬億

特稿

美國司法部控標普惹爭議
美國司法部控告標準普爾的舉動，不禁惹人懷疑，為何

穆迪投資和惠譽同樣給予有問題債券高評級，但卻不一同被
告呢？難道美國政府因為標普降美國主權評級而懷恨在心，
現採取報復行動？

信貸公司DoubleLine Capital的全球已發展信貸部主管
Bonnie Baha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到底是何原因促使美國政
府在這個時候告標普呢？若從表面看來，難道是要報標普在
2011年降美國評級的一箭之仇？穆迪和惠譽亦同樣有對有問
題的債券給予高評級，為何不在起訴之列呢？

金融危機諮詢委員會和眾議院一個小組曾經責怪標普、
穆迪和惠譽，指它們對按揭證券和債務抵押債券（CDO）
給予虛假評級，引發自從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三家評級公司合共佔去96%的全球總值42萬億美元的政府
和企業評級市場。 彭博社

由於歐洲汽車銷量急跌，標緻車廠需要在下
半年減值41.3億歐元（428.6億港元）。法國政府
昨日宣布出手，財政援助標緻車廠。

法國財政預算部部長卡于扎克（Jerome
Cahuzac）周五表示，「我們清楚明白，這家車廠
不可能，亦不可以消失，我們必須竭盡所能救援。」

歐洲聯盟的汽車銷售在去年創下19年來最大
跌幅，汽車業高層人士預期今年將進一步下跌。
去年，標緻汽車在歐元區內付運量大跌13%，預
期今年的市場將再收縮5%。一位工會領袖曾指
出，標緻現時每天虧損700萬歐元，該車廠目前
正努力試圖止血。

標緻目前正為其物業部門、廠房和其他資產
進行減值，金額高達38.9億歐元。截至去年6月

底，這些資產的價值為145億歐元。同時，標緻
亦為今年下半年作出2.43億歐元的減值。標緻財
務總監查狄倫（Jean Baptiste de Chatillon）
表示，這個數字反映出對歐洲經濟環境的審慎假
設，他們相信歐洲汽車業在一段長時間內還會受
到危機影響。

法國報章《解放》（Liberation）昨日報道
，法國政府現正研究把入股標緻作為最後一；
同時，法國政府亦可以在有需要時支持該公司的
增資計劃。標緻公司對這些報道不予置評。

卡于扎克表示，可以說的是，法國政府有可
能入股標緻，因為政府有策略性投資基金，假如
該基金真的向標緻注資，那麼可以說法國政府已
入股了該公司。

下周料公布嚴重虧損
標緻去年股價累跌55%，市值跌至21.8億歐

元。受到政府注資的消息刺激，標緻股價昨日曾
大升4.3%，至6.13歐元。不過，標緻的股價其後
倒跌，原因是接近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莫斯科維
奇的消息人士表示，法國政府介入標緻的注資一
事，仍未在議程之內。消息人士又稱，標緻業績
雖然差勁，但仍未至破產或清盤的境地。標緻的
當務之急是要推行一個恢復業績的計劃，以及鞏
固與通用汽車的聯盟。

標緻將於下周公布最新業績，隨大幅減值
，相信該公司將會錄得嚴重虧損。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日圓創23月最大升幅
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在昨日表示日圓的跌勢過急後，

日圓兌美元應聲急升1.6%，創下自從2011年3月17日以來最
大升幅，曾高見92.17的水平。全球主要財政部長將於下周
舉行會議，預料日圓匯價將成為重要議題之一。

麻生太郎昨日向東京的記者表示，日圓的跌勢過急，而
在這以前，他又曾向國會議員表示，政府未估計到日圓兌美
元會瞬即跌至接近90附近的水平。自從市場預期現任首相安
倍晉三會催促日本央行實行更大幅度的量化寬鬆後，日圓自
從去年十一月中以來至今已大跌了一成三。安倍在去年十二
月成為了日本最新一任首相。

日圓貶值後惹來多國的非議，韓國投訴此舉會危害該國
的出口，俄羅斯在上月則曾警告日本的行動會觸發全球貨幣
戰爭。二十國集團（G20）的財長和中央銀行官員將於下周
在莫斯科舉行會議。

受到麻生言論的影響，日圓兌美元曾大升1.6%，至
92.17的水平，升幅為自從2011年3月17日以來最大，其後稍
為回軟至92.65，但仍升1%。

麻生亦曾在日本國會中表示，日圓兌美元突然由90跌至
78和79之間，是非政府預期之內。

新加坡渣打銀行外匯研究部全球主管Callum Henderson
認為，現仍要看二十國集團的財長怎樣解讀麻生的言論。

另外，日本去年全年的經常帳盈餘僅錄得4.7萬億日圓
，為自從1985年有記錄以來最少，並較對上一年少過半數，
而去年十二月的經常帳，則錄得赤字2641億日圓，較分析員
所預期的金額高出八成，主要是受到出口疲弱和日本對於外
國入口的能源需求大增，同時亦足證明，單是把日圓貶值和
加大政府開支，並不足以挽救該國的經濟。

他又認為，雖然推低日圓匯價可以令企業的競爭力提高
，但是在其他方面，包括企業稅項或是投資方面，日本還處
於落後的位置。 彭博社／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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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靈魂人物喬布斯（Steve Jobs）離世後
，蘋果的創新能力便一直受到質疑，近日蘋果
的聯合創辦人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
也再度發聲，批評iPhone的創意較競爭者落後
，並大加讚揚三星和微軟的最新智能系統。不
過身為蘋果創辦人，沃茲尼亞克的批評大有 「
愛之深，責之切」的意味，他坦言心中最愛仍
是蘋果。

沃茲尼亞克近日接受德國一家網站採訪時
表示，iPhone的智能系統一定程度上落後其他
的競爭者，他稱， 「其他公司正在追趕上來，
三星是一個勁敵。」他去年曾經批評蘋果習慣
於 「粗製濫造」新版iPhone，正在漸漸落後。
他稱， 「這使我非常擔心，因為蘋果正在製造
他們已經熟知的東西，提高和改善並不是蘋果
式的創新。」他稱讚微軟的Windows Phone
操作系統非常美觀，超越了iPhone系統和谷歌
的Android系統。

雖然外向的沃茲尼亞克也曾批評過蘋果自
己研發的地圖軟件以及智能語音控制功能Siri
，不過他坦言iPhone仍是他最喜歡的智能手機
。他表示， 「蘋果使我擔憂，因為我愛蘋果。
」沃茲尼亞克在1976年與喬布斯共同創辦了蘋
果公司，不久便推出了第一代蘋果電腦。他在
1987年正式離開蘋果，不過始終關注公司的發
展 及 最 新 產 品 發 布 ， 還 曾 徹 夜 排 隊 購 買
iPhone4。

自2011年10月份喬布斯逝世後，許多分析
師認為這個科技巨頭的創新能力逐漸退步。公
司上個月公布的2013財年首季業績亦使投資者
大失所望，當日股價急挫11%，目前未有明顯
反彈。 英國《每日郵報》

歐元區中央銀行行長德拉
吉的言論對市場影響極大，相
信他現在已意識到，他的最主

要武器是自己的聲音。德拉吉周四表示歐元最近的
強勢可令通脹率下跌後，市場預期歐央行將會減息
，拖累歐元錄得七個月以來最大的跌幅。在這以前
，他亦曾在去年揚言將會買入歐豬債券，結果令市
場對於歐元區十七國經濟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令
區內的經濟得到提振。不過，時至今日，歐央行從
未有花費過一個仙，以實行其所謂的直接貨幣交易
計劃（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 Program）。

Danske銀行的經濟師在研究通訊中表示，歐央
行已成為口頭干預的大師，德拉吉周三沒有作出任
何行動，便擊潰了市場最近對於收緊貨幣政策的揣
測，情況就像上次宣布的OMT計劃，至今雖然未有
買入任何一個國家的債券，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債
券孳息大幅下跌。

德拉吉的警語令歐央行為歐洲經濟在債務危機
的困境中找到出路，不過，區內的復原可能會因為

近期歐元強勢而受阻。這樣一來，德拉吉到最後可
能要被迫履行其諾言，加大刺激經濟的力度，原因
是聯儲局和日本央行便因為推出寬鬆的貨幣政策而
令其貨幣貶值。

大和資本市場歐洲和倫敦經濟研究部主管
Chris Scicluna表示，只要投資者認為有說服力，口
頭干預匯市可望成功的，只要市場相信歐央行在歐
元變得過強時，會改變策略。他並不完全相信，歐
央行會採取進一步的寬鬆措施，以抵銷歐元匯率過
強的影響。

德拉吉自在周四的記者會中表示，歐元的匯率
並不是政策的目標，但對於增長和價格穩定非常
重要，他們將繼續密切留意歐元升值能否支持得
住，以及升值會否改變他們對目前價格穩定的看
法。

雖然最新數據顯示歐元區的經濟已開始回穩，
但是近期貨幣升值將會摧毀這些復蘇的成果。德拉
吉表示，將會在下月發報新的經濟預測，並強調歐
央行官員將繼續保持適時的貨幣政策。蘇格蘭皇家
銀行高級歐洲經濟師Richard Barwell認為，德拉吉
暗示他將會採取行動，他並不只宣之於口，他強調
在某個時期歐央行必須作出回應，不會對歐元的匯
價表現得漠不關心。

綠光資本創辦人、基金經理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周四表示，已經採取法律行動反對蘋果擬
修改公司章程禁發優先股，並呼籲其他投資者在月底
的股東大會上投票反對。他表示，這一修改將違反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投票規定。艾因霍恩在
致其他股東的信中建議，蘋果應發行500億美元的優
先股，股息4%，每季度派息。綠光資本持有130萬股
蘋果股票，擁有0.12%的股份，是蘋果的前100大股東
之一。

傳與高盛洽派錢方法
面對強大的股東壓力，蘋果表示會考慮這一提議

以及其他途徑，為投資者派錢。公司聲明表示， 「董
事會和管理層正在積極討論向股東發還現金的方法，
我們會全面考慮綠光資本提出的發行優先股的建議。
」蘋果補充道，即使公司修改章程，股東仍有權同意
發行優先股。另據知情人士透露，蘋果的董事會正與
高盛集團接洽，商討派錢方法，高盛發言人拒絕評論。

艾因霍恩表示，蘋果坐擁大量現金，許多股東與
他一樣對其資金分配政策不滿。蘋果目前所持現金達

1370億美元（約10686億港元），其中三分之二的資
金在國外，若轉移回美國將需繳納高額稅費。艾因霍
恩表示，蘋果目前所持現金相當於每股145美元。按
照他的建議，發行500億美元優先股將使蘋果市值增
加300億美元，或每股32美元。4%的股息將使蘋果支
付20億美元分紅。

坐擁10686億現金
綠光資本在去年上半年就曾建議蘋果發行優先股

，當時艾因霍恩表示，這是一種簡便且風險較低的回
饋股東的方式，對公司的金融狀況和政策方向都不會

有太大影響，亦避免繳納高額稅費，但這一提議在去
年9月遭蘋果拒絕。艾因霍恩長期以來都是蘋果的支
持者，認為蘋果正在建立一個匯聚忠實用戶的生態系
統，使其業務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優於其他在價格競
爭中利潤遭蠶食的電子產品製造商。

科技巨頭公司長期以來傾向於持有大量現金，蘋
果也因資金分配問題面臨諸多批評。去年是蘋果公司
自1995年以來首次向股東派息，公司承諾將在未來3
年回購100億美元股票，並計劃派息450億美元。目前
美國最大的20家科技公司所持現金接近5000億美元。

《金融時報》／彭博社／路透社

知名對沖基金綠光資本（Greenlight
Capital）周四入稟控告蘋果公司，反對蘋
果擬修改公司章程取消發行優先股，並要
求蘋果將其手中持有的1370億美元現金回
饋股東。面對前所未有的股東壓力，蘋果
表示會權衡這一提議及其他途徑，增加向
股東派錢，消息刺激蘋果股價在周四收高
3%，每股468.25美元。蘋果股價在周五續
升，曾見474.19美元，再升逾1%

本報記者 陳小囡

在經過15個小時徹夜談判後，歐盟地區領導人昨
日清晨接近達成2014至2020年長期預算協議，將預算
金額鎖定在9600億歐元（約10.14萬億港元）左右，
不僅大幅低於最初草案，亦低於當前7年的預算規模
。若這一協議獲得通過，歐盟預算開支將是組成六十
年以來首次下降，以英、德為首的預算強硬派在談判
中佔據了上風。

9600億歐元的預算規模將低於最初草案建議的
1.047萬億歐元，較當前7年預算的9940億歐元亦減少
3%，若順利通過，將成為歐盟歷史上首次開支規模
下降。歐盟地區領導人於香港時間昨日晚間8時30分
再度開會，官員料仍需數小時談判才有望達成最終協
議。最終協議除需獲得27個歐盟成員國通過以外，還
需要獲得歐洲議會通過。

儘管歐盟官員昨日清晨表示對達成最終協議信心
十足，但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Martin Schulz）卻
潑冷水，表示不會接受帶來赤字的協議。他表示， 「
預算金額離最初草案差距越大，我們就越有可能駁回
這一協議。歐盟的任務越來越多，錢卻越來越少，不

可避免的結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我們不會接受這種
結果。」他表示目前歐洲議會議員 「極度懷疑」這一
預算規模。

目前金額仍未達英要求
歐盟地區的長期預算談判曾在去年11月份破裂，

主要由於主張削減開支的淨出資國英、德及北歐國家
與力主增加開支的法、意等東南歐國家之間分歧過大
。其中英國一直是談判焦點，其要求大幅削減歐盟預
算，希望在11月份歐盟主席范龍佩（Van Rompuy）
所提出的9720億歐元規模基礎上再減少300億歐元。

目前金額雖然未達英國要求，不過分析指已經足
以使該國首相卡梅倫向選民交差。目前英國國內要求
退出歐盟的聲音日漸高漲，這也是卡梅倫決定以公投
形式決定是否留在歐盟後首次亮相歐盟峰會。

《金融時報》／彭博社

標緻減值428億 法擬入股

▲法國政府昨日宣布出手，財政援助標緻車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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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已成口頭干預大師

▲

在經過15個小時徹夜談判後，歐盟地區領導人
昨日清晨接近達成2014至2020年長期預算協議

▲歐元區中央銀行行長德拉吉的言論對市場影
響極大

▲對沖基金入稟控告蘋果，反對蘋果擬修改公司章程取消發行優先股，並要求蘋果將其
手中持有的現金回饋股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