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B5國際經濟責任編輯：孫紹豪

韓紐出口術干預匯市
全球貨幣戰迫在眉睫

倫敦西城區商廈租金最貴

全球貨幣戰爭迫在眉睫，韓國和新西
蘭在昨日再出口術干預匯市，連同較早前
曾發聲的菲律賓，以及真正入市的巴西，
全球爆發貨幣戰爭看來勢所難免。而在新
西蘭央行行長惠勒周三警告隨時準備干預
匯市抑止紐元進一步升值後，紐元兌美元
應聲下滑0.9%。

本報記者 鄭芸央

俄去年非法流出資金3822億

各國對匯率過強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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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長惠勒周三聲言，他隨時準備干預匯市

央行行長金仲秀周三表示，必須抑止貨幣市場投
機交易。總統朴槿惠發言人電郵聲明表示，將會
採取預備和有效行動捍衛

央行行長Amando Tetangco於2月15日稱，維持
宏觀審慎措施，確保匯率水平與基本面符合

央行2月15日沽出逆向貨幣掉期合約，抑止貨幣雷
亞爾的升勢

歐盟國家有關巴塞爾協議的談判於當地時間周二
宣告破裂，其中最大障礙在於各國在銀行員工的獎金
限額方面分歧過大，談判將於2月27日（下周三）重
啟。

歐洲議會中負責巴塞爾協議立法工作的議員卡拉
斯（Othmar Karas）稱， 「我們還未做好準備。」據
到場人士稱，現場談判氣氛緊張，甚至出現相互叫喊
的情況。

歐盟經濟及貨幣事務委員會自去年就呼籲對銀行
固定薪酬以外的獎金進行直接限制，在本次會議上，
有國家希望重啟去年12月達成的協議草案，將銀行獎
金限制在不能超過固定薪酬兩倍，只有在銀行多數股

東同意的情況下，才可發放超出這一限額的獎金。不
過這一提議遭到英國等國家的反對，相關官員表示，
英國希望歐盟保持現有的規定，允許延遲支付獎金或
追回獎金，但並不希望加強限制。英國是歐盟地區的
金融中心。

德、法等國則支持歐洲議會加大對獎金額度的限
制，認為這有助於規避再度陷入金融危機的風險。不
過，卡拉斯表示，各方在2018年前實行新的流動性比
率上達成了共識，這一時間較上月全球監管者通過的
日程表提前一年。

歐盟目前正致力於就巴塞爾協議Ⅲ達成立法規定
，將該地區銀行從賺錢機器重塑為公用事業部門。巴

塞爾協議Ⅲ於2010年發布，是全球為避免重陷金融危
機而加強資本要求的重要協議之一。

目前來看，各國仍有望在下周談判上達成協議
，但是分析認為，針對員工的固定收入設定獎金上
限，將增大銀行想方設法提高員工固定收入的風險
。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研究員弗隆（Nicolas Veron）
認為，對銀行獎金加強限制對該行業改革的作用微
乎其微。

另外，歐洲地區銀行還面臨更嚴格的業務透明度
要求，歐洲議會希望銀行公開在各國的盈利及納稅情
況，但遭到多數歐盟成員國的反對。銀行擔心這一要
求會造成會計上的混亂，以及在納稅方面承受更多公
眾壓力。為應對更加嚴格的資本規定，包括巴黎銀行
、德意志銀行等歐洲大型銀行近期紛紛進行裁員、出
售股票或削減成本。

前景樂觀 全球股市登四年高峰

歐盟巴塞爾Ⅲ談判破裂

股票交易員對全球經濟前景表現樂觀，並
滿意現在的企業盈利表現，加上憧憬全球中央
銀行將繼續實行無限量化寬鬆，消息刺激全球
股市在昨日曾創下四年以來最高水平，富時全
球指數曾升0.3%，至236.6，亞洲股市更全面揚
升，延續十八個月的新高。美國股市早段曾升
20點，報14056點。

全球股市在昨日一度升至四年新高，富時
全球股市指數曾升0.3%，至236.6，創下自從
2008年6月以來最高水平。憧憬全球經濟復蘇
，亞洲股市連續三天錄得上升，摩根士丹利資
本國際亞太區指數曾升1.1%，至135.49，摩根
大通資產管理公司的全球市場策略員Grace
Tam表示，大體上，今年的情況比往年好，在
中期而言，她們對股市的看法仍然十分正面，
原因是全球的貨幣政策仍然十分寬鬆。

韓股最勁 升近2%
自從去年十一月份以來，大摩亞太區指數

已上揚了9.9%，主要是受到日股的帶動，原因
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承諾推出措施打擊通縮，
並向日本央行施壓要求加推量化寬鬆。

韓國股市昨日表現得最好，收市時升近
2%，至2024點，其次是深圳綜合指數，升
1.86%，至969.38點，菲律賓和印尼股市雙雙
創新高，泰國股市亦升至十九年以來最高。
菲股收市時升0.42%，至6648.57，超過周二所
創的6632.56歷來最高水平。印尼股市收市時
亦升0.7%，至4634.45的歷史新高。泰國股市
收市時亦升見1546.64，創下十九年來最高，
原因是泰國央行如期維持利率不變，並表示
該國經濟今年的增長將優於預期。日本雖然
在一月份錄得破紀錄的貿易赤字，但因為出
口錄得八個月以來首度回升，日股收市時亦
升0.8%，報11468點。其他包括新加坡、越南
、澳洲、台灣和香港等股市皆錄得升幅。投
資界人士認為，市場在出現明顯的利淡消息
以前，升勢將會持續。

歐洲股市昨日早段變動不大，斯托克歐
洲指數曾微升0.1%，至289.81的水平，德國和
英國股市亦升接近0.5%，但法國股市則有回吐
壓力。

美國股市周二收市時均曾升至五年新高，
道指收市時升53.91，或0.4%，至14035點，標

準普爾五百指數則收報1530.94，升0.7%，兩個
指數的收市水平均為2007年10月以來最高。
Office Depot與OfficeMax股價分別漲9.4%和
21%，原因是有消息傳出兩家公司將會合併。
至於美國金融類股份亦上揚，美國銀行和花旗
銀行股價均升超過1.3%。

未來升勢或將受阻
標普指數自從年初至今已升了7.3%，距離

2007年所創下的14164.53只差2.2%，道指離歷
史新高14164.53更只差0.9%而已。芝加哥期權
交易所的風險指數在昨日亦錄得自從2007年4
月以來最低水平，跌1.2%，至12.31。

不過，亦有分析警告，大市未來的升勢將
會受阻，原因是美國和歐洲的財政問題目前仍
未解決。

谷歌升破800美元創新高
全球最大網上搜尋公司谷歌股價昨日一度

升至806.85美元，創歷史新高，亦是歷來首次
升破800美元。原因是手機程式日益普及，有
助其增長。

日本政府誓言採取措施刺激經濟造成日圓匯價大
跌，韓國和菲律賓政策當局正在想辦法抑止資金流動
，巴西本周曾經入市阻止其貨幣雷亞爾升值，新西蘭
央行行長惠勒周三聲言，他隨時準備干預匯市。新西
蘭央行行長惠勒的言論一出，紐元兌主要貨幣下滑。
惠勒周三於奧克蘭一個製造業和出口商演講時直言，
準備干預紐元，紐元兌美元一度跌0.9%。

紐央行準備干預匯市
匯市分析指出，央行應該會有所行動，新西蘭

央行行長惠勒的這言論反映20國峰會的立場，似乎
為準備干預匯市的央行預開綠燈，只要這些央行不
及一個特定匯率水位。自從2008年底以來，紐元狂
升45%，升勢緊追澳元。2011年8月1日紐元觸及
88.43美仙高位，創1985年匯率自由浮動以來最高位
。對上一次新西蘭證實干預匯市是在2007年，當時
紐元兌美元升至76.39美仙高位。根據新西蘭央行的
數據顯示，央行分別在2011年11月及12月沽出規模
2.63億紐元（2.21億美元）。而澳洲央行副行長
Philip Lowe早於去年12月時已稱，不排除透過干預
應對澳元不尋常的高位。

隨熱錢由發達市場流入，觸發資產泡沫和出口
競爭，過去一個月亞洲地區的政策當局發出抑止匯價
波 動 聲 音 不 絕 。 韓 國 央 行 行 長 金 仲 秀 （Kim
Choong Soo）周三於一個經濟員會議上稱，必須抑
止貨幣市場投機交易。韓國總統朴槿惠發言人電郵聲
明表示，將會採取預備和有效行動捍衛。

韓央行指須抑投機交易
菲律賓央行行長Amando Tetangco於2月15日稱

，維持宏觀審慎措施，確保匯率水平與基本面符合。
南美的巴西央行2月15日沽出逆向貨幣掉期合約，抑
止貨幣雷亞爾的升勢，這是本月第二度行動。巴西貨
幣雷亞爾年初以來升值4.9%，為彭博25隻新興市場貨

幣中升幅最大的一隻貨幣。
來自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開會後，承諾不要

以匯率競爭為目標，但沒有點名批評日本的貨幣貶值
政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呼籲日本央行無限印銀紙的
寬鬆政策，日圓兌美元急跌13%，為主要貨幣中跌幅
最勁。日本央行上月接納2%通脹目標，並無設有限
期，將由2014年開始無限資產購買措施。

私人商業地產服務公司高緯環球的最新統計顯
示，倫敦西城區（West End）再度超越香港中區，
成為全球商廈最高租金的地區。

港排名跌至全球第二
高緯公布2013環球商廈年刊，顯示因為倫敦優質

的商廈缺乏令競爭更加激烈，因此商廈租金上升2%
，使倫敦西城區成為全球商廈租金最高的地區。香
港中區商廈租金在2013年排名下跌至全球第二位，而
去年排名第八位的里約熱內盧南區（Zona Sul）的平
均租金與之前一年相比，錄得43%的增長，令里約熱
內盧在2013年躋身全球首三位。

高緯環球倫敦市場主管Digby Flower表示，作為
一個真正的國際城市，倫敦對企業的吸引力並未減
弱。由於倫敦地區缺乏優質物業，所以商廈平均租
金在過去一年上升。同時，英國經濟逐漸復蘇，高
緯環球預期租金將再度上升。

全球甲級商廈平均租金在2012年錄得3%的增長
，主要是受到南美洲市場的強勁增長所帶動，其中

以巴西及哥倫比亞最為突出。儘管情況如此，但世
界各地很多市場仍未擺脫經濟不明朗的陰霾，令租
戶取態趨於審慎。由於全球經濟前景仍欠明朗，高
緯環球預期企業嚴格控制辦公室租賃開支的趨勢將
持續。

環球經濟增長步伐放緩，令亞太區的商廈平均
租金按年僅增長3%。雖然香港及東京的商廈平均租
金在2012年明顯下降，但此兩城市仍分別佔據全球排
行榜上的第二及第五位，反映其在全球商業市場中
的重要地位。

高緯環球香港區執行總監蕭亮輝表示︰ 「在過
去的十二個月，中區商廈需求放緩，導致租金向下
調。主要原因是銀行和金融機構重組，以致辦公室
需求減少。我們預期租金在未來一年仍將受壓，但
有望於2014年初回復升軌。」

雖然北京的商廈平均租金在過去兩年累積巨大
升幅，但租金水平在過去十二個月維持平穩，令北
京降至全球第七位。由於北京商廈市場未來新供應
增多，租戶將有更多選擇，市場趨於由租戶主導。

英倫銀行的會議紀錄顯示，行長金默文雖然要求
把量化寬鬆規模的目標額度提高，但由於附和者人數
較少，大部分委員傾向減息或是購買更多種類的資產
，所以金默文的意見最終被否決，市場估計英倫銀行
將會因此而快將減息，英鎊兌歐元曾跌至十五個月低
位。

英倫銀行本月的會議紀錄上顯示，委員們已準備
提高量化寬鬆的規模，以支持英國的經濟復蘇，不過
，他們仍然懷疑目前的貨幣政策會否對刺激經濟增長
有作用。在一場更全面的討論中，反映出他們相信央
行能夠做的其實有限，認為其他政府部門亦應為刺激
經濟負責。

會議紀錄顯示，英倫銀行行長金默文、費希爾和
David Miles希望把購買資產的目標提高250億英鎊，
至4000億英鎊，但由於被貨幣政策委員會其他六名委
員反對，金默文的提議最後被駁回。他們認為，英國
目前的經濟增長仍然疲弱，而且將會面臨多股逆風。
他們又相信，在現時的環境下，英倫銀行應更專注於
解決某方面的困難，比進一步購買資產更佳。

由於會議紀錄同時顯示出委員們認為減息或是購
買更多種類的資產可能更有用，英鎊兌歐元因而在昨
日曾急跌0.7%，至87.48便士，創下十五個月以來最
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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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倫敦西城區

香港中區

里約熱內盧南區

新德里干諾廣場

東京

莫斯科商業中心區

北京商業中心區

紐約中城區

悉尼商業中心區

巴黎商業中心區

去年每月呎租
（港元）

170.30

119.60

107.25

105.30

101.40

91.00

85.80

83.85

77.35

68.90

▲美國股市早段曾升20點，報14056點

▲市場估計英倫銀行快將減息，英鎊兌歐元曾跌至十五個
月低位。

▲新西蘭央行行長惠勒周三聲言，他隨時準備干
預匯市▲

韓國央行周三稱，必須抑止貨幣市場投機交易

俄羅斯央行周三表示，2012年有490億美元（約3822億
港元）非法流出海外，相等俄羅斯經濟生產總值2.5%。外
電引述俄羅斯央行報道稱，由俄羅斯首都流出的資金，包
括來自稅款，以及透過投資獲取的盈利轉移，規模去年減
至568億美元，相對2011年為805億美元。俄羅斯央行行長伊
格納季耶夫（Sergei Ignatyev），接受當地傳媒訪問時說，
490億美元非法流出的資金，可能涉及不正當交易，可能與
毒品或大財團的職員提供回佣有關，或作為避稅。

或涉及不正當交易
資金外流打擊俄羅斯經濟，並被視為缺乏投資者信心

的形象，事實上來自投資者調查報告顯示，投資者關注的
不獨是貪污問題，還有擔心缺乏法治獨立，擔心俄羅斯的
政治對經濟構成影響。俄羅斯總統普京承諾打擊貪污為首
要任務，並進行連串新的調查行動，其中一個與前任國防
部長謝爾久科夫（Anatoly Serdyukov）有關。

伊格納季耶夫表示，超過一半這類被投資者稱為 「灰
色計劃」的資金運作，由一些企業組織進行，互相之間似
乎有關連。他表示，事件令人聯想到由一群組織嚴密的團
體控制，不過他沒有點名指出。俄羅斯央行行長伊格納季
耶夫擔任央行一職11年，將於6月退休，繼任人選仍待提名
。伊格納季耶夫呼籲需要立即立法，容許銀行有權關閉用
作不當目的的存戶戶口，以及收緊成立公司的規例。

不過，官方對有關報告不作回應，稱數字被誇大。當
地反貪污活躍分子稱，可以透過不同方式把資金流出海外
，包括空殼公司等。據外電報道，過去8年間流出俄羅斯的
非法資金升幅超過一倍，據於華盛頓的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推測，由2004年開始平均每年有620億美元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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