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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選舉結果不明朗，市場擔心
歐債危機陰霾重燃，周二多國股市現拋
售潮，歐洲股市早段大跌，法國和德國
曾跌逾2%，英國則跌逾1.5%。美國股市
，道指早段曾升近1%，報13911點。

在四派逐鹿的議會選舉中，大選前
呼聲頗高、貝爾薩尼領導的中左翼聯盟
以不到0.5%的優勢奪得眾議院，但參議
院選舉結果膠。貝爾薩尼陣營在眾議
院贏得340個席位，貝盧斯科尼的中右聯
盟獲得124席，而看守內閣總理蒙蒂所在
的中間派聯盟卻只得45席。最出人意料
的結果是，打 「反緊縮開支」旗號、
由前喜劇演員格里洛領導的右翼五星運
動，贏得108個席位，成為議會第一大單
一政黨。

蒙蒂聯盟大敗
然而，意大利參眾議院擁有同等立

法權力，推行任何法例都要獲兩院通過
，不然 「跛腳鴨」政府將無法正常運
行。在參議院選舉中，貝爾薩尼陣營只
取得121席，貝盧斯科尼陣營獲117席居

第二。格里洛的五星運動亦取得第三多
的54席，惟蒙蒂陣營大失民心，只得22
席。

貝爾薩尼當天宣布贏得大選，但他
同時警告意大利 「正處在一種微妙的情
況下」。雖然他早前表明有意和蒙蒂陣
營組成聯合政府，但兩陣營合計仍未取
得過半數的158席。這樣一來，貝爾薩尼
還必須與貝盧斯科尼或格里洛陣營結盟
，取得過半議席才代表成功籌組政府。
否則，他的 「跛腳鴨」政府只能再堅持
幾個月，意大利就必須重新舉行大選。
而這一情況將引發的政治經濟動盪，可
能意味意大利無法堅持痛苦但又必須
的緊縮改革，這又是市場最不想看到的
結果。

老貝：重新大選無意義
雖然二戰後的意大利議會，從未出

現這樣 「反常」的選舉結果，也即沒有
黨派在議會佔明顯多數，但專家說這種
情況很可能要改變了。美國大學羅馬分
校的政治科學教授詹姆士．沃爾森說：

「這種情況以前從未發生過。」他預計
，意大利新一屆的議會在春天選出新總
統後，就必須重新舉行大選。

不過，貝盧斯科尼26日又說，應該
忽略 「瘋狂的市場」，重新大選 「沒有
意義」，是否與中左翼結盟需要仔細考
慮，意大利需要一個政府，但 「有些人
得作出一些犧牲」。蒙蒂呼籲各黨派合
作，強調各政黨都有責任確保新政府組
成。

意股跌勢三周來最大
意大利選舉陷入僵局，觸發金融市

場周二大幅波動，投資者擔心意大利政
局不穩和歐債危機惡化，拖累各國股市
下滑，摩根士丹利亞太區指數跌0.4%，
商品股和金融股領跌。日經225指數收市
跌2.3%，澳洲S&P/ASX 200指數跌1%，
香港恒生指數跌1.3%。

歐洲股市下跌，Stoxx歐洲600指數早
段跌1.3%，標普GSCI商品指數跌0.6%。
意大利股市跌勢3周來最大，FTSE MIB
指數開市早段跌4.5%至15616.97，創2月4
日來最大跌市。意大利最大銀行聯合
信貸股價大跌6.9%至每股3.9歐元，是
1月4日來最低位。意大利電訊股價重挫
8.4%至每股54歐元，創2009年4月來最大
跌幅。

美股昨日則受儲局主席伯南克積極
言論刺激，結束前一日跌勢，道指早段
曾升近1%，報13911點。

意大利的議會選舉結果對歐盟、
德國和投資者來說是可以想像到的最
大噩夢。意大利是歐元區第三大經濟
體，如果無法形成穩定的政府，再加
上病懨懨的經濟，意大利必然會拖累
金融市場。

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屬黨派和前
喜劇演員格里洛創立的五星運動的強
勁表現，摧毀了外界的期望，即貝爾
薩尼領導的中左翼民主黨和現任總理
蒙蒂在其中右翼盟友的支持下組建聯
合政府、繼續推進現任技術政府的改
革議程。貝爾薩尼和蒙蒂在參議院只

獲得了少量席位，而再拉攏其他團體
組建聯合政府的可能性非常低；在今
年晚些時候舉行新的選舉之前，市場
將不得不忍受長達數月的不確定局
面。

令人擔心的是，此次選舉結果可
能被視為對蒙蒂政府財政緊縮計劃以
及歐元區危機處理方法的果斷否決。
「歐洲的政治局勢實際上就是兩股力
量的拉鋸，一方是財政緊縮和改革，
另一方是民粹運動，」 蘇格蘭皇家銀
行歐洲宏觀信貸研究部負責人加洛
表示。 「財政緊縮是痛苦的，如果改

革不能及時實施，就會面臨社會不
安定及民粹主義抬頭的風險。在希臘
、葡萄牙或西班牙，目前還沒有發生
過這種情況，但是意大利已經很接近
了。」

意大利政局陷入僵局將對歐洲和
歐元造成沉重的打擊，進而使得意大
利與德國就歐元區未來形態和發展方
向形成對峙局面，令德國三年來為避
免這一衝突而付出的努力化為泡影。

對財政緊縮政策的公開抵制可能
很快蔓延至西班牙等國，從而迫使歐
洲當局加快對地區危機的反應速度
，否則就會面臨另一輪危機蔓延的風
險。

美國《華爾街日報》、彭博社、路透社

意大利議會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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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席位分布參議院席位分布（（席席））

貝爾薩尼貝爾薩尼
121

蒙蒂蒙蒂
22

貝盧斯科尼貝盧斯科尼
117

格里洛格里洛
54

眾議院席位分布眾議院席位分布（（席席））

貝爾薩尼貝爾薩尼
340

蒙蒂蒙蒂
45

貝盧斯科尼貝盧斯科尼
124

格里洛格里洛
108

過半數:158席

【本報訊】綜合彭博社及英
國《金融時報》26日報道：周日
進行的意大利大選換來的竟然是
政治僵局，這對於近一段時間各
方為穩定債券市場的努力來說無
異於當頭一棒。

意大利政府債券下跌，10年
期債券孳息急升，曾觸及4.93%
，此為去年11月20日以來最高。
西班牙和葡萄牙債券齊跌，德國
債券逆市上升。歐債危機數個主
要國家債息回升，西班牙10年期
債息一度升見5.59%，為去年12
月10日來最高。葡萄牙10年期債
息升39基點至6.56%。

投資者同時擔心其他財政和
貨幣問題，美國聯儲局鷹派官員
主張減慢買債或提早結束買債，
投資者焦點轉至聯儲局退市和削

減開支問題。美國總統奧巴馬政府周一
發布報告，指出自動削減開支若如期3月
1日啟動，將對國防、教育和醫療各方面
造成影響。美元匯價未因削減開支問題
出現大波動，由2月1日以來升值約2.8%。
標普500指數年初以來升4.3%，10年期美
債孳息周二跌1個基點至1.86%，創1個月
的低位。

商品市場走勢參差，期油下滑，一
度跌1.3%至每桶91.92美元，創1月4日
來最低單日價位。金價在周一曾升13美
元至每盎司1593美元，但周二在窄幅上
落。

【本報訊】綜合
法新社及路透社26日
消息：意大利右翼政
黨 「五星運動」的議

員還在為選舉勝利而陶陶然的時候，該
黨派的領導人格里洛─這位由喜劇明
星轉變的政黨領袖─26日突然成為意
大利國家前途的關鍵人物。

格里洛領導的 「五星運動」在眾議
院選舉中獲得了超過25%的支持，意外成
為議會選舉中的最大單個黨派，也是繼
中左派和中右派之後的第三大集團。羅
馬LUISS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羅伯托說： 「
格里洛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他要決定
究竟是和左派達成有線的協議還是重新

進行選舉。所有的牌都在他手裡。」
對於64歲的格里洛來說，這真是一

個令人震驚的轉折點，他在選舉期間全
國各地舉行演說，講述意大利人對緊縮政
策和腐敗政治家的厭煩、不滿。格里洛
2009年建立「五星運動」，當初只是一個反
對總理貝盧斯科尼的公民運動政黨。

僅僅3年， 「五星運動」就從一個邊
緣團體變成歐洲最多人討論的政治力量
之一。 「五星運動」通過網絡慢慢建立
起發展平台，吸引了不少年輕支持者，
並在預算吃緊的情況下展開競選活動。

SEL領導人文多拉說： 「『五星運動
』才是選舉真正的贏家。」支持者稱，
格里洛的運動給政壇注入了新鮮的生命
。但是批評者稱，這是一個沒有現實目
標的民粹主義團體，不可預料─比如
說他們提出的取消意大利債務和每周工
作20小時的主張。

有消息稱，格里洛自己不會進入議
會，因為他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曾在
一場車禍中犯下過失殺人罪，那場事故
造成3人死亡。觀察家們對他的前途感到
擔憂，一名專欄作家說： 「四分之一的
意大利人都投給了這個反對一切的政黨
。」另外一些人則比較樂觀，稱應該把
這個政黨 「當做一種資源，而不是敵人
，因為他們是意大利人的代表」。

歐債陰霾重燃 區內股市大跌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彭博社及美國《華爾街日報》26日

報道：意大利議會選舉的官方結果26日出爐，市場的擔憂也成真
，歐元區的第三大經濟體，將面臨長達數月的政治僵局。雖然在眾
議院，貝爾薩尼領導的中左翼聯盟以微弱優勢領先，但參議院選情
膠，未有任何政黨或聯盟能獲得過半席位，意大利可能在幾個月
內重新大選。

格里洛─從喜劇演員到造王者

【本報訊】據《金融時報》26日報
道：在媒體關於意大利選舉的評論中，
政治僵局和混亂、反對緊縮以及市場不
確定性是三大主題。

意大利主流報紙《晚郵報》在文中
引述了蒙蒂政府中衛生部長巴爾杜奇的
話指出，傳統政黨必須改革意大利選舉
體系，現今的選舉體系2005年投入使用
，通俗地被稱為 「豬的混亂」 ，因為這
個體系有產生不明確的選舉結果的風險
。巴爾杜奇說： 「這個體系必須盡快改
變，這是當務之急。現在的體系無法做
出任何進步。」 巴爾杜奇同時也是看守
內閣總理蒙蒂中間派聯盟的候選人，他
在議會選舉中遭受了重創。

意大利《共和國報》評論員詹尼尼
說： 「 『無政黨』 成為了意大利最大的
政黨。」 中左派報紙《共和黨報》的頭

條是 「意大利難管制：議會分裂，格里
洛獲勝」 。馬西莫在文中說到： 「這是
一個無法管制的國家，無論是從政治上
還是技術上。」

相反，另一份支持貝盧斯科尼的報
紙《福利奧日報》在網站刊登了一張老
貝在投票處十分滿意的照片，標題為：
「談判必須馬上開始」 。

在德國，《明鏡》周刊沒有對這個
結果表示意外。它刊登了一篇題為《老
貝效應：政治僵局贏得意大利選舉》的
文章。

而《紐約時報》對此的反應則是：
「儘管分析家將過錯歸咎到陷入困境的
選舉體系，但這也體現了意大利人對緊
縮政策的反對，這是一個過分龐大而不
會衰敗的國家，也是一個過分龐大而無
法脫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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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政治僵局：歐洲的噩夢
新聞透視

議會議會陷僵局陷僵局
意或意或再再大選大選

◀◀2626日在法蘭克福日在法蘭克福
，，德國交易所的交德國交易所的交
易員緊盯意大利選易員緊盯意大利選
情情

路透社路透社

▼▼一名意大利選民一名意大利選民2424日在皮亞琴日在皮亞琴
察投下選票察投下選票

美聯社美聯社

◀◀格里洛格里洛2323日在熱那亞投下選票日在熱那亞投下選票
路透社路透社

◀◀2525日在羅馬日在羅馬
，，貝盧斯科尼貝盧斯科尼
的競選海報被的競選海報被
畫花畫花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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