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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大逆轉 三星注資聲寶
標誌韓國電子行業超越日本

美銀行派息將創六年新高

韓國三星電子（Samsung）昨日以104億日圓（約1.07億美元）收購日本液
晶顯示屏（LCD）生產巨頭聲寶公司（Sharp）3%的股份，業界人士認為，雖然
銀碼不大，但這是一樁 「雙贏」 生意，三星可藉此進一步搶佔智能手機和平板電
腦顯示屏市場，聲寶亦可紓緩資金短缺困境，只是曾經風光無限的日本消費電子
生產商終於要向韓國競爭對手低頭，以求生存，境況轉變令業界唏噓。另外，由
於聲寶一向是蘋果公司（Apple）主要的顯示屏供應商，觀察認為，三星此舉將對
蘋果的產品供應造成影響，並將削弱日本供應商與蘋果之間的關係。

本報記者 陳小囡

受資源投資及出口強勁增長帶動，澳洲上季
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季增長0.6%，與預
期相符，按年則增長3.1%，好於預期。近期向好
數據或表明澳洲經濟本季將加速增長，進一步降
低市場對澳洲央行降息預期，數據公布後，澳元
快速走高，兌美元曾報1.0299。

澳洲統計局昨日公布數據顯示，淨出口是上
季帶動增長的主要因素，為GDP貢獻0.6個百分
點，見近4年最高。佔澳洲GDP 54%的家庭消
費增幅意外縮小，按季僅增長0.2%。

聯邦證券（CommSec）首席經濟分析員詹
姆斯（Craig James）認為，當前澳洲經濟正處

於一種不溫不火的 「金髮經濟」（Goldilocks
economy）狀態，通脹可控，失業率較低，經濟
增長保持在正常速度，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與其
他發達國家相比也處於較低水平。相較之下，澳
洲3.1%的年增長率的確表現搶眼，美國與加拿大
經濟年增長率分別為1.6%與1.1%，英國經濟勉強
維持在0.25%，歐盟地區則收縮0.9%。

GDP數據將進一步降低市場對澳洲央行降
息的預期，央行周二表示，此前降息的作用尚未
完全在經濟中顯現，將基準利率維持在3厘不變
。央行預計，澳洲的礦業投資繁榮將在今年達到
頂峰。 路透社／彭博社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與證監當局聯手打擊由電腦程
式交易引起的市場操控問題。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聯
邦調查局加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內一個新設部門，合作打
擊市場操控，該個部門針對調查對沖基金和其他公司使用運
算法交易策略。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量化分析部門，監察有關高頻交
易公司及其暗池交易活動。交易員運作這些交易方法可以操
控市場，包括短時間內大量落單，即市場稱謂 「塞單」，或
快速輸入大額交易指令後，又快速取消交易指令，從中得利
。監管當局關注到這類電腦程式交易或導致市場操控，令到
投資者處於不利之地。但也有市場人士支持稱可以增加證券
流動和減低市場波動。聯邦調查局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有
成功合作的例子，過去3年半內超過80宗內幕交易提交訴
訟。

消息人士指稱，聯邦調查局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合作
，可以加強本身專業能力，因為如果不懂得市場的語言，不
能進行深入調查。不過，要進行刑事起訴，聯邦調查局必須
有證據證實交易員存在操控市場企圖。

金融時報

意大利選舉結果顯示選民反對緊縮預算，一
直大力推行緊縮政策的德國總理默克爾面對來自
各方壓力，為爭取支持，默克爾開始轉向波蘭等
東歐國家尋求盟友。默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是
對抗歐元債務危機兩大核心人物，兩人周三啟程
前往華沙，預期與波蘭總理Donald Tusk、捷克
、斯洛伐克、匈牙利各國領袖見面，這六國領袖
將會召開聯合記者會。不過，南歐對德國總理默
克爾透過緊縮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不滿，分析指
出，默克爾希望能爭取到東歐的支持。

德看好與波蘭合作
柏林德國國際安全事務研究所分析員指出，

德國在應對主權債務危機的盟友不是太多，反而
中歐國家在經濟和財政方面傾向德國的做法。默
克爾推動歐洲跟隨德國對應危機的做法，削減成
本，吸引投資。歐洲央行2012年的資料顯示，自
1999年來德國提升其全球競爭力22.5%，法國這
方面只是提升了1.2%，意大利的競爭力提升1.4%。

默克爾去年5月時曾經說過，波蘭的經濟進
程可以借鑒。根據歐洲委員會2月22日的報告，
2013年波蘭經濟料增長1.2%，2014年升幅料為
2.2%，超過德國的0.5%和2%。目前德國是波蘭
最大貿易夥伴，佔波蘭出口超過25%，分析指出
，對於默克爾來說，波蘭是一個極具價值的夥伴
。默克爾辦公室聲明表示，東歐之旅各國討論焦
點將集中增長、競爭力、歐元區和歐盟前途等。
分析指出，德國的策略是避免歐盟分成為歐元和
非歐元，德國仍然是歐盟維持統一的重要指引。

彭博社

蘋果的iPhone面世後，搶去不少谷歌（Google）的風
頭，然而現時投資者看重谷歌前景甚於蘋果。谷歌股價3
月5日創出歷史高位，目前市盈率為25倍，蘋果不到10倍
，兩者的差距扯大至2005年6月來最大。相對蘋果，投資
者願意為谷歌出較高價，主要是看好谷歌業務前景和盈利
能力。事實上谷歌佔美國網上廣告市場超過40%，代表在
企業每年373億美元的網上廣告開支中，佔更大優勢。

與此同時谷歌與三星的業務合作關係，搶去大量手機
軟件市場佔有額，直接與蘋果競爭。業界分析指出，只有
一間公司受惠所有互聯網世界的增長，包括視像、手機、
本地、社交和廣告，而蘋果只是在流動設備領域佔優而已
。谷歌股價周二於紐約市場升2.1%至每股838.60美元，過
去12個月狂升35%。而蘋果股價周二升2.6%，每股431.14
美元，但過去12個月股價則下跌21%。然而，迄今為止，
蘋果的市值仍然高出谷歌1000億美元，守住全球市值最高
企業地位，埃克森美孚和谷歌跟隨後面。

去年谷歌股價低於每股500美元之時，投資者已經開
始看好谷歌股價上升潛力。事實上，根據市場研究所IDC
資料，谷歌的Android軟件經已普遍使用於智能手機，佔
全球市場三分二之多，相對地，蘋果的IOS軟件僅佔21%
。蘋果本財年首季銷售升了8%至545億美元，但低過市場
預測的549億美元，此為14季度以來最弱的銷售增長，因
而谷歌更加成為投資者看重的科技股。不過，沒有人能擔
保谷歌將能否仍然是投資者愛股，因為蘋果行政總裁庫克
已經表示，正在開拓新的電視相關領域產品，而近期盛傳
蘋果研發iWatch，可能重振蘋果聲威。 彭博社

歐元區經濟第四季度跌幅為接近四年以來最大，受到貿
易和投資活動下滑拖累。歐盟統計局周三公布，第四季歐元
17國GDP按季跌0.6%，按年萎縮0.9%。歐元地區經濟衰退，
意大利政局不明朗，經濟員估計，歐洲央行周四議息將會維
持0.75厘不變，並將更新對歐元區的經濟預測。ING經濟員
指出，以經濟角度可以推測未來數月的利率走向，但現在要
加入政治局勢考慮。歐元區經濟已經連續三季萎縮，經濟員
估計2013年首季將會持續疲弱。

意大利Fiat汽車生產商行政總裁Sergio Marchionne表示
，緊縮措施不可行，對意大利消費者來說是災難。周三公布
的消費者開支跌0.4%，政府開支跌0.1%。期內歐元區出口減
少0.9%，進口亦跌0.9%。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第四季GDP按
季跌0.6%，法國經濟則萎縮0.3%，意大利GDP跌0.9%，西班
牙經濟萎縮0.8%。歐元區財長本周初在布魯塞爾開會，德國
總理默克爾對其的緊縮預算措施受批評作出回應，稱做了很
多事穩定歐元、整固預算，目前經常談到有關增長，但不能
確定增長從何而來。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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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監管機構對銀行業的財政狀況漸感滿意，認
為銀行業有足夠資本應付另一次的經濟衝擊。美國6
間最大型銀行未來12個月，料可以為投資者帶來410
億美元回報，創2007年以來最大。華爾街分析員普遍
預測，花旗、美國銀行等的大型銀行，將會回購264

億美元股份，相對去年238億美元為高。另一預測估
計銀行界派息料達到145億美元，較2012年多34億美
元。但這些派息資金仍要待聯儲局批准。

聯儲局將於周四公布美國18間大型銀行初步壓力
測試結果。巴克萊駐紐約銀行分析員指出，數年前整

個銀行業資金不足，但目前資金快將過多。雖然分析
員和投資者質疑銀行業的資金，是否足夠阻止未來再
度需要納稅人出手救銀行，但監管當局容許派息回升
至危機前水平。然而，提升派息料可刺激股價上升，
為銀行帶來增長前景訊息。

摩通料派息最多
根據彭博的分析員調查預測，美國第三大銀行花

旗集團，將於5月提升其季度股息至每股7美仙。自
2011年始，花旗集團的季度股息每股為1美仙。分析
預期，截至2014年3月止，花旗的季度派息總計將為
10.6億美元，回購股份11.7億美元，相對去年股息為
1.172億美元，並沒有回購股份行動。分析預測，美
國銀行的股東派息將有14億美元，回購股份17億美元
，相對去年共12.4億美元的派息和回購股份規模，料
增加151%。

業界分析估計，摩根大通將會是六大銀行之最，
該行派息和回購股份規模料高達153億美元，但較
2012年的188億美元減少19%。去年聯儲局要求摩根
大通停止進行150億美元的回購計劃，因為摩根大通
衍生交易虧損62億美元。

預測未來12個月摩根大通將會派息55.8億美元，
回購股票96.7億美元。市場預計下月的季度派息將會
由每股30美仙提高至每股36美仙。行政總裁戴蒙表示
，不只是摩根大通，相信2年半時間所有銀行的資本
將會過多，不知道如何處置。

澳洲上季經濟增3.1%勝預期

FBI夥美證監打擊市場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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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上季經濟跌0.9%

歐盟昨日對美國微軟公司（Microsoft）做出
5.61億歐元（約56.8億港元）罰款，因其未給客戶
提供多種網絡瀏覽器選擇，違反此前與歐盟簽訂的
反壟斷協議，這對其他與歐盟陷入反壟斷糾紛的公
司來說將是一個警告。

歐盟經過調查發現，微軟在2011年5月至2012
年7月發行的軟件中，默認網頁瀏覽器為微軟自有
的IE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未給使用該版
軟件的1500萬用戶提供其他選擇。歐盟稱這違反了
雙方2009年簽訂的反壟斷協議，因此做出5.61億歐
元罰款。

歐 盟 競 爭 委 員 會 成 員 艾 蒙 尼 亞 （Joaquin

Almunia）稱： 「遵守反壟斷協議的法律條約對我
們執行政策非常重要，未能嚴格遵守的行為是對條
約的嚴重侵犯，必須受到相應制裁」。

此次也是歐盟當局首次對違反該條例的公司作
出罰款，其最高可要求微軟賠償全球營業額的10%
，將高達79億美元。雖然相較之下，實際處罰較輕
，但也足以對其他與歐盟有反壟斷糾紛的公司作出
警告。目前谷歌因其搜索引擎的排序結果問題正受
到歐盟的反壟斷調查，但尚未進入處罰階段。微軟
與歐盟反壟斷調查小組有長期的糾紛，歐盟對微
軟的罰款總額目前已達21.6億歐元。

路透社

微軟違規 遭歐盟罰57億

谷歌股價再創新高

三星昨日宣布，以104億日圓購入聲寶3%的股
份，聲寶將向三星提供電視、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
所用的LCD平板，交易達成後，三星將成為聲寶
公司第五大股東，但不會涉入企業管理。聲寶股價
昨日曾大漲14%，收報341日圓，三星小幅上漲。

首次接受韓資注入
作為全球LCD平板業務領先的生產商，三星

在LCD和電視機生產領域曾是聲寶最強有力的競
爭者之一，而聲寶此次向三星低頭，凸顯了公司的
資金困境和日本消費電子行業的江河日下，這也是
日本電子生產商首次接受來自韓國企業的注資。業
界人士將此視為聲寶和日本消費電子行業的標誌性
事件。

受日圓高企壓縮利潤及海外LCD領域競爭加
劇影響，聲寶預期本財年將錄得創紀錄的4500億日
圓（約50億美元）虧損，公司目前正竭力獲得外部
注資，節約成本並重組業務。去年12月，聲寶接受
了來自美國芯片製造商高通公司（Qualcomm）100
億日圓的注資。聲寶去年底還曾宣布向台灣鴻海精
密（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出售9.9%的
股份，但談判一度中止並將於本月26日到期，雙方
目前沒有最新進展。

分析表示，雖然三星此次購入股份並不多，但
有利於保證其電視機LCD屏幕的穩定供應，據悉
，聲寶目前是該行業唯一掌握將大型平板製成電視
機LCD屏的生產商，可降低60吋以上電視屏幕生
產成本。而三星旗下的平板生產公司已將業務焦點
轉向更節能的有機發光二極管（OLED）的生產。

分析認為，此次收購可幫助三星逐漸外包LCD生
產而專注於OLED生產。

蘋果供應鏈或受影響
另外，聲寶向來是三星最大的競爭對手蘋果公

司的供應商，為iPhone及iPad生產顯示屏，而三星
此次收購勢必將對蘋果的供應產生影響。據報道，
交易達成後，聲寶將優先向三星提供來自龜山（
Kameyama）工廠生產的液晶顯示屏，而該廠目前
許多產品是出售給蘋果公司。分析表示，這將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聲寶對蘋果的依賴，並將影響日本供
應商與蘋果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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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經濟已連續三季萎縮，經濟員估計2013年首季
將會持續疲弱 彭博社

◀分析員預測，
花旗等大型銀行
，將會回購264
億美元股份，高
於去年

彭博社

▲向好數據或表明澳洲經濟本季將加速增長 彭博社

▶聲寶將向三星提供電視、智能手機和平板電
腦所用的LCD平板，交易達成後，三星將成為
聲寶公司第五大股東 法新社

受美國2月份ADP私人部門就業數據帶動，美股昨日延
續前一日升勢，續創新高，道指早段最高曾升66點，報
14320點，標普500指數曾升0.3%，報1544點。昨日公布數據
顯示，美國2月份ADP私人部門新增就業人數為19.8萬，好
於預期的17萬人，1月份就業人數亦從增加19.2萬人上調為
增加21.5萬人。其他市場方面，英國與德國股市昨日均創
2008年1月初以來的最高，歐洲Stoxx600指數創4年半新高，
美股標普指數也已逼近歷史高位，或於近期創新高。

美股早段升66點續創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