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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曾考慮減息
德拉吉淡化意國亂局影響

黃金ETF兩月狂沽140噸

歐央行昨日舉行議息會議，維持基準利率在0.75厘
不變，與市場預期相符。但歐央行行長德拉吉會後表示
，本次會議曾經討論過是否降息，或表明近期受意國政
局不穩及歐元區整體經濟數據表現不一影響，歐央行內
部意見出現分歧。德拉吉料歐元區經濟下半年將緩慢復
蘇，但目前仍面臨下行風險。 本報記者 陳小囡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新堡餐廳

現特通告：徐定偉其地址為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113號地下，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13
號地下新堡餐廳的酒牌續期。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
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
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
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3月8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ew Burgh Caf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sui Ting-Wai
of G/F, 113 Hennessy Rd., Wan 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New Burgh Cafe at
G/F, 113 Hennessy Rd., Wan Chai,
Hong Ko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8-3-2013

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公告編號：2013-016
股票代碼：000022/200022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2013年2月業務量數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保證自願性信息披露的內容真
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2013年2月，本公司完成貨物吞吐量497.5萬噸，比去年同期增長
28.3%；集裝箱吞吐量完成41.2萬TEU，比去年同期增長26.0%，其中赤
灣港區完成集裝箱吞吐量30.2萬TEU，比去年同期增長23.8%；散雜貨
吞吐量完成72.3萬噸，比去年同期減少8.2%。

2013年截至2月末，本公司累計完成貨物吞吐量1069.5萬噸，比去
年同期增長12.0%；集裝箱吞吐量累計完成88.4萬TEU，比去年同期增
長5.5%，其中赤灣港區累計完成集裝箱吞吐量66.5萬TEU，比去年同期
增長11.4%；散雜貨吞吐量累計完成168.4萬噸，比去年同期增長8.4%。

截至2013年2月末，共有44條國際集裝箱班輪航線掛靠。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八日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1）湛坡法民初字第43號
羅紹倫：

本院受理原告陳艷文訴你離婚糾紛一
案已審理終結。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
2011）湛坡法民初字第43號民事判決書。
自公告之日起3個月內來本院領取民事判
決書，逾期則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
可在公告期滿後30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
狀及副本，上訴於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三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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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買賣基金（ETF）讓投資者
更容易買入黃金，令金價在過去一段長
時間不斷攀升。然而，英國《金融時報
》報道，黃金ETF正在加快沽售實金，
在今年以來不斷大手沽貨，至今已沽出
黃金140噸。

黃金ETF出現後，令整個黃金市場
產生劇變。首隻黃金基金約莫在十年前

推出，這種投資產品成功令投資者可以
很容易地買入實金，因而被譽為人民的
中央銀行金庫。

正因為這些人民的中央銀行金庫開
始沽售實金，金價便一直向下沉底。自
從一月份以來，黃金ETF一共沽售140
噸黃金，而二月份淨沽金的數量更創出
歷來最高。

沽售行動部分反映出投資者對黃金
的負面情緒，由於他們對全球經濟信心
日益增加，並把資產轉移投資到風險較
高的資產，例如股票等方面。自從去年
十月份以來，金價已下滑了12%，至約
1580美元一盎司，較2011年錄得的紀錄
新高回落了18%。

黃金ETF投資者沽售黃金，令人擔
心到金市的前景。瑞士銀行貴金屬策略
員Joni Teves指出，黃金ETF加快沽售
實金的情況令人憂慮。紐約巴克萊分析
員Suki Cooper則指出，現時不斷沽售
黃金是金價下跌的主要風險，因為黃金
ETF已成為了實金市場的重要投資者，
自從2003年首隻黃金ETF在澳洲出現以
來，這種產品一直很成功，可讓投資者
用相對低的成本，以及較簡單的交易方
法擁有實金。投資者是透過由實金支持
的信託基金所發行的股份，在交易所內
買賣黃金。

黃金ETF在全球擁有的黃金超過
2491噸，數量僅少於美國和德國這兩家
中央銀行。同時，黃金ETF所持有的黃
金數量之多，足可單獨向印度珠寶商供
貨超過四年。

保爾森黃金基金跌18%
金價大跌，令一眾看好黃金的投資

者紛紛損手。受到上月金價大跌的拖累
，有 「對沖之王」美譽的保爾森（
John Paulson），上月的黃金基金大跌
18%。他這隻黃金基金總資產值達9億
美元，主要投資在與黃金有關的股票和
衍生工具方面，在今年以來已下跌26%
。同時，保爾森旗下的Advantage基金
亦受到金屬和相關股份下跌而一同下跌
。不過，保爾森未對黃金失去信心。

彭博社

日本央行昨日結束行長白川方明任內最後一次議息會議
，會上否決了立即啟動無限買債的提案，維持基準利率與資
產購買規模不變。該結果與市場預期相符。日圓小幅上揚，
目前市場焦點已轉向下月初議息會議，寄望新任行長將加碼
量寬。

理事會成員以8比1的票數，否決了理事白井早由里要求
立即進行開放式購債，並合併兩種買債方式的提案。日本央
行曾在1月份議息會議上決定，為實現2%的通脹目標，將從
明年初開始進行開放式購債。

目前央行買債主要通過兩種渠道：一是10年設立的資產
購買項目，二是被稱為新政（rinban）的常規買債操作。在
昨日會議上，央行維持基準利率在0至0.1厘不變，並維持年
底前資產購買規模在101萬億日圓。日圓曾微漲0.1%至93.95
，日股則上漲0.3%，創2008年9月底以來新高。

更趨鴿派的候任行長黑田東彥此前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
，需要加快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以盡早實現通脹目標。分
析表示，黑田在下個月的議息會議上必須要採取大膽的行動
，否則失望情緒將會引起市場動盪。東京三菱日聯銀行策略
師關戶孝洋認為，黑田甚至有可能在下次議息會議之前便召
開緊急會議，加緊討論放寬貨幣政策。日本央行將於4月3至
4日舉行下次議息會議。 彭博社／金融時報

美國聯儲局的褐皮書指稱，受到住宅及汽
車需求上升推動，大部分地區經濟以適度及溫
和步伐增長。美國股市早段再破頂，繼周三再
創新高後，道指早段再升48點，高見14344點。

失業率持續下滑
該份最新公布的聯儲局報告表示，大多數

地區的勞工市場狀況有改善，但企業招聘計劃
仍限於數個地區，而接近所有地區住宅市場轉
強，住宅價格上升，房屋積存量下降。該報告
有助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評估勞工市場和經濟
情況，判定是否縮減或終止每月850億美元債
券購買。聯儲局下一次會議預定於3月19日至
20日舉行。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ADP數據，2月企業增

聘19.8萬員工，超過市場預期，反映勞工市場
將會持續擴大。美國失業率由2012年9月始，
維持於7.8%至7.9%之間，已經由2009年的26年
高位10%下滑。

聯儲局的報告指出，自上次褐皮書公布以
來，美國經濟整體以適度步伐增長，波士頓和
芝加哥地區擴張步伐較為緩慢。然而大部分地
區的住宅建築相關製造業活動好轉。

聯儲局低息政策推動房屋市場，根據
Case-Shiller城市指數，2012年12月住宅價格較
一年前升6.8%，為2006年以來最快升速，而由
2012年開始，該指數每月都在上升。今年1月
新屋銷售加快至按年計43.7萬間，創2008年來
最高水平。

聯儲局的褐皮書又稱，通脹壓力溫和，大

多數地區沒有提升價格的計劃，薪金壓力不大
，但部分行業因為人手缺乏，出現薪酬向上調
升現象。

來自1月20日至30日的聯儲局議息紀錄顯
示，局內部分官員對債券購買政策有分歧，數
位官員認為聯儲局應該減慢買債步伐。聯儲局
主席伯南克上周出席國會聽證會時，捍衛聯儲
局的買債行動，他稱這有助壓低借貸成本和推
動增長。

聯儲局副主席耶倫本周出席華盛頓一個演
講時說，太快結束債券購買將會打擊增長，她
表示，正在留意政策的潛在成本和風險。從
2008年以來，聯儲局維持利率於零厘至0.25厘
之間，並稱將會維持低利率水平，直至勞工市
場顯著好轉。 彭博社

經濟改善 道指再破頂

評級機構標普（Standard & Poor's）
昨日將歐豬國之一葡萄牙的主權評級前
景展望，由負面上調至穩定。標普認為
，歐洲救援國將會繼續對葡萄牙政府提
供支持，以適應經濟的疲軟表現，使該
國財政改革 「更可持續」。

標普昨日維持葡萄牙的長期主權信
用評級為BB級不變，較投資級別低兩
級。標普在聲明中稱， 「歐洲救援國很
可能會調整該國的財政整頓路線，以適
應經濟的疲軟表現，而這在經濟和社會
方面都會使葡萄牙的改革過程更可持續
，並減少了偏離改革路徑的風險」。

葡國財長加斯帕（Vitor Gaspar）
上月底曾透露，由於本國經濟前景惡化
，或可多獲得一年時間來填補預算赤字

。他估計，葡萄牙2013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在當前一輪的救援項目評估中或將被
下調1%，上一次預計為2013年GDP將收縮1%
，2014年將增長0.8%。葡萄牙上一季度失業率
升至16.9%，去年平均失業率達15.7%，政府預
測今年還將升至16.4%。 彭博社

美國大型銀行將獲知未來數年向股東回饋資
金的規模，包括股息和回購股份，聯儲局預定下
周四公布對相關銀行的壓力測試結果，可以顯示
這些銀行面對經濟低迷時期的應對能力。聯儲局
將同時通告有關的銀行對其資金回饋要求的決定
。一周後的3月14日，這些結果將會公開披露。

對於已經作出資金回饋的銀行，任何增幅將
只是錦上添花。對於其他，例如花旗集團、美國
銀行等，對其股價走勢將會產生影響。分析員預
期，整體的資金回饋是健康。瑞士信貸分析員
Moshe Orenbuch預測，今年大型銀行的總資金
回饋將升至佔盈收的63%，高於2012年的36%。
估計股息派發率將由21%升至24%，其餘的將自
回購股票。

對於銀行業來說，資金回饋能力具重要性，
因為這會激發起投資者對銀行股的看法，從而推
升銀行股股價。歐債危機風險減褪，加上聯儲局
的購買資產行動，銀行股表現漸進佳境，2012年
開始KBW銀行股指數表現優於標普500指數。獲
取聯儲局批准提升資金回饋，對部分銀行股尤其
重要，例如美國銀行和花旗等，因為這些銀行股
的價過低。

事實上，巴克萊分析報告指出，去年5隻表
現最佳的銀行股，包括美國銀行和花旗，都未有
宣布任何重大資金回饋。聯儲局要求包括摩根大
通和高盛等18間大行，等待下周的通知，周四這
些銀行只將獲初步知悉，有銀行行政人員擔心會
產生混亂，因為分開兩周公布壓力測試結果，在
這期間銀行家可能不清楚那些消息是可以向外公
布的。

美國6大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
集團、富國銀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未有就有
關測試結果事宜作出回應。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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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央行否決提前加碼量寬

▲2月企業增聘19.8萬員工，超過市場預期，反映勞
工市場將會持續擴大 彭博社

德拉吉昨日在會議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我
們討論過降息的可能，（但）普遍的共識是維持基準
利率不變。」分析稱，歐央行面臨的問題在於低息的
效果，難以有效傳遞至歐元區各個國家，核心國與邊
緣國的利率存在差距，這不是單靠降息就能解決的問
題。彭博分析師預測，歐央行未來將眼於解決這一
問題，料在明年次季之前基準利率都將維持不變。

下半年或緩慢復蘇
對於意大利上月的大選僵局，德拉吉表示，市場

在經過短時間震盪後已經恢復選舉前水平，他稱， 「市
場理解我們生活在民主制度中」，大選結果並未 「傳
染」至其他國家。意大利反對緊縮的政黨上月選舉中
贏得超過半數選票，該國民眾反對緊縮情緒強烈，經
濟改革亦有可能停滯，一度加劇歐債危機惡化風險。

另外，歐央行調低歐元區經濟增長預測，料今年
經濟增長為-0.9%至-0.1%，較3月前預測的-0.9%至
0.3%為低。2014年經濟增長預測為0%至2%，較此前
預測分別調低0.2個百分點。德拉吉稱，歐元區經濟
仍面臨下行風險，但通脹前景仍然 「大體平衡」料下
半年緩慢復蘇。昨日利率公布前，歐元曾升0.5%至
1.3028，德拉吉講話後，歐元續升至1.3064。

英央行維持買債規模
英倫銀行昨日同樣舉行議息會議，維持資產購買

規模在3750億英鎊（約5620億美元）不變，基準利率
維持在歷史低位0.5厘，因此前有跡象顯示央行官員
有放鬆貨幣政策傾向，亦有部分分析師預測英國將增
加250億英鎊的資產購買，因此這一結果稍令市場失
望。央行利率公布前，英鎊兌美元曾一度跌至兩年新
低1.4967，利率公布後，英鎊急升0.24%至1.5055。

英國經濟在過去兩年內並無明顯起色，上季度還
陷入收縮，若本季繼續收縮，英國將面臨五年內第三
次衰退。年初至今的經濟數據表現參差不齊，但近期

英鎊及國債孳息持續走低，服務業和就業數據向好，
分析認為，這是央行決定維持貨幣政策的主要原因。

在2月份議息會議上，行長金默文與另兩位貨幣
政策委員會（MPC）成員曾要求加碼量寬，但遭否
決，MPC成員為9人。英倫銀行將在今年6月份迎來
歷史上首位外籍行長，現任加拿大行長卡尼，他曾經
表示英倫銀行尚未使政策 「發揮出最大功效」。英倫
銀行將於3月20日公布本次議息會議記錄。金融時報
昨日報道，英國財相歐思邦將會給予卡尼更多權力，
令其可以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

彭博社／路透社／金融時報

▶德拉吉（左）
稱通脹前景仍大
體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