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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私人機構就業與服務業數
據大幅遜預期，美股早段明顯下跌，標
普500指數在周二續創新高後，昨日早段
跌0.4%，報1563點，道指跌73點，或
0.5%，報14629點，納指跌0.2%，歐股
同樣受累下跌超過0.5%。

本報記者 陳小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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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

塞浦路斯當地時間周二與歐盟、歐央行和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組成的 「三頭馬車」，就100億
歐元援助計劃的具體細節簽定備忘錄，塞浦路斯下月
將獲得第一筆援助貸款，緩解本國銀行業危機。歐元
區財長將於今天討論備忘錄內容。

備忘錄文件列明了塞浦路斯需要進行的財政改革
步驟，以及在公共行政、養老金、醫療及勞動力市場
等方面的改革內容等。

按照備忘錄規定，塞浦路斯今年的基礎財赤佔國

內生產總值（GDP）比例將為2.4%，約3.95億美元，
去年財赤比例為1.9%。預期明年這一比例將擴大至
4.25%，2015年收窄至2.1%。到2016年，塞浦路斯有
望實現2.04億美元基礎盈餘，佔GDP比例約為1.2%，
2017年盈餘比例將擴大至4%。 「三頭馬車」據此財
赤目標得出，塞浦路斯今年經濟將收縮近8%，明年
將收縮3%，2015和2016年將錄得1%的增長。

此外，塞浦路斯將通過出售國有資產，包括出售
所持的通訊、電力及港口企業的股份，來籌資14億美
元。為改善公共財政，塞浦路斯還將凍結公共部門養
老金，並將退休年齡延長兩年。該國還將通過發展旅
遊業和出售天然氣等方式籌資，並計劃提高多種稅率
，包括煙酒稅、附加稅、企業稅及資本利得稅等等。
塞國政府希望通過以上措施，使債務佔GDP比例在
2020年降至100%。

另外，塞浦路斯新任財長哈里斯．喬治亞季斯
（Harris Georgiades）昨日正式就職，他上任後面臨
穩定本國銀行業，及恢復塞浦路斯離岸金融中心地
位的重任。

塞浦路斯救援方案使大額儲戶承擔60%以上損失
，並對銀行實行歐元區內首次資本管制，對本國金融
地位造成打擊。救助協議也旨在降低塞浦路斯對外國
客戶的吸引力，給金融業 「瘦身」，去年金融業佔塞
浦路斯GDP比例達40%。

路透社／彭博社／金融時報

塞與三頭馬車簽備忘錄

美就業服務數據差美就業服務數據差

美國研究機構ADP昨日發布最新數據顯示，
3月份私人機構新增就業15.8萬人，大幅少於彭
博社預期的20萬人，並且增幅見5個月來最低，
其中建築部門就業未有任何增加，是主要拖累原
因。美國服務業仍然是新增職位的主要來源，3
月份比2月份的新職增加了15.1萬個，而商品生
產新員工目數只增加了7000個，是過去6個月以
來最低的升幅。美國勞工部將於本周五公布3月
份非農就業數據，根據彭博社預計，新增就業職
位將達20萬個，失業率將維持在7.7%不變。

服務指數四年最大跌幅
同樣於昨日公布的美國3月份供應管理協會

（ISM）服務業指數降至54.4，低於上個月的56
並遜於市場預期的55.8，同時為去年8月份以來
最差。而ISM非製造業指數的就業調查指數，更
由2月份的57.2大跌至3月份的53.3，創四年以來
最大跌幅。量度新訂單情況的數據亦由58.2跌至
54.6，商業活動指數由56.9回落至56.5。而價格
指數亦從61.7大跌至55.9。

疲軟的經濟數據拖累美股與歐股集體下跌，
歐股昨日午段普遍跌逾0.5%。在周一公布的美國
3月份製造業指數同樣較預期遜色，分析指出，
這反映出面對聯邦政府各方面削減財政開支的措
施，今季的經濟將增長乏力。

美企可社交媒體發業績
另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周二宣

布，將允許美國企業在Twitter及臉譜（Facebook
）等社交媒體上發布公司業績，或更新公司最新
活動，但需要事先通知投資者發布時間及方式。

SEC在一份對網飛公司（Netflix）的調查報
告中發布了以上最新規定，該公司在去年7月曾
在臉譜主頁上發布月度收視率結果，而未進行新
聞發布或採用SEC文件格式。SEC稱，由於企業

使用社交媒體披露公司活動的條例並不完善，因
此並未對網飛採取法律行動。

SEC執法部門代理主任George Canellos在一
份聲明中表示，多數社交媒體完全適用於公司與
投資者交流信息，但需確保投資者事先知情從何
處獲悉新聞。

美 國 聖 克 拉 拉 大 學 法 律 系 教 授 Stephen
Diamond表示，社交媒體極有潛力為市場創造更
加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份報告顯示出SEC的靈活
性，也顯示出政府機構樂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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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澳洲大選還有5個月，澳洲財長
斯萬（Wayne Swan）決定延長澳洲央行
行長史蒂文斯（Glenn Stevens）的任期，
理由是為維持穩定的需要。

斯萬周三於堪培拉表示，澳洲央行行
長史蒂文斯的7年任期，本來預定今年9月
17日屆滿，即是選舉後的三天，現應史蒂
文斯的要求，他的任期延長多3年。斯萬
同時委任凱瑟琳．法格（Kathryn Fagg）取
代吉莉安．布羅德賓（Jillian Broadbent）
為央行理事，任期五年。

分析指出，央行行長的人選可能會成

為政治問題，對市場產生負面影響，延長
史蒂文斯的任期，情況就明朗化，事實上
史蒂文斯被視為強而有力的央行行長。

現年55歲的史蒂文斯，在截至去年12
月止14個月期間，減息1.75厘，應付礦業
和製造業活動減弱的難題。斯萬表示，毫
無疑問，史蒂文斯對澳洲經濟表現，以及
穩定金融貢獻甚大，也是全球主要的政策
制定者之一。

史蒂文斯每年收入接近100萬澳元，
他的大幅減息行動有助澳洲避過2009年全
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 彭博社

澳央行長任期延3年

美國能源工業昨日
突然提出一個新穎構思
，就是把原油出口到外

國。在數年前，這種想法根本不可能出現。
康菲石油的行政總裁蘭斯（Ryan Lance）曾在本

月較早前表示，我們活在彼此聯繫和相互依存的世界，
需要自由貿易，而在某角度來看，還包括出口石油。

反對這個想法的人士認為，讓美國石油出口到其他
地方將會推高消費者和企業的用油成本，並會令美國更
依賴石油入口。

有些能源業的高層表示，出口石油可以解決美國煉
油廠正面對的問題。美國正在生產了愈來愈多的輕質原
油，但是大部分的煉油廠現時所處理的，是來自拉丁美
洲和其他地方的重質原油，含硫量較高，比提煉輕質原
油時遇到的困難較大。

荷蘭皇家蜆殼美國部門主管Marvin Odum在上月
表示，部分在美國出產的原油，應該出口到其他煉油更
容易的地區，例如墨西哥或是西歐。蜆殼和其他產油商
將因為可以把石油賣給更多競投者，包括美國以外的買
家而受惠。

不過，現時仍未有跡象顯示，石油公司定出了正式
的計劃，以推進美國出口石油，儘管美國石油協會曾表
示，可能會在未來支持這種行動。

然而，美國任何出口石油的計劃可能會遇到強烈反
對，主要是那些希望美國繼續減少對外來石油依賴的人
士，以及那些可以從較低成本的美國原油中賺取更多利
潤的煉油廠。全美國最大的獨立煉油商之一，以及美國
大型當地石油買家Valero Energy公司表示，現正細心
研究有關計劃。

同 時 ， 這 個 構 想 很 大 機 會 得 不 到 民 眾 的 支 持 。 Global
Hunter Securities的分析員Mike Kelly表示，原因是原油佔去汽油
價格七成二，美國石油公司將被強烈要求解釋，為何美國要把自己
生產的原油出口到其他地區，但又不願意減低零售油價。

眾議院能源和商務委員會將會在春季舉行聽證會，為可能出口
石油和汽油而作證。但是部分民主黨國會議員卻促請對有可能出口
石油實施更多的禁制。民主黨人馬基等在上月提出了一項法案，令
聯邦政府不能接受把石油出口到其他國家的石油公司。馬基指出，
美國的石油應不可出口，亦不可以付運至歐洲或是亞洲以增加石油
公司的利潤，而應保存在美國國內，以保障當地人的利益。

石油顧問公司Turner, Mason & Co預計，美國預期在2020
年將會每天出產900萬桶，比2011年的數字幾乎上升了一倍，與此
同時，美國提煉輕質原油的容量每天將為800萬桶，僅略高於現時
的每天770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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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首季主要併購案
收購者

美國巴郡、3G資本
美國自由媒體國際
美國銀湖資本、
米高．戴爾

美國康卡斯特電訊公司

荷蘭皇家蜆殼

資料來源：Mergermarket

目標公司

美國亨氏食品
英國維珍媒體

美國戴爾

美國NBC環球媒
體49%股份

西班牙雷普索爾
液化天然氣資產

成交金額
（億美元）
273.62
218.55
217.75

（競標，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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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全球併購活動今年年初表現平平，雖然2月份
湧 現 出 多 宗 大 型 併 購 案 ， 但 根 據 諮 詢 公 司
Mergermarket的數據，今年首季，全球併購交易金
額錄得4059億美元（約3.2萬億港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10.3%，為10年來最差開年表現，更較去年末
季大減近45%，唯有美國及非洲中東地區的年初表
現較去年同期為佳。

美年初併購交易升30%
根據併購諮詢公司Mergermarket發布的最新報

告，今年首季全球併購交易金額為4059億美元，較
去年同期的4523億美元減少了10.3%。而由於去年
末季全球併購交易額見5年新高，因此今年首季交
易額按季大減44.9%，為連續第7年首季表現差於前
一年末季。不過，今年初平均每宗併購金額超過3
億美元，為連續第四季度達到這一新高。

Mergermarket表示，併購活動按年減少，很大
原因是由於去年同期出現的大型併購案，去年2月
份，瑞士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嘉能可（Glencore）以

320億美元收購礦業公司斯特拉塔（Xstrata），極大
推升了去年首季併購金額。此外，歐債危機及美國
自動削支所帶來的影響尚不明朗，亦對企業活動產
生抑制。

報告顯示，今年初超過100億美元的大型併購
交易額達到877億美元，較去年的707億美元為高，
其中規模最大的為巴菲特的巴郡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聯手3G資本（3G Capital）以273億美元
收購美國食品公司亨氏集團（Heinz）。

歐洲交易額按年減28%
報告還將尚未完成但提出正式競購的交易列入

其中，包括戴爾（Michael Dell）聯手銀湖資本（
Silver Lake）提出以217億美元私有化美國電腦公司
戴爾（Dell）。而在這兩宗大型交易推動下，美國
私募股權投資正持續恢復，今年首季錄得848億美
元交易額，見2010年末季以來新高。美國年初所有
併購交易較去年同期增長30%。

另一個增長亮點來自非洲及中東，該地區年初

交易金額按年大增101%，主要受惠於地區內能源、
礦產及公用事業公司投資的增長。相較之下，歐洲
地區交易額按年減少28%，錄得1161億美元。

瑞士信貸全球併購主管Scott Lindsay表示，併
購市場的發展仍然不均衡，與市場預期相比並不活
躍。他補充說，從歷史上看，併購交易與股市表現
相關性較高，隨近期美股不斷創下新高，併購活
動理應呈現增長。

但也有分析師指出，由於美國年初採取增稅措
施，導致部分企業將本應在今年首季進行的併購交
易，提前至去年末季，造成今年首季表現一般，分
析認為不應以首季數據判斷全年表現，對未來併購
增長趨勢有信心。

另外，在併購活動的諮詢機構排名中，摩根大
通參與了今年首季最大的4宗併購案，共完成46宗
交易，以1242億美元的交易額領先，按年增長了
6.5%。高盛集團以1035億美元的交易額位列第二，
較去年同期跌了14.5%。

Mergermarket報告／衛報／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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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巴郡收購美國食今年初巴郡收購美國食
品公司亨氏集團品公司亨氏集團 彭博社彭博社全球併購額首季環比減45%

僅錄3.2萬億 非洲中東交易年增一倍

根據外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英國銀行業正準備游說
歐盟的銀行監管當局，減輕受到限制花紅規例影響的銀行
業員工數目。

歐洲銀行局將於未來12個月決定，受花紅規管的銀行
業員工範圍，歐盟之前曾經表示，規管適用於風險投資者
。消息人士稱，銀行業正嘗試減輕受規例影響的員工數目
，建議收緊對於風險承擔者的定義。歐盟要求限制銀行家
花紅不能超過固定薪酬兩倍，議員稱此舉可以防止銀行員
工花紅過高，以及抑止不負責任的風險投資。英國財相歐
思邦反對有關規限，稱這會損害英國金融業的競爭能力。
分析指出，單是薪酬不能解決過度風險投資問題。業界人

士指出，銀行業員工的基本薪酬要增加5億英鎊，才能抵
銷規限的影響。

銀行業同時受到來自英國議員的壓力，要求限制銀行
的坐盤交易活動，銀行業亦受到歐洲計劃推行金融交易稅
影響，根據倫敦市企業一份報告指出，該個稅率導致英國
政府債券發行成本增加39.5億英鎊。而以調升基本薪金去
抵銷花紅的影響，意味銀行業營業收入下跌，也要支付較
高的薪酬，這反而鼓勵風險投資。英國五大市值最高的銀
行，巴克萊、豐控股、蘇格蘭皇家銀行、萊斯銀行和渣
打銀行，對於有關的報道沒有作出回應。

彭博社

美非製造業指數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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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兩位立場不同的官員分別開
腔，發表對政策的意見。美國亞特蘭大聯儲
銀行行長洛克哈特（Dennis Lockhart）稱，
如果經濟持續好轉，就業狀況進一步改善，
年底前聯儲局將可以減少其債券購買刺激計
劃。但芝加哥聯儲銀行行長埃文斯卻認為，
聯儲局現時仍未到可以減少刺激的時期。

洛克哈特周二表示，他預期今年美國經
濟擴張略為高於2%，有機會經濟增長會更強
。他對近期經濟轉強的跡象看法審慎。

2月份美國職位增加23.6萬，較市場預測
為佳，失業率跌至7.7%。洛克哈特表示，通
脹預期受控，聯儲局有空間作出調動，他承
認聯儲的資產膨脹至約3.21萬億美元，規模是
危機前的4倍，這或存在潛在的代價。

洛克哈特表示，近期股市和房屋價格上
升，刺激消費者信心和開支，而歐債危機和
最新的塞浦路斯問題，對美國經濟和金融體
系造成的風險已經減弱，來自歐洲的潛在衝
擊較一年前為低，相信塞浦路斯是一個特別
情況，應該不會蔓延至其他國家。

不過，聯儲局鷹派人物，芝加哥聯儲銀
行行長埃文斯（Charles Evans）表示，聯儲
局未到需要減少刺激措施時間，通脹仍然低
於2%的目標水平，他希望看見每月可以創20
萬以上職位，才能確保經濟可持續好轉。

彭博社／路透社

儲局官員料年底退市

英銀行游說放鬆花紅限制

▲史蒂文斯對澳洲經濟表
現貢獻甚大 彭博社

▲▲美股早段明顯下跌美股早段明顯下跌

▲塞浦路斯將通過出售國有資產，包括出售所持
的港口企業的股份，籌資14億美元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