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距離提高債務上限的「死線」

只剩6天，國會兩黨久拖未

決、美債違約風險迫在

眉睫。總統奧巴馬前

晚罕有地向全國民眾發

表講話，敦促兩黨妥

協，稱違約嚴重損害經濟，「美國玩

不起這危險遊戲」，呼籲民眾向議員施壓。

另一邊廂，華爾街大行雖仍確信不會違約，但

也做好兩手準備，減少一旦違約或AAA評

級下降帶來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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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拒絕博
納方案，指其短
期提高債限方案
只能將賴帳風險
推遲6個月。

路透社

■博納

亞洲第3大經濟體印度昨日
大幅加息半厘，是印度自去年
3月以來第11次加息，幅度遠
超市場預期的1/4厘，以壓抑
接近雙位數的高通脹率。加息
後，商業銀行向央行拆借的回
購利率將從7.5厘升至8厘，央
行回收流動性的反向回購利率
將升至7厘。

印 度 上 月 通 脹 率 高 達

9.44%，央行昨日公布季度貨
幣政策報告，暗示會堅持抗通
脹政策。分析師預計加息將陸
續有來，並大幅減慢經濟增
長，或使印度本財年經濟增長
8%的預期落空。受加息影
響，孟買證券交易所敏感指數
跌0.8%，印度盧比兌美元升
0.3%至44.27。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新華社

印加息半厘抗通脹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引述
中國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報道，
美債上限談判僵局揭露美國政治
體系最陰暗醜惡的一面，並指國
會議員乘機騎劫國家，謀取政治
私利。

梅新育表示，奧巴馬和國會在
玩「俄羅斯輪盤」遊戲，互相比
較膽量。他還稱，由於現行金融
市場定價體系以美債為基準，若
美國違約，國際市場將會大亂。
不過，他認為違約的可能性不
大。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
院長趙錫軍在該文中則表示，美
國兩黨可能最終會在2萬億至4萬
億美元(約15.6萬億至31.2萬億港
元)減赤計劃上妥協。梅新育建
議，為防美國違約，中國應與美
國財政部保持接觸，以施加壓
力；其次，若美國違約，中國應
做好國際金融市場可能崩盤的準
備。 ■《華爾街日報》

國際金融炒家索羅斯（見圖）旗下的對沖基金，管理高達255億美元(約
1,986億港元)資產，是全球最享負盛名的對沖基金公司之一。為免在新金
監管條例生效後，公司需向美國證交會註冊並披露運作模式，他決定停

止為外界投資者管理資產，並於年底前向他們退還
少於10億美元(約77.9億港元)，結束近40年的對沖
基金管理生涯。

彭博通訊社報道，索羅斯的兒子、基金管理
公司副主席喬納森及羅伯特，在《致投資者的

信》中表示，公司結束管理外界投資
後，會專注管理索羅斯及家

族的資產，而於2008年上
任的公司首席投資官

安 德 森 亦 會 辭
任。信中稱，
相信投資者
會對回報感
到滿意。索
羅斯拒絕回
應該信件。

轉型管理家族資金 避美監管
喬納森及羅伯特在信中表示，證交會要求公司在明年3月前註冊，才能

繼續為外界投資者管理資本；但自2000年起，公司管理的大部分為家族
資產，投資者資產只佔40億美元(約311.6億港元)，因此決定將公司轉型為
家族業務。

在監管美國金融市場的《多德－法蘭克法案》規定下，為外界投資者
管理逾1.5億美元(約11.7億港元)資產的對沖基金，將受更嚴格監管，並需
披露營運模式、投資者及僱員資料和利益衝突等詳盡資料，但以「家族
辦公室」運作的公司則獲豁。

熬過納粹 煉出冒險精神
下月年屆81歲的索羅斯，1930年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1944年為逃避

納粹德軍，其父為家人及朋友偽造文件，掩飾猶太人身份才躲過一劫。
索羅斯後來聲稱：「他們沒屈服於命運，反而抵抗邪惡勢力，最終幫助
不少人活過二戰。」這經歷更鍛煉了他敢於冒險的心。

26歲時，索羅斯成為紐約交易員，原本計劃5年後儲到50萬美元(約390
萬港元)第一桶金後，返英修讀哲學，但最終繼續留在金融界，創立著名
的量子基金。 ■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大鱷退休 索羅斯基金還投資者 提起索羅斯，香港人第一時間必會想起1997和1998年亞洲金融風
暴。當年索羅斯等國際炒家大舉狙擊亞洲多國和地區，各地貨幣和股
市骨牌式崩倒，但在狙擊港元和港股一役中，因港府大舉入市捍衛聯
繫匯率，索羅斯最終慘敗而回。2009年他在北京接受訪問時堅稱當年
沒做錯，但毫不諱言讚揚兩名香港對手─時任財政司司長的特首曾蔭
權和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

「大鱷」縱橫股壇40載，但「成名作」要數1992年震撼英倫的「黑
色星期三」一役。當年他大舉沽空英鎊，成功擊潰英倫銀行，迫使英
國退出歐洲匯率機制，英鎊大幅貶值。估計單是9月16日這一天，他
就賺了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

1997年7月，他將矛頭指向經濟過熱的亞洲，泰國、印尼、馬來西
亞、菲律賓乃至韓國等股匯相繼敗陣。同一時間，他被港府暫時擊
退，但翌年捲土重來，再次狙擊港元，迫使港府於1998年8月「打大
鱷」，共動用1,180億港元外匯基金干預股市，穩定香港金融市場，索
羅斯為保實力撤退。

「大鱷」擁善心 捐623億滅貧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每年近20%回報率，令人眼紅。他雖背負「大鱷」

之名，卻為善不甘後人，1979年創立開放社會基金，聲稱30年來已捐
出逾80億美元(約623億港元)，致力推動民主及打擊貧窮等慈善項目。

■本報資料室/彭博通訊社

92年打 英鎊 堅稱狙擊港元無錯

共 和黨籍眾議院議長博納和參議院民主黨領
袖里德，同日較早時分別提出新方案。奧

巴馬在講話中支持里德方案，拒絕博納方案，指
後者的短期提高債限方案只能將賴帳風險推遲6個
月，「根本沒解決問題」，並警告：「這是個從未
玩過的危險遊戲，我們將無法運作地球上最大的
國家。我們現在玩不起了。」

此時，博納突然走到電視鏡頭前「反擊」，指奧
巴馬經常說需要「平衡」，這在華府就意味「我們
多花錢，而你們多開支。可悲的真相是，總統6個
月前想要一張空白支票，今天也想要一張空白支
票。那是不會發生的。」博納還反駁奧巴馬的

「僵局說」，聲稱國會沒陷入僵局，並稱有信心自
己的新方案能獲兩院通過。

斥博納方案拖延 籲國民發聲
博納提出的新方案，建議分兩階段，先提高債

限1萬億美元(約7.8萬億港元)，並在10年內減赤1.2
萬億美元(約9.3萬億港元)，但明年初必須再就提債
進行談判。里德的方案則建議把債務上限一次過
提高2.4萬億美元(約18.7萬億港元)，同時在10年內
減赤2.7萬億美元(約21萬億港元)，這方案滿足白宮
力促舉債能力支撐到明年大選後的要求。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若美國賴帳，將沒錢支
付諸如社會保障等費用，並指債務違約是「魯

莽、不負責任」。他呼籲美國人發聲，「美國人會
選出分裂的政府，但不希望選出無法運作的政
府。如果你希望達成減赤的平衡方案，請讓你們
的議員知道。如果你相信我們能夠通過妥協解決
問題，請發出這樣的信息。」他敦促國會領袖必
須達成協議，在下月2日「死線」到來前，將協議
送到他的辦公桌上。

兩黨兩案今表決 「凶多吉少」
博納和里德亦不忘互相攻訐。博納指民主黨方

案「全屬噱頭」，沒真正改變華府開支結構；里德
則指共和黨內「極端分子」不會獲准支配債務爭
拗結果。國會定於今天表決該兩個方案，從兩黨
互不買帳的僵局看來，兩案勢難過關。

根據上月數據，美國銀行業持有1.66萬億美元
(約13萬億港元)美債。美銀、富國和花旗均承認正
擬訂應變方案，但只為確保配合客戶需要，銀行
仍深信國會可於限期前達成協議。

IMF總裁拉加德開腔呼籲，希望美國「勇敢」
解決危機。摩根大通策略師則指，投資者應該預
期美國將被降級。

英國前首相貝理雅昨日稱，現在是世界經濟
「不安和焦慮時刻」，警告美債違約會帶來深遠的
經濟危機，希望美國可達成協議。 ■美聯社/

法新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華府和國會仍未就提高國債上限達成協
議，令投資者憂慮加劇，美股昨日早段續
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2,526
點，跌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334
點，跌3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841
點，跌1點。

美債違約危機增加，美元匯價下跌，兌
日圓報77.883，接近3月歷史低位；兌瑞
士法郎更創歷史新低，報0.7997。

另外，意大利和西班牙昨日拍賣國債，
孳息率皆急升。分析認為，這顯示投資者
對第二輪援助希臘方案能否解決歐債危機
存疑。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道指跌66點
意西債息急升 美債違約大限將至，兩黨上演政治角力，充分體現

經濟與政治不可分割。解決債務危機固然重要，但於

政客而言，明年總統大選更為重要。共和黨眾議院議

長博納推出兩階段提債削赤方案，看似暫時紓緩危

機，實則是陷阱重重，迫使奧巴馬明年大選前再面臨

痛苦談判，顧此失彼，隨時可丟失總統寶座。

民主黨誓守社保項目，將責任推給共和黨，但「你

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博納推出兩階段案，先同意

提高債限1萬億美元，但明年初必須再談判。

為了談判，奧巴馬本月已取消兩個競選籌款活動，

若明年重演鬧劇，共和黨必不會輕鬆放行，奧巴馬的

競選活動勢必受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卻可專注籌款。

奧巴馬日前罕有發表全國講話，發出「美國玩不起這危

險遊戲」的哀鳴，潛台詞卻是「民主黨玩不起」。

奧巴馬急如熱鍋螞蟻，早前憤怒得在會議上拂袖而

去，共和黨人麥卡錫還落井下石稱，「總統繼續將政

治強加諸民，關心的只是選舉」，要奧巴馬獨自承擔

「玩政治」的責任。

美國失業率高達9.2%，奧巴馬政府自然處於下風，

但大選致勝關鍵卻是一班獨立選民。民調顯示，這批

人對兩黨同樣憤怒，但偏向責怪共和黨。明年大選勝

負難料，各位可坐定定看好戲。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關於債務上限的談判，是一場

「玩不起也得玩」的政治遊戲。你說對嗎？

■邱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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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持最高的AAA信貸評級已近一個世紀，
但隨 兩黨分歧加大，距下月2日美國可能債務違
約的「死線」僅剩6天，金融市場不得不考慮評級
下調的可能性。

兩黨領袖開始為各自方案拉票，投資者也相信
華府會設法達成提高債限協議，但有人擔心，任
何協議可能都達不到3大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標準
普爾和惠譽國際的標準。3大都曾警告，即使達成
協議，減債並提高14.29萬億美元(約111萬億港元)
債務上限，3大仍可能下調美債評級。

分析師紛打輸數 標普最可能出手
標普特別提到，維持AAA需減債4萬億美元(約

31.2萬億港元)，但兩黨的方案與這數字差距甚
遠。標普還表示希望達成一項可信協議，意思是
得到兩黨支持的協議。然而兩黨爭論不休，任何

協議都不大可能得到兩黨大力支持。
評級可能下調及引發的影響，成為華爾街分析

師討論的沉重話題。外匯經紀公司Faros Trading分
析師稱：「我們充分預期美國會失去AAA。」花
旗環球金融美國利率策略主管羅斯則說：「我說
過美債評級下降的概率是50%，但現在看來這機
率還會提高。」

很多投資者認為，標普最有可能「出手」。標普
主權評級委員會主席錢伯斯，近日與全球一些最
大債券基金的經理會面，上周四曾拜訪太平洋投
資管理公司(PIMCO)，主要討論評級下調可能性。

儘管如此，分析認為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拋售
美債，不過銀行和保險公司可能被迫增加資本
金，以支撐自己的投資組合，借貸成本或普遍上
升。

■《華爾街日報》

兩黨鬧不停 降級機會增

倒數6日 稱「美國玩不起危險遊戲」 華爾街做夾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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