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報》前日引述歐盟外交消息報
道，德法領袖希望在下月初20國

集團(G20)峰會前達成協議，擴大EFSF以消除
市場不穩定因素，恢復投資者信心。《衛報》
指EFSF火力將增加4倍，由現時的4,400億歐
元(約4.72萬億港元)增至2萬億歐元，但德國
《金融時報》指，德國只同意增至1萬億歐元
(約10.7萬億港元)。

歐銀行資本重組 料可達標
報道亦指，德法同意歐洲銀行進行資本重

組，將核心一級資本比率提升至歐洲銀行管
理局(EBA)要求的9%。據稱重組約需1,000億歐
元(約1.07萬億港元)，而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總裁拉加德此前所指的2,000億歐元(約
2.15萬億港元)，德法銀行均有能力自行達到
要求，但其他國家的銀行或需政府或EFSF援
助。
一名歐盟外交官員透露，歐盟主席范龍佩

正與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德法政府及歐盟
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商議擴大EFSF規模至「1
萬億至2萬億歐元」(約10.73萬億至21.5萬億港
元)，而非早前提及的「至少2.5萬億歐元」(約

26.83萬億港元)。
德國總理默克爾日前向市場大潑冷水，稱

歐盟峰會不會有重大突破，但法國則唱反
調，總統薩科齊前日說：「史前無例的金融
危機會讓我們在未來數天下重要決定。」歐
盟高級官員表示，歐債應對計劃詳情仍有待
商議，部分會在峰會上達成共識，其餘則要
待下月G20峰會處理。

歐央行向一家銀行貸款39億
歐洲央行今日會在每周例行借出美元行動

中，向歐元區內一家銀行借出5億美元(約
38.88億港元)，息率1.08厘，但沒透露銀行名
稱。
歐洲各國對化解歐債危機大表關注，德國

總理默克爾及法國總統薩科齊昨日通電話，
薩科齊隨後前往柏林，與默克爾當面會談。

■法新社/《衛報》/英國《金融時報》

■英報稱，德國總理默克爾(左)與法國總統薩科齊就歐洲金融穩定機制基金數額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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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爆48小時大罷工 20萬人反緊縮
為換取歐盟金融援助，債台高築的

希臘政府近月嚴厲實施多項緊縮措
施，觸發民憤。希臘昨日在國會舉行
新一輪緊縮方案投票前，爆發48小時
全國大罷工，政府部門及公共服務等
陷入癱瘓，工會稱20萬人參與。部分
示威者在國會外向警察投擲燃燒彈，
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

全國癱瘓 航班停飛
希臘主要工會號召全國大罷工，獲

得7萬多人響應。示威者昨日在雅典
憲法廣場聚集，在國會外宣洩不滿；
帕特雷、塞薩洛尼基及伊拉克利翁等
城鎮亦有大型示威，抗議政府緊縮方
案。這次方案內容包括大幅削減公共
部門開支及公務員薪金、退休金、稅
項減免，以及暫時解僱數千名公職人
員。
48小時大罷工造成政府部門、商業

機構、公共交通服務、全線商店關
閉；航空交通管制員昨日亦發動12小

時罷工支援，150多班航班被迫停
飛。全國近乎癱瘓，僅有有限度交通
維持運作，接送民眾穿梭示威地點。

首都5千警員守國會
示威者包括公務員、醫生及律師等

專業人士、的士司機及報販等多個階
層的民眾，他們在廣場外高舉「政府
下台」及「還權於民」等標語，指責
政府一味實施緊縮措施，只會令國家
步入衰退。
當局稱已於雅典部署5,000名警員戒

備，並出動防暴警車及鐵欄，防止示
威者闖入國會。約200名中午一度衝
擊圍欄，更向警察投擲燃燒彈，警方
之後施放催淚氣體驅散滋事分子，並
拘捕多人。
總理帕潘德里歐前日要求民眾支持

通過緊縮方案，稱希臘正面臨「戰
爭」，但政府會堅持到底，直至取得
勝仗。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伯南克轉 擬加息抗泡沫

蘋果季盈利遜預期 中國成第二大市場

評級機構穆迪前日再度下調西班牙主權信貸評
級，由Aa2連降兩級至A1，評級展望維持「負
面」，意味評級有可能進一步下調。穆迪是繼惠
譽及標準普爾後，最後一家於本月中下調西班牙
評級的3大評級機構，新評級更比另外兩家低一
級。
穆迪表示，降級的主要原因是西班牙融資能力

依然脆弱，經濟增速放緩，又指全球和歐洲經濟
前景惡化，銀行系統融資困難影響宏觀經濟發
展，對西班牙的增長前景造成損害。
穆迪說，自今年7月將西班牙列為觀察名單以

來，西班牙和歐盟並未採取任何可靠的措施，解
決當前的債務問題，表現令人失望，導致市場對
歐元區政治決策和經濟增長前景失去信心。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穆迪再降西班牙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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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債務危機逐漸蔓延，但各國政府仍未得出
有效的解決方案。英國高檔服裝連鎖店Next老闆
沃爾夫森(見圖)就出資25萬英鎊(307.8萬港元)「懸
紅」，鼓勵經濟學家找出救市方法，讓歐元國脫
離歐元區。是次金額之大，僅次於諾貝爾獎。
沃爾夫森指全球經濟的未來全取決於歐洲未來

數年的發展，他跟大部分歐洲商人一樣，希望歐
元區穩定，但情況萬一失控，歐洲不可再空談，
故此設立獎金，鼓勵學者幫忙找出解決方法，防
止歐洲陷入金融困局。現金獎截止日期為來年1
月尾，學者需要在此前提交建議。參賽作品將由
學術界權威經濟學家審閱，整個過程由智庫Policy
Exchange管理。 ■路透社

富商懸賞300萬 求退出歐元區良策

■德國示威者近日發動「佔領法蘭克福」行動，在位於法蘭克福的歐洲央
行總部外面，紮營表達對歐債危機的不滿。 法新社

■蘋果公司位於上海的專門店。

■示威者迫爆國會大樓外街道與廣場。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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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沉重的希臘隨時破產，
可能復用古希臘貨幣，希臘國
民人人自危，富人憂慮放在希
臘銀行的儲蓄大幅貶值，紛紛
將現金轉移至瑞士銀行。一份
報告顯示，希臘至今已秘密運
走2,000億歐元(約2.15萬億港
元)，令希臘債務危機雪上加
霜。
希臘昨日舉行全國大罷工，反

對政府實施緊縮措施，但富人亦
未能安寢。他們憂慮希臘被逐出
歐元區，需要復用希臘貨幣，屆
時這批富人存放在希臘銀行的歐
元，有可能即時貶值一半或以
上。他們透過塞浦路斯，利用海
外子公司將大量現金轉移至瑞士
銀行，免受任何損失。
希臘報章報道，機場安檢人

員發現，大批出境國民手持載
滿歐元的行李箱，打算將畢生
儲蓄運走。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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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布的美國企業業績好壞參
半，但經濟數據造好，加上有傳德
法已就歐元區拯救方案達成共識，
推動美股昨日早段反覆向上。道瓊
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日早段報11,618
點，升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1,229點，升3點；納斯達克指數報
2,648點，跌8點。
市場憧憬周末歐盟峰會將有重大

進展，歐洲主要股市全線上揚。英
國富時100指數昨日尾段升0.68%；
法國CAC指數升0.32%；德國DAX指
數升0.62%。法巴、德意志等主要金
融股升幅均高於大市。
前日收市後公布業績差過預期的

蘋果公司，股價昨日繼續下瀉，開
市後一度跌穿400美元水平，早段跌
4.56%。受蘋果拖累，多家與之相關
的科技股均全面下跌。
美國房屋需求大增，9月份新屋動

工數按月急升15%，是2010年4月以
來最多。美國勞工部昨日公布，9月
消費物價指數升0.3%，符合預期，但
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指數則升
0.1%，低過預期的0.2%，是6個月以
來最小，顯示通脹壓力仍有限。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市場近日可謂悲喜交集，先有德國

唱淡周末歐盟峰會成果，令市場大受

打擊，但到前日又再傳來好消息。英

國《衛報》報道，德法達成協議，包

括同意將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擴

大至2萬億歐元(約21.45萬億港元)，

作為化解歐債危機「全面計劃」的一

部分，並將於峰會上通過。

科網熱潮近期席捲全球，有傳
全美最大團購網站Groupon(見圖)

下周一會進行首次公開招股(IPO)
路演，集資7.5億美元(約58.3億港
元)，有望成為逆市奇葩，延續科
網股神話。
知情人士透露，Groupon原本

上月初IPO路演，但市場近月大幅波動，投資意慾大減，加上公司需
時解決上市文件的法規問題，公司決定延至下周。

市值逾1500億受質疑
Groupon於6月向美國證交會(SEC)提交上市申請，據悉市值近200億

美元(約1,555億港元)，但市場質疑數字，有指Groupon市值若達100億
美元(約777.6億港元)已屬「幸運」。摩根士丹利、高盛及瑞信等也是其
主要承銷商。

■《華爾街日報》

Groupon傳下周IPO路演 集資58億

新加坡樓價持續高企，組屋供不應求，拖累執政人民行動黨在月初
大選得票率跌至歷史新低。面對民眾投訴壓力，國家發展部長許文遠
昨日大派定心丸，指新加坡有足夠資源和能力，可在未來5年內，興
建「逾10萬間」公屋單位，以滿足需求及穩定樓價。
許文遠表示，建屋發展局(HDB)現正興建5萬個組屋單位，以緩和供

不應求的情況，但如果需求仍然強勁，當局有能力在現今總統任期內
興建「逾10萬間」組屋單位，他又指政府過去數月推出穩定樓市措施
已見效，並確保中產新婚夫婦及低收入家庭可優先上樓，預期2年內
可解決供求失衡的問題。 ■法新社

星建10萬公屋單位穩樓市

聯儲局主席伯南克(見圖)前日在波士頓聯儲銀行會議上
表示，金融危機改變了全球央行運作方式，在經濟回歸正
軌及短期利率政策空間增大後，未來聯儲局可能更明確地
為利率政策制定期限。他又改變聯儲局一貫立場，稱未來
可能透過加息對抗資產泡沫。
這番言論與聯儲局一向論調不同，2008年金融海嘯前，

包括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內的聯儲局官員均主張，貨幣政策
並非打擊資產泡沫的適當工具。分析指，伯南克的話顯示
未來聯儲局或會使用新的監管權力，打擊市場過度炒作或
信貸增長。
伯南克承認，金融危機為美國經濟、社會、政治，以及

央行的運作模式都帶來深遠影響，但聯儲局於金融危機後

推出的一系列貨幣政策，包括減息、量化寬鬆(QE)、以及
更明確的利率政策執行期限，均對整個金融體系以至穩定
市場情緒發揮重要作用。

波士頓會場遭遇示威
他表示，聯儲局會繼續尋求進一步提高經濟預測及利率

政策制定透明度的方法，又指當經濟恢復正常後，調整資
產負債表等非常規政策工具可能將較少使用。聯儲局將於
11月1至2日舉行下次議息會議，伯南克在會上未有提及未
來息口走勢和當前經濟狀況。由於波士頓聯儲銀行大樓外
有示威者舉行「佔領波士頓」活動，故伯南克當天選擇了
在另一個門口進入會場。 ■新華社/法新社/美聯社

蘋果公司前日公布第4季業績，雖然全季純利達66.2
億美元(約514.8億港元)，但仍是6年來首次差過市場預
期，拖累蘋果股價在收市後交易時段急挫近6%。蘋果
同時表示，中國成為公司第二大市場，總裁庫克稱中
國市場商機龐大，會擴大當地投資規模。

計劃在中國加開分店
蘋果上季每股純利為7.05美元，較去年同期大增

54%，但低於市場預期的7.28美元；期內營運收入為

283億美元(約2,201億港元)，增長39%，但亦未及預
期。
業績令市場失望，主因相信是在新iPhone推出前，消

費者抱觀望態度，影響上一代iPhone4的銷情。蘋果上
季僅售出1,707萬部iPhone，較前一季減少300多萬部。
庫克表示，中國佔第4季蘋果整體銷售比重16%，較

去年同期增長近3倍，成為蘋果第2大市場，僅次於美
國。他稱中國市場無可限量，蘋果肯定會擴大在華投
資規模，加開分店。 ■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英報：德法達協議 紓困基金21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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