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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尼澤洛斯發表聲明指，已經知會歐盟
經濟事務專員雷恩、德國財長朔伊布

勒和歐元集團主席容克，希臘決定不會進
行公投。帕潘德里歐提出公投後飽受國內
外炮轟，他前日稱不會戀棧權位，會將權
力移交聯合政府。法國的歐洲事務官員更
表示，如果希臘人不接受歐盟方案，不但
要離開歐元區，更要離開歐盟。

本黨議員紛與總理割席
現時執政社會黨多名議員已和帕潘德里

歐割席，由於執政黨在國會的優勢越來越
小，信任議案大有機會不獲通過。該消息
人士表示，帕潘德里歐和財長韋尼澤洛斯
為首的內閣官員達成協議，同意下台，據
稱閣員告訴他必須平靜離職，以挽救其政
黨。消息人士稱，帕潘德里歐承認主張舉
行公投是犯錯，並會和反對黨新民主黨討
論合組聯合政府。

有新民主黨成員表示，預計聯合政府會
執政4至6星期，其間會簽署歐盟援助方
案，然後舉行大選。該黨表示如果勝出大
選，會和歐盟等重新商議方案條款。社會
黨人士則稱，希望聯合政府執政半年，預

計聯合政府最終會有3個月「壽命」。
新民主黨領袖薩瑪拉斯早前表示，要求

帕潘德里歐辭職，邁向成立過渡政府，並
推動提早大選。他指責帕潘德里歐「勒
索，撒謊和戀棧權位」。帕潘德里歐昨日較
早時和薩瑪拉斯通電話時，表示願意和對
方會談，討論由看守政府領導國家至舉行
大選的主張。他稍後在國會辯論中表示，
必須立即與在野黨展開會談。

歐盟續救希免災難延燒
雖然公投事件成為鬧劇，但歐盟仍希望

希臘留在歐元區。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發
表聯合聲明，稱歐盟已經作
好準備繼續幫助希臘，前提
是希臘遵守歐盟峰會的決
議，尤其是執行歐盟和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計
劃。范龍佩在聲明發佈後對
傳媒表示，希臘舉行全民公
投的動議造成很大混亂，希
望公投計劃立即取消。

但各界疑慮未解，紛為希

臘退出歐元區作準備。《華爾街日報》報
道，由於希臘在歐元區的前途未定，在
歐洲設有據點的歐洲與美國銀行正在進
行「消防演習」，包括強化對希臘債務
敞口的對沖，以及由法律界人士檢討
他們與希臘企業的貸款合約。

報道又指，銀行業正在想方設法，
設想如果希臘改回使用德拉克馬，
他們原本以歐元計算的貸款會出現
什麼變化。有英國資深銀行家指
出，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希臘
退出歐元區對歐洲各家銀行來說
將「非常非常混亂」。英國財相
歐思邦昨日在康城出席20國集
團（G20）會議時也表示，英國
會為所有可能性作好準備，歐元
崩潰也不例外。有分析認為，如
果希臘脫離歐元區，投資者手上的
希債將全數被註銷，相關的保險陪
償將極為龐大，對金融世界帶來難
以想像的衝擊。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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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日前突然提出以
公投表決歐盟協議，雖然其後轉 ，但
各界對於他「忽發奇想」都大惑不解。
有人認為這是一次失敗的政治豪賭，但
也有分析指出，帕潘德里歐長年累月孤
獨地與希債危機搏鬥，國內偏偏示威連
連，在疲勞、壓力、恐懼下，作出了非
常決定。

雅典大學政治科學家季亞曼托普洛斯
認為，帕潘德里歐提出公投「沒有理性
解釋」可言，認為他可能擔心政府倒
台，所以孤注一擲。季亞曼托普洛斯又
認為，疲勞、生理和心理壓力，都可能
引致他作出非常之舉。

被指和帕潘德里歐政權關係密
切的政治專家瑟佛茲斯相信，有
兩個主要原因促使這項驚人宣
布：一是出於心理，他被嚇壞
了；另一個較與政治有關，就是
帕潘德里歐希望得到民意授權。

歐盟條約「有入無出」
希臘形勢不明朗，法國及德國紛紛表

示，不排除讓希臘退出歐元區。但原來
歐盟條約「有入無出」，沒有提及脫離
歐元區方法，希臘如要從法律上放棄歐
元，相關的司法程序將會令律師團極為
頭痕。■美聯社/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

歐元區前景不明，著名投
資者索羅斯（見圖）認為，
希臘國債可能最終「無序」
違約，當前的歐債危機有可
能削弱歐盟凝聚力，甚至導
致歐盟瓦解。

索羅斯在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發表演
講時稱，現在歐盟正在瓦解，歐債危機
對歐洲政治聯盟構成了真正的威脅。他
認為，歐債危機首先是一場銀行業危
機，其次才是一場政府債務危機。這兩
個方面相互交織，相輔相成，第3個方
面涉及政治。

索羅斯批評歐盟領袖，指他們未能迅

速找到歐債危機的解決方案，因為他們
始終行動太慢、步伐太小。索羅斯說他
們始終在拖延，不肯拿出解決方案，但
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問題的時候
了。索羅斯又認為，歐盟缺少一個統一
的財政部。

歐元「木已成舟」必須救
不過，索羅斯也強調拯救歐元的重

要，指歐元這種統一貨幣安排，如今已
不可能回到各國發行本國貨幣的狀態。
索羅斯指木已成舟，必須接受現實，就
像未婚先孕的女子必須趕緊結婚一樣。

■《華爾街日報》

美國公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美國最大
企業的其中30間儘管盈利豐厚，卻獲得巨額
稅務優惠，以致在2008年至2010年的足足3年
內，完全沒繳納任何所得稅。

辯稱稅制漏洞無違法
該項調查由美國兩個智庫團體「公民稅收正

義組織」及「稅收與經濟研究所」聯合進行，
被調查的280家《財富》500強企業，在過去3
年合共獲得2,227億美元（約1.74萬億港元）稅
務資助。包括通用電氣和波音公司在內的其中
30家企業，在這3年的稅前盈利高達1,600億美
元（約1.25萬億港元），竟完全無需繳稅。

美國法定的企業所得稅率為35%，屬全球

最高之列，但在過去3年，這280家企業的平
均實際稅率僅18.5%，其中總部位於華盛頓的
電力公司Pepco Holdings Inc，實際繳稅率竟低
至-57.6%。不少企業辯稱是稅制漏洞所致，
他們繳交低稅率是完全合法，但報告指「這
不等於低稅的企業不用承擔責任」。

美國國會和奧巴馬政府目前遲遲無法就刺
激經濟和減赤方案達成一致，商界正向國會
施壓，要求出台更多減稅措施。美國會下屬
的「超級委員會」擬在本月23日前，就削減
至少1.2萬億美元（約9.36萬億港元）額外預
算赤字的計劃達成協議，但因共和黨拒絕任
何加稅計劃及民主黨在社會福利項目企硬而
鬧僵。 ■《每日郵報》

美30巨企「零繳稅」包括通用波音
美國期

貨交易商
明富環球

因投資歐債失利，被迫申請破
產保護，市場隨即成為驚弓之
鳥。一個美國中型投資銀行，
被指持有大量主權債券，股價
前日一度大跌2成，投行澄清後
股價急反彈，導致紐約交易所
須兩度中止該股票買賣。

該投行名為Jefferies Group
Inc.，被小型評級機構Egan-Jones
指持有大量國債，股價大起大
跌，前日收報12.01美元，跌

2.1%。自上周五收市至今，該
股至前日已累跌18%。

疑持大量國債
Jefferies澄清指，該公司雖然

有27億美元（約210億港元）的
國債好倉，但沒有考慮到它其
實有25億美元（約194億港元）
淡倉，可以對沖損失。對於不
少投資者擔心，信用違約掉期
(CDS)對防範潛在損失沒有效
果，Jefferies表示，沒有利用
CDS來對沖主權債務風險敞
口。 ■《華爾街日報》

可能出現的情況
重用舊貨幣德拉克馬，但大
幅貶值
加上債務違約

但吸引新的外資

國民生產總值水平，與基本水平
的百分點差異

離開歐元區後的季度數目

資料來源：英國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

假如希臘脫離歐元區

債務財赤如山堆積，示

威怒潮如海席捲，經濟增長如

煙渺茫，希臘政府風雨飄搖。不少人提出

希臘脫離歐元區，效法阿根廷釜底抽薪，

以貶值舊貨幣刺激出口，歐盟國家則可和

希臘這「負資產」說再見。

這樣的想法似可解燃眉之急，實際上結

局卻是災難性的。希臘固然少不了會違

約，政府無力繳付公共開支，銀行出現長

長人龍，人人爭相提取歐元。希臘幾乎所

有人都負債，重新使用德拉克馬之後，貶

值的舊貨幣更難應付以歐元結算的舊賬

單。

對歐盟來說，後果更不堪想像。屆時歐

洲銀行業面對，不再是21%或50%的「剃

頭」損失，而是100%的血本無歸。市場恐

慌到達極點，銀行業勢將再現信貸緊縮。

歐元成為犧牲品，難以再得到市場信心，

沽空炒家必定「再接再厲」，狙擊大得不

能倒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屆時歐元區便危

如累卵。

歐盟無奈希臘：相救時難棄更難
但歐元過去不正是各國所憧憬的嗎？德

法等歐盟「大佬」，希望打造橫越歐洲大

陸的貨幣，挑戰美元霸主地位，建立更大

的金融話語權；南歐小國也一一翹首以

待，希望交易費用被免除，刺激歐內貿

易，得以搭上歐洲增長的動力快車。

到了今天，歐元區沉 難起，其實也是

不少人預計中的情節。法國總統薩科齊

稱，當初讓希臘加入歐元區是錯誤。這就是說，希臘

和歐元是一對錯配的情人，過去在舞會燈光下翩翩共

舞，現在只能在漆黑的角落相擁而泣。一拍兩散？只

會帶來更悲慘的宏觀經濟倫常慘劇。往事不堪回首

啊，那些年⋯⋯ ■張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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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公投昏招」
疑不堪壓力疲勞

■希臘財長韋尼澤洛斯通知歐盟，政府已
正式放棄公投計劃。 美聯社

■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表示，若能換取國
會信任，甘願下台。 彭博通訊社

■希臘國會將舉行對現政府信任投票。 新華社

■希臘民眾在國會外
搭起絞刑架，「問吊
總理」。 路透社

索羅斯警告：
歐債可致歐盟瓦解

歐銀「火警演習」 英財相：預備「歐元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