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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司法部昨日以反壟斷法
控告蘋果及美國5大出版商，指他們合謀抬高電子書定
價，觸犯反壟斷法。據報，蘋果涉串同其他出版商協
議定額出售，以阻撓全美最大網絡書店亞馬遜提供折
扣，蘋果於每本售出的電子書中能賺取30%「佣金」。

涉案出版商分別為企鵝出版集團(美國)、新聞集團子
公司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旗下
的Simon & Schuster、Macmillan及Hachette Book
Group。上月有報道稱，各方不欲高調對簿公堂，期望
達成和解。

市值一度破4.66萬億
蘋果股價前日一度升至644美元，公司市值突破6,000

億美元(約4.66萬億港元)，成為繼微軟後，美國史上第2
家市值衝破6,000億大關的企業。有分析預期，蘋果股
價可望升破1,000美元，令市值達到1萬億美元(約7.76萬
億港元)的天價。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稱，蘋果在2016
年前，仍將以多於45%的市場佔有率，繼續稱霸平板
電腦市場。

蘋果股價前日雖一度升至644美元，但收市報628.44
美元，比周一略跌1.2%，市值回落至低於4.66萬億港
元的水平。然而今年初以來，蘋果股價累積上升了
56%，在短短6星期內，蘋果市值更上升了1,000億美元
(約7,766億港元)。

據彭博通訊社數據，蘋果過去12個月的淨利達330億
美元(約2,562億港元)，超越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上市

公司利潤總和的320億美元(約2,485億港元)，料蘋果市
場將凌駕該3國上市公司的市值總和。

4年內仍稱霸板腦市場
Gartner指，去年蘋果的iPad銷售額較2010年下跌

9.6%，市場對微軟的Windows 8系統亦抱有期望，希望
可生產雙平台的板腦，兼顧商務與個人娛樂用途，但
它預期，板腦市場直至2016年仍將由蘋果主導。

Gartner昨日發表報告，指今年全球一共售出1.189億台
平板電腦，數字較去年升近1倍。Gartner預期，今年蘋
果的板腦市埸佔有率為61.4%，使用Google Android平台
的板腦為31.9%，使用微軟Windows 8系統的則為4.1%。

■美聯社/中央社/《華爾街日報》/《每日電訊報》■美國司法部以反壟斷法控告蘋果及美國5大出版商。

美司法部反壟斷法控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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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前後，歐元區債務危機

重燃，導火線正是財赤問題日益

嚴重的西班牙。儘管首相拉霍伊

上月宣布嚴厲的緊縮措施，但市

場顯然不買賬，西國債孳息率升

至近6厘的高危水平。國內銀行負

債沉重，恐蔓延至政府，「大得

不能救」的西班牙或已接過希臘

的炸彈，成為歐元區內最令人憂慮的經

濟體。

早在2008年，西班牙房產泡沫爆破，

國內銀行手持大量賤價抵押房產，資產

負債表岌岌可危。然而當地經濟未見起

色，失業率今年預料進一步攀升至

24%，樓市或再調整，銀行資產負債表

隨時貶值逾3,000億歐元(約3.05萬億港

元)。

倘樓價急跌 危機擴大
事實上，西班牙銀行融資日益困難，

違約成本大漲，目前僅能靠歐洲央行提

供超低息貸款「吊命」。然而央行「泵

水」治標不治本，只能解決燃眉之急，

而且貸款並非無止境，亦可能推遲西國

銀行實施去槓桿化和改革措施，若國內

樓價進一步下滑，危機將進一步擴大。

西班牙政府強調會全力削赤，毋須歐

盟等機構打救，但政府今年將財赤佔國

內生產總值(GDP)降至5.3%的目標極難實

現，亦可能拖累經濟再度步入衰退，屆

時復甦更遙遙無期。此外，西班牙經濟

體系龐大，歐盟援助恐亦無能為力，若

政府無法恢復市場信心，西國炸彈恐波

及環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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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法國巴黎以東的迪士尼樂園，今日踏入開幕
20周年。截至2011年9月30日的財政年度，樂園錄得
1,570萬入場人次，遠勝羅浮宮的840萬及巴黎地標艾
菲爾鐵塔的660萬，樂園卻旺丁不旺財，去年淨虧損
達5,560萬歐元(約5.66億港元)。

巴黎迪士尼樂園去年收入增至10.3億歐元(約104.9
億港元)，但負債仍高達18.7億歐元(約190.8億港元)，
樂園稱將於2024年前清還債項。但樂園在歐債危機
下帶動就業，去年共提供了5.5萬個直接及間接職位
空缺，而平均每個職位，可為法國帶來額外3個職位
空缺，對失業率達9.4%的法國來說，不無幫助。

■美聯社

法迪園慶廿周年負債仍鉅

希臘總理帕帕季莫斯昨日與總統帕普利亞斯會
面，向其提出請辭及提早大選於下月6日舉行。根據
GPO民調顯示，支持臨時政府的保守派「新民主黨」
目前僅得18%支持度，可能無法組成多數派政府。

希臘原定於2013年舉行大選，但隨 總理帕帕季
莫斯「功成身退」，大選將提前舉行。希臘國會前日
通過一項勞工法案，重組社會保障基金，相信這是
今屆國會的最後一項工作。

IMF：新政府需承諾削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大選涉及政治隱

憂，擔心新政府會反悔現屆國會承諾推行的政策。
它補充說，若希臘希望繼續得到援助，不論哪個政
黨勝出，都需要進一步削支110億歐元(約1,123億港
元)，並通過改革稅制，增加30億歐元(約306億港元)
政府收入。

新民主黨與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SOK)因曾表態
支持政府接納歐盟和IMF的緊急援助方案，以致支持
度大跌，兩黨皆可能無法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得
票，必須籌組聯合政府。但新民主黨領袖薩瑪拉斯
前日稱，一旦無法在大選中取得多數票，寧可啟動
重選，也不會與PASOK組成聯合政府。

■路透社/法新社

希總理請辭 料組聯合政府

美 國 就 業 網 站
CareerCast.com公布2012年
最佳工作排行榜，軟件工程
師高居榜首，平均年收入近
8.8萬美元(約68.3萬港元)，
最差工作則為伐木工人，平
均年收入僅約3.2萬美元(約
24.8萬港元)。

該網站以生理需求、工作
環境、收入、壓力和就業前
景5項標準，評估200種職
業。由於政府和企業對資料
蒐集和分析需求激增，軟件
工程師連續兩年蟬聯排行榜
冠軍，其他「筍工」按序為
精算師、人力資源經理、牙
醫助理、理財分析師、聽力
師、職業治療師、網絡廣告
經理、電腦系統分析師和數
學家。

伐木工人取代去年榜尾的
鑽油工人成為最差工作。報
告稱，隨 油價有上漲趨
勢，與能源相關的工作相當
搶手，反觀新屋建設頹勢不
減，木材和伐木工的需求也
大降。

■《華爾街日報》

位於西班牙巴塞羅那以南的小村莊拉
斯克拉，計劃出租村中7公頃土地，予一
個鼓吹大麻合法化的組織種植大麻，藉
此籌錢償還130萬歐元(約1,325萬港元)債
務及創造40個直接及非直接職位，但村
民前日舉行公投後，未能達到方案過關
所規定的75%支持率，使計劃或遭擱置。

拉斯克拉原本以種植橄欖及葡萄為
主，受國家經濟危機拖累，該村亦陷財
困。其村委在2月29日以4票支持、3票反
對，通過出租土地予「巴塞羅那個人大
麻使用協會」(ABCDA)，但遭村民強烈
抗議，擔心會導致毒販聚集。鑑於民情
洶湧，當局最終在前日舉行公投，讓804

名居民自行決定，結果只有308票贊成，
239票反對，贊成比例僅56.5%。若把土
地出租予ABCDA，每年可收租65萬歐元
(約663萬港元)，相當於市價的10倍。

根據西班牙法例，購買大麻並不違
法，不過種植、出售或宣傳使用大麻則
屬非法。 ■法新社/美聯社

伊朗新聞電視台前日援引匿名消息源報
道說，伊朗已停止向西班牙售油，並正在
考慮停止向德國和意大利出售石油。西方
傳媒稱伊朗向德國石油輸出已經中止，並
減少輸入歐盟產品，分析認為伊朗是要在

核問題談判前夕強化自身立場。
當天早些時候，伊朗石油部長加塞米

在伊朗南部阿薩魯耶工業區說，伊朗已
經停止向部分歐洲國家出售石油，其中
包括希臘。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前

日在伊南部阿巴斯港說，伊朗對石油制
裁毫不擔心，伊朗擁有高額外匯儲備，
即便伊朗兩三年無法出售一桶石油，也
能維持國家正常運轉，抵制制裁，挺過
難關。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昨日公
布，34個成員國整體失業率維持在去年
的8.2%，歐元區則為10.8%，「自全球
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一直高企」。美國及

加拿大則不升反跌，分別錄得8.2%及
7.2%的失業率。

34個成員國共有4,500萬人失業，較去
年同期增加40萬。西班牙失業率本月上

升0.3%，達23.6%，屬OECD中最高。
希臘及葡萄牙緊隨其後，分別報21.0%
及15%。

■法新社

歐元區失業重災 美加不升反跌

伊朗停向西班牙出售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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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型鋁企Alcoa昨日公布首

季業績好過預期，加上意大利和

西班牙國債孳息率昨日稍微回

落，反映投資者對兩國財政狀況

憂慮有所紓緩，美股繼前日創今

年最大跌幅後，昨日早段大幅反

彈。道指昨日早段報12,834點，

升11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1,373點，升14點；納斯達克綜合

指數報3,025點，升55點。

歐股亦顯著反彈。英國富時100指數
昨尾段報5,643點，升48點；法國

CAC指數報3,260點，升43點；德國
DAX指數報6,711點，升105點。

西班牙削支成效被質疑
美國上周公布的3月份就業數據差過

預期，加上西班牙及意大利國債孳息率
上升，拖累美股連續5個交易日走軟，
紐約3大指數前日全線重挫。道瓊斯工
業平均指數繼周一失守13,000點關口
後，前日再度急挫，跌幅為今年之最，
也是美股於去年8月以來時間最長、影
響範圍最廣的下跌周期。

雖然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周一宣布將實
施規模達100億歐元(約1,019億港元)的醫
療及教育削支方案，然而投資者質疑實
施成效，擔心這歐元區第4大經濟體會
成為希臘以後，下一個「爆煲」國家，
使歐債危機惡化。復活節長假期後首個
交易日，西班牙股票及國債前日繼續被
拋售，拋售潮更蔓延至整個歐元區。

投資者轉投美債避險
歐美股市動盪，投資者紛紛轉投美債

避險。美國財政部前日出售孳息率為
0.427厘的3年期國債，認購率達3.36倍，
成功集資320億美元(約2,485億港元)，而
10年期國債孳息率自周一的2.04厘跌至
1.98厘；30年期國債則跌至3.13厘。德國
昨日拍賣10年期國債，平均息率僅1.77
厘。

歐洲央行自去年12月為歐洲銀行提供
無 限 量 3 年 期 貸 款 長 期 再 融 資 操 作
(LTRO)，迄今已借出超過1萬億歐元(約

10.2萬億港元)，然而其安撫作用正逐漸
失效。西班牙國家銀行行長薩恩斯曾呼
籲歐洲央行直接購入國債，不過後者一
直拒絕採取此做法，只曾購買少量主權
債券。專家估計，西班牙國債問題若禍
及意大利，可能最終會迫使歐洲央行採
取行動。

意拍短期國債成本倍增
意大利昨日拍賣短期國債，集資110

億歐元(約1,123億港元)，債息率飆升，
12個月期國債息率由上月1.492厘倍升至
2.84厘；3個月期孳息率由上月0.492厘飆
升至1.249厘。分析指意債需求穩定，但
歐債危機升溫，導致孳息率急速上升。

歐債危機惡化，歐洲央行理事會成員
科爾昨日表示，央行提供的3年期超低
息貸款幫助正常化市場狀況，但央行貨
幣政策無法根治危機，各國銀行及政府
應及時進行改革。他稱，西班牙國債孳
息率飆升並未反映該國經濟基本面，他
拒絕回應央行會否以買債計劃推低西債
息率，但指央行仍有「證券市場計劃」
(SMP)應急。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路透社/彭

博通訊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敬文）受到
西班牙債券收益率飆升拖累，周二美
股重挫，再加上中國疲軟的進口數
據，亞太股市周三近乎全線下跌，日
經指數收市跌0.8%，新加坡海峽時報
指數更跌逾1%，港股亦連跌3日，昨
跌至215點，報20,140點。

澳洲股市收市同樣下跌，基準
S&P/ASX 200指數收市跌46.2點至

4,246.1點。新加坡股市收盤走低，海
峽時報指數收盤下跌36點至2,946.44
點，跌幅為1.2%。韓國和馬來西亞市
場假日休市。

分析師指出，歐債危機重新成關注
點，這非好兆頭，西班牙國債收益率
可能是焦點，但投資者需同樣關注意
大利債券市場可能受到的任何消極影
響。

亞太股市近全線下跌

■道指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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