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日本新華僑報
網報道，日本維新
會代表、大阪市市
長橋下徹(右圖)昨
日公開表態，稱很
難與前東京都知事
石原慎太郎(左圖)

的新黨合作。橋下
徹此前多次公開表
示願與石原合作，
但如今突然變卦。

橋下徹列舉日媒報道維新會與石
原的新黨會談等事例稱，「石原新
黨在協議階段就把內容全部外洩，
我們很難與這樣的黨合作。」他表
示，維新會與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
為代表的「減稅日本」黨的政黨基

礎不同，今後將是競爭對手，也無
法合作。

日本新聞網指出，國內輿論並不
看好維新會與石原新黨的合作，兩
黨政策相差甚大，合作困難重重。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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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毒死1500人
日路邊驚現山埃

■匈牙利早於去年已爆

發財政危機。圖為總理

歐爾班上周在國會前發

表演說。 路透社

韓國仁川市計劃將西岸外海的
小漁島，打造一個造價達317萬億
韓圜(約2.3萬億港元)、集娛樂及賭
博於一身的景點，興建賭場、酒
店、主題公園、賽車及滑雪場等設
施。景點於明年動工，2030年落成
後目標每年吸引1.34億國內外旅客
到訪，並創造93萬職位，力撼澳
門(見圖)及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

命名自中國吉祥數字「八」的

「八城市」項目，將建於龍遊舞衣
島上，其位置接近仁川國際機
場，面積為80平方公里，是澳門
的3倍。項目發展商由豪華酒店營
運商凱賓斯基、大韓航空和大宇
工程及建築等合資，並獲英國公
司Sanbar Development投資10億美
元(約77.5億港元)，韓國投資證券
亦出資3萬億韓圜(約213億港元)。

■法新社

韓仁川撼澳門 2.3萬億建賭城
新 加 坡 最

近 展 出 價 值

1,500萬美元

(約1.16億港

元)、重達110

卡的「黃龍」

巨鑽(見圖)，

顯 示 星 洲 鑽

石市場漸吸引環球投資者注意。將

「黃龍」帶到獅城的Vihari Jewels營運

總監謝夫指出，當地40至50歲的華

裔、印尼籍和印度籍居民對鑽石需求

熾熱，料新加坡10年內可追上日內

瓦、紐約和倫敦等成熟鑽石市場。

新加坡智庫機構Wealth-X數據指

出，當地有1,305名超高淨值(UHNW)

人口，合計財富高達1,550億美元(約

1.2萬億港元)。亞洲則有近4.3萬超級

富豪，合計財產多達6.3萬億美元(約

49萬億港元)，導致環球不少奢侈品焦

點漸漸由西方移至亞洲。

Wealth-X主席倫布斯表示，富豪將

鑽石視為有穩定及持續回報的投資，

自2001年起，3卡鑽石價格飆升

238%，1卡鑽石價格亦錄得88.9%升

幅。不過專家指，獅城的7%增值稅

及缺乏具規模的寶石展，將阻礙其發

展成國際鑽石市場。 ■路透社

奢
侈
品
市
場
東
移

星
料

10
年
成
鑽
石
王
國

「居留權國債」為5年期特別國債，外
國投資者只要透過個人或名下企業

投資25萬歐元，便可獲得優先移民待遇。法案明
言，要在匈國

設立投資移民機制，希望藉「居留權國債」制度減
輕政府財政負擔，並刺激國內地產、零售及投資市
場。

有份起草法案的青民盟議員鮑巴克明言，法案主
要針對中國富豪及其他投資者。他又說，若能成為

匈國公民，投資者將擁有更多發展機會。

國債率最高 援助談判陷危機
匈國國債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

為78%，屬中東歐國家中比例最

高，當中數以十億計歐元債券更於未來數年到期，
急需再融資渠道。匈政府已向歐盟及IMF尋求援
助，但由於條件談不攏，獲批機會僅一半，亦令雙
方關係惡化。

由於匈國是歐盟成員國，獲得當地居留權意味可
於歐盟所有成員國內居住及工作，並可使用匈國護
照免簽證前往美國等地，對海外投資者甚具吸引
力。但正因如此，新例引起其他歐盟成員國不滿，
英國執政保守黨議員帕特爾批評，匈國濫用歐盟成
員國身份。■路透社/《華爾街日報》/《每日郵報》

負債沉重的匈牙利一直試圖向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援，但談判進展緩慢，執政青民盟有議員於是提出法案自救，建議

發行「居留權國債」，外國投資者只需購買25萬歐元(約252萬港元)或以上債券便可入籍。該黨明言法案針對中國富豪，但由於獲得匈

牙利居留權等同歐盟居留權，很可能遭其他歐盟成員國反對。

歐盟統計局昨表示，歐元區9月失業
率微升至11.6%，按月升0.1%，是自
1995年有紀錄以來最高水平。2001年諾
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施蒂格利茨稱，對歐
元區經濟復甦「非常悲觀」。希臘總理
薩瑪拉斯前日聲稱與「三巨頭」就援希
達成共識，歐盟昨日澄清雙方未達協
議，但承認希臘很可能獲延遲削赤期限
1至2年。

歐債危機已令最少5個歐元國陷入衰
退，西班牙失業率達25.8%，冠絕歐元
區，最低則是4.4%的奧地利。歐元區10
月通脹則回落至2.5%，較9月下跌
0.1%。歐洲央行表示，歐元區銀行融資

雖有改善，但預料業界會繼續收緊對外
貸款條件。

希明年財赤料佔GDP 5.2%
希臘為說服「三巨頭」批出救命貸

款，推出嚴厲緊縮措施，但由於政黨
意見分歧需推遲至下周才提交國會。
薩瑪拉斯警告若措施不獲通過，將引
致經濟災難。希臘昨日向國會提交經
調整的2013年預算案，財赤佔國內生
產總值(GDP)比率預測由上月初4.2%上
調至5.2%，政府債務則維持GDP的
189.1%。

■法新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大阪市長反口 拒與石原新黨合作

藉熱錢振經濟
亞洲轉 迎QE3

美國聯儲局前年推出第二輪
量化寬鬆(QE2)措施，大量熱錢
流入亞洲發展中經濟體，惹起
亞洲多國不滿，擔憂會動搖經
濟及損害出口。事隔兩年，聯
儲局於9月再推QE3，亞洲經濟
體的態度卻截然不同，由於歐
債危機及美國復甦乏力影響區
內增長，不少亞洲地區都希望
藉QE3熱錢刺激經濟再度向前。

挽出口增長 惟恐曇花一現
大量熱錢流入會導致貨幣升

值、刺激通脹和損害出口。分
析指，前年亞洲經濟處於過熱
狀態，美國QE令更多熱錢流
入，各國及地區自然苦不堪
言。然而，今年歐美經濟環境
打擊亞洲出口，QE3反而受歡
迎。IHS環球觀察亞太區首席經
濟師比斯瓦斯表示，QE3促進

美國復甦並維持入口需求，有
助亞洲出口業維持增長。

QE3雖令部分區內貨幣升
值，如香港金管局最近兩周6度
買入美元，確保港匯穩定。但
對東南亞新興經濟體而言，卻
推動經濟和股市向上，泰國、
菲律賓、新加坡及印度股市今
年升幅達15%至25%。分析認
為，中國內地雖對QE3表示高
度關注，但語氣明顯較兩年前
軟化。

彭博數據顯示，自QE3公布
的前1周起，迄今已有近100億
美元(約775億港元)資金流入亞
洲。但過往經驗顯示，QE2對亞
洲股市的衝擊只及QE1一半，
QE3的影響更可能只是曇花一
現。分析憂慮，美國印鈔式的措
施恐令風險胃口一次比一次短
暫。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金牙藏指南針 二戰驚現占士邦法寶
在電影《鐵金剛》中占士邦的神

奇道具，原來早在二戰時期已經出
現！英國近日一個拍賣會上，出現
一本間諜道具指南(見圖)，詳細記
載二戰期間，英政府為拯救囚禁於
納粹集中營的戰俘所研製的「法
寶」，包括藏於鈕扣及金牙的指南
針、藏有微型鏡頭的打火機等，以
當時技術而言，實在令人拜服。

二戰期間，約有13.5萬名英國戰
俘被囚於集中營。英政府當時創立
軍情九處(MI9)，由發明家赫頓研製
奇特工具，並以食物及包裹掩飾，由
紅十字會運送給戰俘，協助他們逃
走。其他工具還包括藏在啤牌、鉛筆
或雪茄的德國地圖、內藏無線電接收
器的雪茄盒等。

這本76頁《Per Ardua Libertas》目
錄由倫敦Sun Engraving Company印
製，流傳到德文郡一名男子手中。目
錄近日於拍賣行博納姆斯(Bonhams)拍
賣，估價800英鎊(約9,992港元)。

■《每日郵報》

日本媒體報道，警方昨天公
布，上月22日在千葉縣松戶市
路邊發現的劇毒物氰化鉀(俗
稱山埃)，劑量可使1,500人致
死。

被丟棄在路邊的是一個可疑
的塑膠容器和兩個玻璃瓶，塑
膠容器內裝了約300克的氰化
鉀，劑量可讓約1,500人致死，
警方認為丟棄者可能違反丟棄

劇毒物取締法，正在進行調
查。

貼有標籤 蓋子緊密
塑膠容器和玻璃瓶上都貼了

寫有藥品名稱的標籤，氰化鉀
和硫酸混合後會產生劇毒的氰
酸氫氣，但因容器蓋子緊密，
並沒任何洩漏。

■中央社

年底恐達債務上限 美擬下周拍債
美國財政部昨表示，華府預計年底將

再次觸及聯邦債務上限，但強調有能力
採取「特別措施」，為聯邦財政爭取足
夠空間過渡到明年初新政府履新。財政
部又宣布，下周將發行720億美元(約
5,580億港元)券債及票據作再融資之用。

目前華府債務總額約為16.2萬億美元
(約125.6萬億港元)，但若要繼續發債填
補預算赤字，便可能於年底前觸及現時
16.39萬億美元(約127萬億港元)債務上

限。

通用純利年跌12%
另外，通用汽車昨日公布第3季業

績，受期內歐洲及北美業務不振拖累，
純利跌至15億美元(約116億港元)，按年
跌12%。公司又宣布將於年底前再裁減
300名歐洲員工，令全年歐洲裁員人數
增至2,600人。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歐元區失業率新高「復甦路非常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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