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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4千億太空爭雄
5年內射載人火箭

■塞浦路斯銀行員工不滿紓困案或影
■塞浦路斯銀行員工不滿紓困案或影
響他們的退休金，上街抗議。路透社
響他們的退休金，上街抗議。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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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適逢前蘇聯太空人加加林歷史
性升空52周年紀念，俄羅斯總統普京
(見圖)前往阿穆爾河地區為新「東方」
火箭發射場揭幕，並宣布今年至2020年
的航天開支增至1.6萬億盧比（約4,004
億港元），幅度冠絕其他航天大國。他
指，俄國與其他航天勢力在深度太空
技術有一段距離，反映他決心重振聲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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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透過直播向國際太空站人
員表示，「東方」發射場預計後
年啟用，2018年前發射載人火
箭，2020年全面投入運作。他稱發射場
不僅為俄國專家服務，歐美等國亦
能受惠。發射場選址經仔細考
察，距離鄂霍次克海僅600公
里，太空人返回地球時可
降落水上。普京建議發
射場附近城鎮改名
為「齊奧爾科
■示威者焚燒歐盟
旗洩憤。 美聯社

■塞浦路斯不少民眾排隊
■塞浦路斯不少民眾排隊
申請房屋津貼。
申請房屋津貼。 法新社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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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基」
，紀念同名的前蘇聯太空之父。
現時俄國載人航天項目均在哈薩克拜科努爾發
射中心進行，美國太空總署（NASA）太空穿梭
機去年退役後，從發射中心升空的俄國飛船成為
來往國際太空站的唯一途徑。
俄國每年以1.15億美元（約8.9億港元）租用拜
科努爾發射中心，但近年租賃條款常起爭議，有
俄國官員表示，2050年租賃期滿後，不會再租用
部分設施。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俄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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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政府前日表示，因經濟衰退較預期嚴重，紓困成本將由原定的175億歐
元（約1,773億港元）增加近1/3，至230億歐元（約2,330億港元）
，意味政府須額外

量寬無時限 世界
黑田誓穩2%通脹

集資60億歐元（約608億港元）
。假如塞國未能滿足新集資額，紓困計劃將會拉倒，
迫使該國破產並退出歐元區。不過，歐盟最大經濟體德國態度強硬，稱目前的救助
金額已非常龐大，沒加碼餘地。

塞 濟事務專員雷恩提出額外援助要求，亦將
國總統阿納斯塔夏季斯昨稱，已向歐盟經

次提出紓困或加碼緊縮，進一步打擊低迷經
濟。德國商業銀行魏爾估計，塞國經濟至少3年
致函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及歐洲理事會主席 後才會觸底，復甦無期。另一銀行DekaBank經
范龍佩。塞國官員澄清，總統要求「額外援助」 濟師卡特爾則認為，塞國人均收入遠高於希
是指歐盟委員會的基建津貼等，與紓困方案無 臘，且經濟規模較小、易於管理，復甦進程應
關。
較希臘快。

紓困案獲批 融資額不變

放寬資本管制 銀行開戶限外資

歐元區財長昨批准塞國紓困方案，國際債權
塞國政府前日進一步放寬資本管制，當地銀
人的原定融資額不變。據法新社取得的評估報 行轉賬額上限上調至30萬歐元（約304萬港
告顯示，塞國的3年紓困成本包括重整銀行體 元），出境旅客可攜現金上限亦增至2,000歐元
系、贖回中長期到期債券及滿足借貸與金融所 （約2萬港元）；但每人每日提款上限仍維持300
。財政部當日公布新措施，
需，因紓困談判擾攘多時，令紓困成本遠高於 歐元（約3,039港元）
若當地存戶希望開立新賬戶，除非獲央行同
估計。
倫敦資本經濟首席歐洲經濟師洛因斯認為， 意，否則新賬戶內的存款必須來自海外。
隨 成本增加，當地銀行存戶及債券持有人承
歐元區財長昨在愛爾蘭舉行會議，商討塞國
擔的損失可能增近1倍，達106億歐元（約1,074 紓困的定案，以及愛爾蘭與葡萄牙押後還款的
億港元）
。他又稱，塞國希望在2016年達致財政 要求。歐元集團主席迪塞爾布洛姆表示，各國
平衡及經濟增長1.9%是太樂觀，指銀行體系的 財長傾向延長愛、葡的貸款期7年。即使獲得寬
穩健性及政府可能加大緊縮，均為紓困帶來不 免，兩國未來仍可能因融資困難而須再次接受
確定性；塞國經濟未來2年料萎縮約12.5%。
紓困。
若塞國開源節流政策未見成效，政府或須再
■美聯社/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新華社

塞擬變賣金儲 歐財困國恐跟風
塞浦路斯面對突然飆升的紓困成本，如何集資
頓成難題，政府前日表示，考慮變賣黃金儲備等
方法，但強調決定權全在塞國央行。央行否認曾
討論此事。金價周三錄得2月以來最大單日跌
幅，受消息影響，金價昨跌至每盎司1,498美元，
是前年7月以來首次跌穿1,500美元水平。分析
指，歐洲財困國可能仿傚賣金，解決燃眉之急。
截至2月，塞國擁有總值5.63億歐元（約57億
港元）黃金儲備，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
希臘、西班牙的金儲更達3,230噸，總值1,250億
歐元（約1.27萬億港元）
。意國外匯儲備逾七成

是黃金，價值不足950億歐元（約9,625億港
元），相比1.69萬億歐元（約17.1萬億港元）未
償債務，實在杯水車薪。
塞國央行獨立性受約章保護，毋須迎合政府
金融政策，若塞國央行反對賣金，政府要另覓
他法集資。1999年簽訂的《央行黃金協議》規
定，央行每年可出售最多400噸黃金，令集資額
有限。消息人士昨稱，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致
函塞國總統阿納斯塔夏季斯，要求對方尊重塞
國央行獨立性及避免向行長施壓。
■路透社/法新社/CNBC

《巫婆死了》歌曲諷鐵娘子 BBC或照播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去世後，左
翼分子在社交網站號召民眾下載經典
電影《綠野仙蹤》（見圖）一首慶祝
「巫婆死了」的插曲，將之推上英國廣
播公司（BBC)旗下電台的歌曲流行
榜，有機會在節目內播放。鐵娘子生
前好友稱，此舉對死者不敬，身為公
營機構的BBC若照常播放，恐有失職
之嫌。
反對鐵娘子的民眾把她喻為女巫，
令《綠野仙蹤》一句歌詞「DingDong！The Witch is Dead」一炮而
紅，截至前日被下載逾2萬次，躋身第
4位。若歌曲周日仍保住前5位置，

BBC便有機會在當晚播放。
BBC新總裁霍爾認為歌曲冒犯鐵娘
子，但播放與否由編輯部主管決定。
消息指，BBC傾向播放，並安排記者
向青年聽眾「講述」鐵娘子在位功
過。

九成民眾贊成播歌
早前被BBC誤報為孌童政要的麥卡
爾平認為BBC應尊重死者，採取中立
手法報道，避免淪為政治工具。民調
顯示，九成受訪者認為BBC應播放歌
曲。
■《每日電訊報》/《衛報》/
《每日鏡報》

昂山今訪日 料晤安倍鼓勵投資
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今日展開訪問日本行程，是27年來首次，預料
會晤首相安倍晉三及其他內閣成員。日本對緬甸的投資遠比中國或泰國遜
色，但日方早前主動免除緬甸部分債務，又派出龐大企業訪問團赴緬，日
緬合作備受矚目。
東京天普大學教授金斯頓表示，昂山扮演親善大使，鼓勵日本政府和企
業支持緬甸。日本目前對緬甸的投資額為2.7億美元(約21億港元)，僅排第
11。相反，中、泰投資額分別達142億美元(約1,102億港元)及96億美元(約
745億港元)，佔當地外資總額的33%及23%。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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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昨發表演說，表示將維持貨幣
寬鬆政策，直至通脹率持續穩定保持在2%的目標，並
指政策並非以匯率為目標，不會導致日圓貶值。黑田表
示，達致可持續通脹前，央行不會就量寬設定時限，將
政策設限兩年的做法不恰當。
消息指，央行考慮上調消費者物價前景展望，向外界
釋出兩年內達到2%通脹目標的信心。新預測數據將於
本月26日公布，料屆時把下財年撇除新鮮食品的消費物
價升幅預測由0.9%上調至最少1.5%。黑田稱，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近年的年率變化接近零甚至出現負增長，但
估計會轉為正值及上升。
■共同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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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銷售額遜預期
解碼
論
美股早段跌13點
美國商務部昨日公布上
月零售(見圖)銷售額按月
美股
下跌0.4%，差過預期，拖
累美股向下。道瓊斯工業
平均指數昨早段報14,851
點，跌13點；標準普爾500
指數報1,587點，跌5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3,292
點，跌8點。
受塞浦路斯危機可能重
燃影響，歐股結束4日升
勢，昨全線下跌。英國富
時100指數中段報6,394
點，跌21點；法國CAC指
數報3,742點，跌32點；德
國DAX指數報7,779點，跌92點。
意大利10年期債息率連續第2日上升，昨升4基點至
4.38厘，同時德債息率則跌5基點至1.25厘，反映投資者
尋求避險資產。
■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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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之父諾獎獎牌 1762萬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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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歲土耳其女子塞特(見
圖)前年成為全球首名接受子
宮移植的女性，她最近已懷
孕2周。醫生昨公布喜訊，
指塞特情況良好，會剖腹生
產。塞特產子數月後將接受
子宮移除手術，以防出現器
官排斥。
阿克代尼茲大學醫院約2
周前將胚胎植入塞特的子
宮，前年她亦在同一醫院接
受子宮移植。有專家稱，塞
特的特殊情況對她及胎兒均
帶來健康風險，包括小產及
早產等。塞特天生無子宮，
出現這種情況的機會率為
5,000分之一。
■法新社/土耳其《每日新聞》

已故DNA之父、英國生物學家克里克1962年獲
頒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獎牌和獎狀封存50年後，
在家人同意下拍賣。總部設在上海及美國矽谷的
醫學科技公司百慕迪行政總裁王傑克（Jack
Wang，譯音），前日以227萬美元（約1,762萬港
元）投得，期望藉此鼓勵公司的科學家，推動對
受損器官的再生科技研究，創造如克里克發現
DNA結構的偉大成就。
克里克發現DNA結構後首封寫給兒子報喜的
信，周三以600萬美元（約4,657萬港元）賣出，
打破美國前總統林肯信件拍賣的舊紀錄。
■美聯社/法新社

委內瑞拉明大選 馬杜羅民調領先
委內瑞拉明日舉行大選，代總統馬杜羅與反對
派候選人卡普里萊斯前日各自舉行最後拉票活
動，阿根廷「球王」馬拉當拿更為馬杜羅站台，
並在足球上簽名。主流民調顯示，馬杜羅支持率
領先對手7%至20%，預料以55%得票率順利勝
出。
馬杜羅拉票時直呼自己是「查韋斯之子」，將
忠實執行查韋斯的2013至2019年國家計劃，刺激
本地經濟，擴大社會福利及整頓治安、通脹和腐
敗問題。卡普里萊斯領導的反對派聯盟則由30個
小黨組成，內部矛盾較大，他多次強調當選後會
為窮人服務。
■法新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