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巴克袋裝咖啡。 路透社

金 融A 19 SO FUN/ ■責任編輯：曾綺珺／孫志賢

新興幣再受壓

數據造好美債息飆升 印尼盾4年半新低

憂美下月收水

英倫銀行昨日發表最新季度經濟報告，指英
國經濟增長較預期快，有助失業率以較快速度
回落，意味該行有機會提早加息。不過行長卡
尼強調，即使失業率降至他8月定下的7%目標
水平，央行也不一定急着加息。有經濟師批評
這會令商界和消費者感到混亂，並損害英倫銀
行信譽。

卡尼8月發表上一份季度報告時，提出央行
會維持0.5厘低息直至失業率降到7%，當時央
行估計有高於一半機會，要等到2016年第二季
才可達到目標。但新報告卻將時間大幅提前到
2015年第一季。英國政府昨日公布上季失業率
降至7.6%。

英倫銀行將明年經濟增長預測由8月時估計
的2.5%，上調至2.8%，原因是歐債危機憂慮消
退，加上銀行融資環境改善，令消費和商業支
出比預期增加。 ■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英央行上調經濟預測
或提早加息

美國
經濟數

據向好，聯儲局何時退市變得
不確定，令投資者對風險資產
卻步，拖累美股昨日低開。道
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早段報
15,687點，跌63點；標準普爾
500指數報1,761點，跌6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3,907
點，跌12點。

雖然英倫銀行上調英國經濟
預測，但歐元區9月份工業生
產差過預期，拖累歐股急挫。
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623
點，跌103點；法國CAC指數
報 4,221 點，跌 42 點；德國
DAX 指數報 8,993 點，跌 82
點。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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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消費者和企業持續大舉借
貸，全球大型新興市場正從2008
年金融危機中急速復甦。然而，
這波信貸狂潮現在卻困擾這些國
家的銀行。在經濟降溫下，土耳
其以至南非等國家的拖欠貸款攀
升，許多銀行的壞賬急增，新一
波新興市場危機逐漸迫近。

出版多本關於金融風險著作的
達斯指出，拜發達國家零利率所
賜，信貸風險再度被低估，新興
市場信貸增長自2008年以來很可
觀，但很多借貸者將難以償債，
資本從這些市場外流恐令問題惡

化。
達斯指出，多數新興市場的信

貸增長已超過經濟增長。一旦信
貸惡化，加重這些國家的經濟問
題，新興市場政府可能一如西方
國家，出手解救岌岌可危的銀
行。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的企
業貸款金額佔國內生產總值
(GDP)，已從 2008 年的 104%飆
升至132%，土耳其則從33%大
幅攀升至54%，巴西也從53%攀
升至68%，但這些國家經濟增長
卻正在減緩。 ■中央社

經濟降溫壞賬增 新興國銀行危機

獲提名接任美國聯儲局主席
的耶倫，今天會出席參議院銀
行委員會的確認提名聽證會。
儘管外界普遍預期耶倫提名案

可順利過關，但她無可避免要
面對議員嚴詞質詢。為量寬政
策(QE)解畫時，她預料重申聯
儲局促進充分就業和維持物價
穩定的雙重職責，並提出局方
與市場溝通的重要性，強調局
方可透過清晰發言刺激經濟。

上述雙重職責是耶倫主張維
持非常規寬鬆貨幣政策的核心
論據，旨在推動經濟加快復甦
及降低失業率。但有共和黨人
認為，尋求充分就業會令局方
忽略維持較低通脹這一更重要
和更可實現的目標。

耶倫在聽證會前曾與部分議員
私下討論雙重職責。身為參院銀
行委員會成員的民主黨議員舒默
認為，目前的環境使局方更迫切
降低失業率。不過有共和黨議員
認為，聯儲局只應行使穩定物價
職責，並反對局方每月買債，稱
可能引發過度通脹。據稱耶倫辯
解，買債計劃對確保經濟繼續復
甦是必要的。

一旦參院銀行業委員會表決通
過對耶倫的提名，將提交參院全
院表決。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耶倫今赴聽證會耶倫今赴聽證會 料促就業穩物價料促就業穩物價

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今年5月暗示部署退市，觸發新興市場撤資潮，多

種新興國貨幣急挫。儘管聯儲局遲遲未見行動，但最近美國經濟數據向

好，投資者憂慮收水在即，令新興貨幣再次受壓。有市場人士認為，雖然

目前撤資幅度不如上一輪般猛烈，但對一些未準備好應對未來全球流動性

收緊的新興國貨幣，投資者須持審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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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倫料在提名聽證會為QE
解畫。 法新社

■■雖然新興市場撤資幅度雖然新興市場撤資幅度
不如上一輪般猛烈不如上一輪般猛烈，，但印但印
尼盾仍下挫尼盾仍下挫22..22%%。。法新社法新社

過去數年聯儲局採取低息及量寬政策，令資金一
窩蜂湧向高回報的新興國資產。不過，美國10

月份就業數據遠好過預期，市場估計局方最遲明年3
月、最快可能今年12月便開始削減買債規模，引發
美國債息飆升，新興國貨幣吸引力隨即大減。

盧比巴西幣挫3%
多種新興國貨幣近期跌勢不止，其中印度盧比兌

美元月初至今累跌3%，巴西雷亞爾跌3.2%，印尼
盾則挫2.2%，昨日更創下1.1673萬印尼盾兌一美元
的4年半新低。

不少投資者都對新興國資產持審慎態度。摩根大通
旗下摩根富林明資產管理的投資組合經理塔伊比表示，
近期已沽出以墨西哥披索、韓圜及印尼盾計價的公債，

「價格走勢反映投資者不敢持長倉」 。
其實在美國公布就業數據前，投資者已開始

從新興國撤資。資料顯示，在截至上周三的一
周內，新興市場基金經理已從股債市抽資13.2
億美元(約102億港元)，相比9月底一周流入
24.4億美元(約189億港元)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機構投資者並非一面倒看淡新
興國資產，部分貨幣經理認為，長
線而言新興國資產仍屬便宜，加上
除聯儲局外的其他主要央行包括歐
洲央行、英倫銀行和日本央行，預
料仍維持寬鬆政策一段時間，尋找
高回報的投資者或會回流新興市
場。 ■《華爾街日報》

■■英倫銀行英倫銀行

迪士尼樂園令人樂
而忘返，有沒有想過
直接搬進去住？迪士
尼正於美國佛羅里達
州的樂園內興建450
間豪宅，讓住客時刻
置身夢幻世界。樓盤
入場價要170萬美元
(約1,318萬港元)，最
高甚至超過700萬美元(約5,427萬港元)，但至今已賣出100間。

屋苑名為黃金橡樹(Golden Oak)，佔地約980公頃，部分單位甚至能看到睡
公主城堡煙花匯演。業主另要支付物業稅和每年不多於1.2萬美元(約9.3萬港元)
的管理費，才可享受所有尊貴服務，如泊車證、接駁巴士、多個園區關門後繼續
參觀，以及會所等。明年更有水療設施落成。

然而，住客必須遵守迪士尼若干裝修規條，如前門須用實木，排水槽要圓角及
銅製等，迪士尼亦會在屋內布置隱形米奇裝飾。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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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完的家務令人煩厭，奧地利
一個清潔機械人亦疑不堪家務繁
重， 「萌生自殺念頭」 ，趁主人外
出時跳上電爐 「自焚」 。消防員趕
到時，它已化為灰燼。戶主堅稱
出門前已關掉機械人，死因恐成
千古謎團。

該機械人每日都要打掃全屋，
自焚前剛清掃完打翻的麥片。主
人外出前關上機械人放進櫥櫃，
懷疑它自行啟動後，沿廚房工作
枱面一路前行，先推開一個煮食
鍋，再坐到加熱電爐上，很快便
着火燒溶。

鄰居見到濃煙後報警，消防員
到場後緊急疏散整幢大廈的居
民。戶主正考慮向機械人生產商索
償。 ■《每日郵報》/英國《都市報》

機械人機械人「「自殺自殺」」

美情侶紛結婚
對在意數字的美國人來說，前日是值得慶祝的日子。因為以美

式日期寫法，2013年11月12日(11/12/13)是本世紀難得的連續數
字日期，故不少人都特意選這天互訂終身，討個好意頭。
錯過這次機會，本世紀僅剩的連續數字日將是明年12月13日(12/13/

14)，再之後，便要等90年，直至2103年1月2日(01/02/03)。
當日網上出現大量 「11/12/13快樂！」 祝福，趣味網站AsapScience甚至

呼籲民眾在14時15分(16秒)許願。有情侶較準上午9時10分(9-10-11-12-13)在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節目許下誓言。婚禮公司 「大衛新娘」 指，美國人愈來

愈喜歡選擇有象徵意義的日子結婚， ■法新社

美迪士尼建千萬豪宅 供粉絲住樂園

風褸領充氣變頭盔
感應器可偵察意外 「炒車」即變氣袋

豪普特和阿爾斯延 7 年前開始研發新頭
盔，產品現已通過歐洲安全標準委員會

審查，在網站發售，每個399歐元(約4,154港
元)。

產品使用充電池，拉上拉鏈就可戴在頸上，
防水又美觀。用家開啟感應器後，裝置就會監
察踏板轉數、身體前傾角度變
化等，從而分辨車手是否發生
意外。

避震勝傳統膠頭盔
豪普特指，產品比傳統膠製頭

盔更能保護頭部，最大優點是避
震功能。由於氣袋夠厚，更能卸

力。
瑞典有保險公司去年測試市面13款最暢銷

頭盔，發現新產品的避震能力比其他頭盔高3
倍。有單車手認為產品能鼓勵更多人戴頭盔和
學騎單車。 ■《泰晤士報》

疑家務壓力大

「111213」好意頭

■機械人本來面貎貎，
自殺後化成灰。

網上圖片

日夾廿分鐘變高鼻
日本有廠商最近推出

一款塑膠整鼻箝，聲稱
每日夾 20 分鐘，就能
夾出靚靚高鼻，每個只
售 30 英 鎊 ( 約 370 港
元)， 比 整 容 便 宜 得
多，且毋須捱痛。

不 過 鼻 箝 外 形 古
怪，有4個膠塞。用
家須將中間兩個短
膠塞插進鼻孔，再
用左右兩個長膠塞夾緊鼻翼，以推高鼻骨。由於外觀奇怪，相信只宜在家中使用。

該店另有一款 「面部胸罩」 ，聲稱能減少笑紋，原理與頭箍相同，售價25英
鎊(約305港元)。產品用矽膠製成，配有一塊 「W」 形膠片，能緊貼面頰和鼻，
用家要將它箍在面上，並在佩戴後做一連串口部運動，才能見效。

■《每日郵報》

騎呢鼻箝

■戴上鼻箝時，樣子有幾分搞
笑。 網上圖片 ■面部胸罩

■美國有攝影師在新書結集125名不同項目的奧運運
動員，讓他們各展身形，望打破外界對運動員必定擁
有6塊腹肌、手瓜起月展的固有觀念。相中所見，雖然
各人的身高、體重各異，但位位都是世界級好手。

網上圖片

肥瘦無礙做奧運精英

不少人騎單車都抗
拒戴頭盔，認為外觀
難看、影響髮型，瑞
典兩名設計師發明的
充氣頭盔，外形好比
可拆式風褸衣領，其
實內藏感應器，偵測
到單車手即將 「炒
車」 時，會自動充氣
變氣袋，保護頭部。

■■充氣頭盔有多種充氣頭盔有多種
款式款式，，適合各種潮適合各種潮
人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外國不少人即使穿着時髦外國不少人即使穿着時髦，，都都
以單車代步以單車代步，，有這款新產品後有這款新產品後，，
更可成為衣飾配搭一部分更可成為衣飾配搭一部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部分豪宅配
備私人泳池。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