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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參院驅逐貝老 失豁免權或被捕入獄
意大利參議院昨晚通過議案，將前總理貝盧斯科尼逐出國會，
即時生效。貝老喪失國會議員資格後，同時會失去免遭起訴的豁
免權，鑑於其逃稅及嫖雛妓罪已被判罪成，或很快被捕入獄。
由於貝老的親信、副總理阿爾法諾率領30名中間偏右議員倒

戈，外界事前已預料議案會獲得通過。貝老昨雖然以取得新的脫
罪證據為由，呼籲參議員押後辯論，又批評驅逐他將是意國民主
中「不可磨滅的污點」，但未能扭轉命運。
同時，受惠於倒戈議員的支持票，總理萊塔提出的來年預算案

前晚獲得通過，為聯合政府推行經濟改革掃除障礙。
■路透社/法新社

德國《南德日報》昨引述消息人士
稱，歐洲央行正考慮新一輪長期流動性
操作，只提供給同意把資金貸給工業、
零售和服務業的銀行。而新一輪長期再
融資操作(LTRO)長度可能只有9個月或
12個月。路透社本月訪問的貨幣市場交
易員預期，新一輪LTRO可能在明年第

一季實施。
歐央行行長德拉吉與其他管理委員會

成員已不斷提及實施更多LTRO的選
項，藉此協助脆弱的歐元區經濟，並確
保信貸流向民間。央行已在前年底和去
年初批出兩輪3年期的LTRO。

■中央社

歐央行擬有條件泵水

美國納斯達克綜
合指數前日收報
4,017 點 ， 升 23
點，13年來首次升
穿4,000點大關。有
市場人士將目前納
指凌厲表現，與10
多年前科網泡沫時比較，不過有分析
指，目前納指仍較2000年歷史高位低
1,000 點，而且其成份股變得更多元
化，不再局限於科技股，這亦反映全球
經濟格局的轉變。
納指近期升勢並非只靠思科和甲骨

文等大科企股價支撐，表現亮眼的包
括全年累升284%的媒體公司Netflix、
累升256%的電動汽車生產商特斯拉，
以及使用科技出售產品和服務的醫療
保健公司。數據顯示，傳統科技股現
時只佔納指比例的45%，遠低於1999
年的 66%，醫療保健股的比例則由

1999 年 6% 增
至 14%，消費
股大增近12個
百分點。
有市場人士

對納指升勢感
到疑惑。資產

管理公司Richard Bernstein Advisors行
政總裁伯恩斯坦表示，納指只由少數股
份推升，但這些股份的盈利並不足以支
持高股價。他認為納指投機成分太濃，
純粹因超超低息環境，令這些投機性股
份被炒高。
然而，金融資訊網站MarketWatch的

赫爾伯特認為，投資者不應將現時納指
與當年科網泡沫相提並論。他列舉出市
盈率、周期性調整的市盈率、市淨率和
市銷率4個估值機制，均反映兩者相差
甚遠。

■《華爾街日報》

納指升穿四千 成份股多元反映全球經濟

美國上周消費者信心指數從
負34.6升至負33.7，是2007
年以來感恩節前一周的最佳數
據，加上上周新申領失業救濟
人數好過預期，刺激美股昨早
段上揚。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早段報16,093點，升20點；
標準普爾 500 指數報 1,804
點，升2點；納斯達克綜合指
數報4,030點，升13點。惠普
電腦營利好過預期，股價升
8%。
德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升至

2007年8月以來新高，歐股全
線上升。英國富時100指數中
段報6,650點，升13點；法國
CAC指數報4,295點，升18
點；德國DAX指數報 9,332
點，升42點。
經季節性調整的上周新申領

失業救濟人數為31.6萬人，較
前周減少1萬人，四周平均申
領人數則減少 7,500 人，報
33.17萬人，兩項數據均回落
至衰退前水平，反映企業裁員
意慾下降。美國商務部同日宣
布，由於交通運輸設備訂單急
跌，上月耐用品訂單減少2%，
反映企業投資態度審慎。

■美聯社/法新社/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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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世界博覽會主辦權誰屬昨日揭盅，阿聯酋
迪拜擊敗俄羅斯葉卡特琳堡、巴西聖保羅及土耳其
伊茲密爾成為贏家。投票期間發生小插曲，阿聯酋
民眾在首輪投票後誤以為已經勝出，提前上街慶
祝，幸最終仍能笑到最後。
投票昨日在法國巴黎舉行，國際展覽局(BIE)165
個成員國代表聽取4個候選城市簡報後，隨即以電
子方式投票。
迪拜首輪投票中獲47.24%選票，拋離其他三個城

市，但由於未達2/3當選門檻要進行次輪投票，得
票僅7.98%的聖保羅此輪包尾出局。迪拜第二輪投
票52.73%得票繼續領先，伊茲密爾(21.82%)則不敵
葉卡特琳堡(24.85%)被淘汰。最後一輪投票，迪拜
以大比數優勢擊敗葉卡特琳堡當選。
迪拜投票前表示，當地會向評審展示能兼容的

「正面」形象，官員指迪拜若申辦成功，將可創造
約22.7萬個職位，當中旅遊業佔40%。
世博每隔5年舉辦一屆，上屆世博主辦城市為上

海，下屆將於2015年在意大利米蘭舉行。■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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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今日迎接感恩節假期，為零售業一年一度的年底購物旺季揭

開序幕。近年各大小商戶為了搶生意，出現大特賣時段更早開始更

遲結束的趨勢，令傳統「黑色星期五」開倉日由一天，變成一星期

甚至一個月。但經濟仍然疲弱，民眾消費審慎，延長減價期似乎未

能為整體營業額帶來顯著提升。

美經濟疲弱消費審慎美經濟疲弱消費審慎 商店提早割價無起色商店提早割價無起色

每年11月最後一個星期四的感恩節，
傳統是美國人家庭團聚的日子，商

戶這天都不會開門，並於翌日「黑色星
期五」舉行大特賣。但金融海嘯後，商
戶紛紛提早開店時間至周五凌晨，甚至
在感恩節便開始營業，將感恩節變成
「灰色星期四」。到了近一兩年，甚至
連小商戶都開始加入提早特價行列，與
大商戶競爭。

生意額10年來首跌
以迪士尼商店為例，今年首次早於感
恩節前的周末開始將部分貨品減價，更
把這一周稱為「魔術周」以招徠客人。
零售諮詢公司NPD集團分析師科恩說：
「忘記黑色星期五，現在是永遠星期五
(Forever Friday)。」
商舖提早傾銷，但效果未見理想。據零
售分析數據顯示，去年感恩節假期周末整
體零售銷售僅升2.7%，感恩節當天佔整
個周末銷售份額由前年7%增至15%，但

黑色星期五的份額卻由66%降至
59%，是10多年來首次下跌，原因
是更多商店在感恩節開門營業，分
散客源，但刺激生意額的作用有限。

網購更多優惠
隨着網上購物日漸普及，加上今年

感恩節較往年遲，迫使更多商店提早
搶灘，甚至早於本月初已減價促銷，
折扣額與感恩節假期相比更吸引。
Gap旗下Piperlime除向網上顧客提供
正價貨品七五折外，本月首周更有額
外六折，較去年最多八折吸引得多。
達拉斯居民埃雷拉以往都趁黑色星期

五買禮物，但今年選擇網購，「網上可
找到更多優惠，沒理由去商店購物。」
分析師指出，網購大行其道，親身到

商店購物已非唯一選擇。不少零售業人
士估計，今年整體銷售將溫和增長，而
網購所佔比例將會增加。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

美國迎來年底購物旺季，不少
商店選擇在今日感恩節假期開門
營業，希望盡量吸客；也有店舖
堅持傳統，在感恩節當天關門。
倉儲式會員店B.J.行政總裁塞恩就
表示，希望讓2.5萬名員工有機會
與家人共度感恩節。
美國全國零售協會預測，今年
感恩節共有3,300萬人次在網上或
商店消費，佔整個周末顧客總數
近1/4。諮詢公司Hay Group全球
零售主管洛雷說：「在感恩節晚
不開門的商店，毫無疑問將面對

損失營銷的風險。」

3州禁商店假期營業
是否在感恩節營業通常是商店

的選擇。然而在羅得島、緬因州
及馬薩諸塞州實施的《藍色法
規》(Blue Laws)，規定商店不得
在假期營業，商界組織認為法例
沒必要，要求修例但不果，意味
居民若要在這天逛商店購物，將
被迫穿州過省。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

要過節唔要錢
店舖堅持傳統拒開門

許多美國民眾計劃趁感恩節假期出
遊，但一股在中西部造成最少11人死亡
的強烈風暴，前日起吹襲東岸，帶來大
雨和降雪，預計導致航班延誤，恐打亂
不少人的旅遊計劃。

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風暴從南部向
東北方移動，預計昨晚為新英格蘭沿海
地區帶來5至10厘米雨量。氣象預報網
站Accuweather表示，狂風暴雨或令弗
吉尼亞州里士滿至緬因州波特蘭一帶城
區水浸。網站亦指，夏洛特、費城等地
前晚有航班因天氣延誤，預計波士頓、
紐約等地會因降雪阻延交通。

■路透社/美聯社

暴風雪襲美東 恐擾亂假期交通

美國一項研究發現，在2010年
至2012年間，紐約市約1/6居民
（約140萬人）面對飢餓；逾20%
（近100萬名）小童吃不飽，比率
於過去4年上升一成。研究機構認
為，去年肆虐美東的颶風「桑迪」
令不少人仍然無家可歸，政府預算
減少加上美國經濟疲弱，令民眾無
法果腹。
紐約市對抗饑荒同盟前日發表年

度報告顯示，情況最嚴重是布朗克
斯區，36%居民和49%小童沒足夠
食物，布魯克林和曼哈頓的數字亦

有上升趨勢。
報告又顯示，向窮人派發食物的

機構今年面對的需求增加10%，但
同時有57%機構所獲政府預算和私
人資助減少。近半機構指沒足夠資
源應付上升需求，被迫減少向求助
者分發食物和運作時間，甚至將求
助者拒之門外。
報告批評紐約貧富懸殊愈來愈嚴

重，中產階層收入較10年前更低，
貧窮、飢餓、無家可歸等情況增
加，近半人口屬貧窮或接近貧窮。

■法新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經濟差預算減
20%紐約童捱餓

年底消費旺季來臨，美國零售商
割價傾銷的背後，商品毛利率許多
時與平時沒大差別，消費者看似搶
購到特惠商品，但其實沒着數可
言。
以一件打6折的39.99美元(約310

港元)紅色荷葉領開襟毛衣為例，
原價肯定不是 68 美元(約 527 港
元)，所謂折扣只是大型零售商計
算好邊際利潤後，再與供應商定出
原價和折扣的技倆。換言之，無論
商品打多少折，零售商賺的錢都不
會少，消費者得到的只是心理上的

折扣。
美國31家主要零售商在2009年

至2012年銷售數據顯示，它們的
折扣商品大增63%，平均折扣從75
折增至64折，但同期毛利率一直
維持在27.9%，反映折扣商品的定
價經過計算。
零售商折扣愈打愈大，可能形成

惡性循環，令消費者對不夠便宜的
商品不屑一顧，零售商被迫推出更
低價格吸引顧客，44歲技術設計師
托里斯稱：「沒有6折，我根本毫
無興趣。」 ■《華爾街日報》

零售商造價
「割價」不等於益消費者

1999年12月 現時
市盈率 (基於追蹤盈利) 29.7 19.1
周期性調整的市盈率 44.2 24.4
(又稱「席勒市盈率」)
市淨率 5.1 2.6
市銷率 2.4 1.6

■貝盧斯科尼
■屏幕顯示迪拜在首輪投票已遙遙領先。 法新社

「「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五」」變灰變灰

■■「「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五」」還未到還未到，，洛杉磯市民洛杉磯市民

已到減價商店買到滿載而歸
已到減價商店買到滿載而歸。。 路透社路透社

■紐約中央公園的巨型「蜘蛛俠」已
準備好在感恩節大巡遊出動。 路透社

■風暴前日起吹襲美東，預計導致航班延
誤，恐打亂不少人的旅遊計劃。 法新社

■受暴風雪天氣影
響，賓夕法尼亞州開
始降雪。 法新社

凌晨直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