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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債務危機瀕臨破產、需申請國際援助的希臘，
昨日成功拍賣30億歐元(約322億港元)5年期債券，重
返闊別4年的中長期債市，被視為象徵歐洲走出債務
危機的又一里程碑，並有助希臘進一步減少依賴經濟
援助。投資者反應熱烈，超額認購8倍，近9成債券是
售予海外買家，反映投資者對歐元區逐漸恢復信心。
希臘財政部昨發聲明，宣布以4.75厘孳息率售出30
億歐元債券，明顯低於市場預期的5.25至5.5厘，集資
額亦超出25億歐元(約269億港元)目標。副總理韋尼澤
洛斯形容拍債獲得「重大成功」，財長斯托納拉斯對

重返債市感到高興，稱希臘經濟已展現復甦跡象。

評級機構指「垃圾級」
希臘2010年深陷金融危機，債息飆升至「不可持

續」水平，過去幾年依賴歐元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援助貸款度日。隨着歐元區經援預定今年結束，
希臘重返債市有助減輕財政壓力。然而國際評級機構
認為希債仍未達投資級別，故給予「垃圾級」。
希臘拍債同時帶動其他歐元區債券受捧，意大利10

年期債息跌5點子，至3.15厘；西班牙10年期債息亦

跌4點子，至3.16厘。
拍債前夕，希臘央行附近有汽車炸彈爆炸，建築物

受損，無人受傷。政府相信事件是針對拍債和緊縮政
策。

拉加德：歐央行遲早出手抗通縮
另外，IMF總裁拉加德昨日再評論歐洲央行政策，

認為歐央行採取行動抗通縮只是「時間問題」，應愈
快愈好，但強調尊重該行上周按兵不動的決定。
■美聯社/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紀錄顯示，多數官員認為美國復甦不
徹底，即使就業和通脹恢復到正常

水平後，聯儲局仍須長時間維持極低利
率。很多與會者提出，去年12月以來，
官員對息口的走勢預期整體向上，可能
誇大了收緊寬鬆貨幣政策的速度，擔心
市場誤解加息步伐。

調整前瞻指引 棄6.5%失業門檻
幾乎所有與會者一致認為，局方是時

候調整前瞻指引，即使官員在如何調整
的問題上仍有爭議。數名官員希望增加
新的可量化指引，彰顯局方致力將通脹
率升至2%的目標。官員一致認為，應在
有關短期利率走勢的前瞻指引中，刪除

之前使用的失業率6.5%參考門檻，轉而
採用一系列綜合指標為決策標準。
CNBC引述美國皮爾龐特證券公司首

席經濟師斯坦利認為，上月耶倫在記者
會暗示提早加息後，市場反應激烈令聯
儲局出乎意料，估計局方因此修改議息
紀錄措辭，以按撫市場。三菱東京UFJ
銀行首席經濟師拉普基也表示，紀錄可
能經修改，以圖遏抑加息預期。
紀錄又顯示，官員憂慮寬鬆貨幣政策

加劇信貸市場的風險行為，包括增加邊
際貸款、轉向商品投資、股票價格上
升、向高風險企業及客戶增加借貸，影
響金融穩定。美國經濟將在嚴寒天氣過
後恢復溫和增長，但官員對就業市場疲

弱的原因和程度存在較大分歧。

提克里米亞影響全球增長
議息會議同時談及克里米亞入俄。官

員認為，若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持續，雖
未至於損害美國經濟，但會影響全球增
長。聯儲局將於本月29至30日召開下次
議息會議，現時局方每月買債規模為550
億美元(約4,264億港元)。
會議紀錄緩解有關未來加息時機的疑

慮，道指前日收市升181點，升幅是一個
月以來最大，美國10年期債息跌至2.688
厘。

■CNBC/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華爾街日報》

美國芝加哥聯儲銀行行長埃文斯前日
稱，聯儲局每月減少買債100億美元(約
775億港元)是合理步伐，但在通脹只有
1%的情況下無理由加息，認為明年底甚
至2016年才是加息時機。

美國 2月份個人消費開支
(PCE)物價指數升0.9%，是連
續第22個月低於聯儲局的2%
通脹目標。聯儲局主席耶倫上

月暗示局方結束量化寬鬆(QE)6個月後
可能開始加息，埃文斯認為，若美國經
濟穩定，6個月是合理假設，但亦可能
要16個月。他稱目前通脹仍低得難以接
受，指責有人2009年已表示關注高通脹
風險。
聯儲局理事塔魯洛表示，美國

就業市場空缺仍有不確定性，局
方須審慎判斷通脹壓力。他不擔

心經濟增長突然加快，令局方陣腳大
亂，認為在調整政策方面，就業市場所
受的結構性損害並非當前關注重點。

■《華爾街日報》

美國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大減3.2萬
人，至30萬人，創近7年新低。但中國上月
貿易數據遠遜市場預期，加上美企業績參差，
拖累美股昨中段跌幅擴大。道瓊斯工業平均指

數中段報16,290點，跌14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1,850點，跌21點；科技股領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急挫
2.39%或99點，報4,083點。
歐股偏軟。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6,641點，升6點；法

國CAC指數報4,413點，跌29點；德國DAX指數報9,454
點，跌51點。
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4周移動平均減少4,750人，至
31.625萬人，較一年前的35.5萬人大幅回落，反映
就業市場已擺脫寒冬負面效應，職位增長有

加速跡象。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希債闊別4年「還魂」 超額認購8倍

聯儲玩魔術聯儲玩魔術
又又變變「「鴿鴿」」

明春加息論震撼市場明春加息論震撼市場 疑修改聲明安撫疑修改聲明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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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前日宣
布，效力近20年、發
明「滑動解鎖」(slide
to unlock)的軟件設計
負責人克里斯蒂將於
今年內退休，工業設
計高級副總裁伊夫將
兼顧克里

斯 蒂 負 責 的 範 疇 。 不 過 科 技 網 站
AppleInsider引述消息指，克里斯蒂是與被
已故創辦人喬布斯譽為「靈魂伴侶」
的伊夫矛盾升級，才決定離職。
■AppleInsider網站/彭博通訊社

社交網站facebook 2月天價收購即時
通訊軟件WhatsApp後，再有新動作，
前日通知歐洲用戶須安裝獨立通訊軟
件facebook Messenger，才能繼續在手
機收發訊息。分析相信fb此舉是為整

合旗下通訊軟件鋪路。外界預期fb將
要求歐洲以外地區用戶安裝。有批評
指此舉令用家要頻繁切換程式，非常
不便。

■法新社/路透社

英倫銀行昨宣布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5厘歷史低位，維
持量化寬鬆(QE)規模3,750億英鎊(約4.87萬億港元)不
變，符合市場預期。聲明稱，央行認為中期利率在2至3
厘是太低，預測開始收緊貨幣政策後，利率到2018年會
升至4.5厘。消息公布後，英國10年期債息靠穩，英鎊兌
美元微跌至1.678。
英國2月份通脹為1.7%，是4年來最低，而IMF日前將

英國今年增長預測上調至2.9%。英國經濟分析機構凱投
宏觀認為，由於英國增長趨勢向好，通脹較低，預計央行
將維持超低息至明年底。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CNBC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上月議息後，暗示最快明年春季加息，鷹派言論震撼市場。然而前日公布的議

息紀錄顯示，官員認為即使開始加息，也須在長時間內維持極低利率水平，更擔心局方向市場發出愈

來愈傾向加息的錯誤訊號。有經濟師懷疑，如此鴿派的議息紀錄可能經過修改，以安撫市場情緒。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上月暗示可能提早加息，觸發美
國短債急挫。「債王」格羅斯創辦的全球最大債券基金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管理的 Total Return
Fund，上月降低美債持有比例至41%，按月減少2個百
分點。
彭博數據顯示，Total Return Fund上月按揭債券持有

比例按月減少6%，降至23%，是近3年來最低水平。該
基金上月虧損0.6%，投資者同期抽資31億美元(約240
億港元)，是連續第11個月資金淨流出；今年截至上月底
獲利1.63%，跑輸72%同類基金。 ■彭博通訊社

提早加息論影響
PIMCO減持美債

英倫銀行按兵
4年後或加息至4.5厘

聯儲官員：後年才應加息

捲逃稅監控
Google膺全球最具聲譽企業
美國紐約管理諮詢公司「聲譽研究所」前日公
布「全球100大最具聲譽企業排行榜」，搜索網
站巨擘Google雖受逃稅及監控醜聞困擾，但仍與
迪士尼公司並列榜首。

蘋果三星入十大 聯想評分升
Google去年負面消息不斷，包括把在英國的收
入經愛爾蘭轉移至避稅天堂百
慕達，以逃避英國巨額稅
單。此外，英國私隱監管機
構擬起訴Google為街景服
務拍攝時收集網民數據。
然而，Google在財務表
現、管理層領導能力
及工作環境方面，仍

獲消費者評為最佳，因而榮膺全球最具聲譽企
業。
蘋果、微軟及三星3家科技巨企打入十大。華

企聯想集團保持第100位，但評分較去年上升。
聲譽研究所訪問來自中美等全球15大市場共

5.5萬名消費者，根據他們對各公司的評價作出評
分。研究同時發現，僅1/4消費者相信廣告內

容，反映各公司在建
立客戶信任及促銷
產品上面對困難。
■聲譽研究所/
thisismoney

網站

百大最具聲譽企業排名(部分)

排名(去年) 企業 今年得分 去年得分

1(2) 迪士尼 77.3 77.8

1(4) Google 77.3 77.2

3(1) 寶馬 77.2 78.4

3(3) 勞力士 77.2 77.2

5(6) 索尼 75.9 76.3

7(12) 蘋果 75.6 74.7

10(7) 微軟 75 76.2

10(16) 三星 75 73.4

60(87) 波音 69.1 65.5

100(100) 聯想 65.4 64.3

fb逼用戶轉用Messenger

蘋果內訌 「滑動解鎖」之父被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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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倫上月暗示最快明春加息，議
息紀錄卻指即使加息也須長時間低
息，鷹派立場變回鴿派。

■拍債前夕，希臘央行附近有汽車炸彈爆炸。政府相
信事件是針對拍債和緊縮政策。 法新社

■「滑動解鎖」之父克里斯蒂

■■喬布斯喬布斯「「靈魂伴侶靈魂伴侶」」伊夫伊夫

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