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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孔惠萍 2014年5月19日（星期一）

火災旱災熱浪夾擊 澳蜂蜜價格飆升

澳洲近年氣候反常，東南部遭熱浪旱災侵襲，多處叢
林起火，導致蜜蜂數量銳減三成、蜂蜜價格飆升。有警
告指，若今年遇寒冬，加上澳洲遭蜂蟎入侵，蜜蜂數量
會進一步下降，重創依賴蜜蜂的農業。

產量急跌 被迫從華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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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三宗新沙士 疑人傳人
和預防中心(CDC)指，新個案中的男
子近期無去過中東，但接觸過美國首
宗病例的患者。

兩接觸首例患者 無發病

■新沙士病毒。

路透社

美國發現第三宗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俗稱「新沙士」)病例，更是
首宗懷疑國內人傳人個案。疾病控制

該男子來自伊利諾伊州，4月曾與首
宗病例的患者接觸過兩次，第一次會
面 40 分鐘並且握手，第二次見面時間
較短，因此醫護人員相信他是在首次
會面時被傳染。
雖然他沒有發病，但因接觸過首名
患者，當局自 5 月 3 日起一直跟進其
健康狀況，並於上周五驗出其血液中

含有 MERS 病毒抗體。當局指出，單
靠血液中抗體不能將他視
為確診患者，稍後將與
世界衛生組織跟進，
商議是否把這類沒
發病的溫和個案列
為病例。CDC 專家
指出，新個案反映
可能還有更多人感
染病毒但未有發
病。
■路透社/法新社/
美聯社

Google現金股票升職 留資深員工
獵頭公司 GreeneSearch 合夥人利羅夫指，人才爭奪激烈迫使大
型科企高薪留人，例如 Google 為挽留一名任職 7 年的資深員工，
出動現金獎勵，另加分 4 年期的巨額限制性股票，還承諾 60 天內
進行晉升檢討，才能令對方回心轉意。
利羅夫表示，高薪留人並非可持續商業模式，不能增加員工歸
屬感，而且員工跳槽新創企業，主要是看中對方的發展前途，因
此大有升值潛力的股份報酬自然比現金更吸引。
矽谷獵頭專家烏爾里赫表示，現時不少科企會以可免償貸款充
當部分工資，員工只要滿足特定條件，如在公司任職滿一定年
數，便可不用償還貸款。
■CNBC

■歐央行行長德拉吉月初明言若增
長和通脹預期持續疲弱，
長和通脹預期持續疲弱
，便會在下
月 5 日議息時行動
日議息時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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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首1000富豪身家 相當於1/3 GDP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昨日公布年度英國富
豪榜，首 1,000 名富豪身家去年急升 15.4%，合
計升至5,189億英鎊(約6.8萬億港元)，相當於英
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1/3，創歷史新高。有
意見認為，這證明英國經濟逐漸改善，但同時反
映當地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
排榜首是 Hinduja 金融集團的辛杜佳兄弟，合
共擁有119億英鎊(約1,551億港元)；英超球會車
路士班主艾巴莫域治以 85 億英鎊(約 1,108 億港
元)排第9。

首64人身家 等於最窮三成人資產
今年上榜門檻為 8,500 萬英鎊(約 11 億港元)，
高於 2008 年金融海嘯前的 8,000 萬英鎊(約 10.4
億港元)；要打進首500強則要1.9億英鎊(約24.8
億港元)身家，接近2004年的兩倍半。榜上首64
名富豪身家合共2,550億英鎊(約3.3萬億港元)，

上日本通縮危機後塵之虞。有傳

歐洲央行準備下月推出 2,000 億
歐元(約 2.1 萬億港元)經濟刺激

方案，包括破天荒實施負利率，
並透過推出低息貸款鼓勵銀行向
中小企放貸，增加市場流動性。
然而有分析指，方案規模遠不及
市場預期的 5,000 億歐元(約 5.3
萬億港元)量化寬鬆(QE)，對阻
止歐元區經濟「日本化」只是杯
水車薪。
0.2%，為預
歐元區上季經濟增長僅
期一半，前一季增長亦下調至

0.2%，據報這促使近月傾向按兵不動的
歐央行決定出手。德意志銀行歐洲研究
聯席主管沃爾指出，歐央行為壓低歐元
匯價和鞏固通脹預期，相信會推出一系
列措施，不過整體規模相信將遠遜市場
一直期待的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
歐央行行長德拉吉月初議息會議後明
言，若歐元區增長和通脹預期持續疲
弱，便會在下月 5 日議息時行動，被視
為有關減息的最明確暗示。市場分析預
期，歐央行可能會把主要再融資利率由
目前 0.25 厘，減至 0.15 厘或 0.05 厘，並
會把隔夜存款利率由現時零厘降至負利
率，將是全球首間實施負利率的主要央
行。

德央行軟化 願挺破天荒寬鬆

外界預期，歐央行同時推出近似長期
再融資操作(LTRO)、規模較小的低息貸
款計劃，旨在推動銀行向中小企放貸。
德銀估計，若歐元區要維持 2015 年增長
1.5%的目標，區內銀行將需增加約 850
億歐元(約9,025億港元)的信貸。
歐央行亦可能選擇購買資產抵押證券
(ABS)，料為經濟注資約 600 億歐元(約
6,370 億港元)。歐央行亦可能中止現行
「買債沖銷」做法，料可釋放約 1,700
億歐元(約 1.8 萬億港元)資金到銀行體
系。
消息人士透露，歐元區經濟和通脹持
續低迷，一向反對刺激措施的德國央行
態度已明顯轉變，同意支持歐央行在必
要情況下，推出積極甚至史無前例的寬
鬆措施。
■《星期日泰晤士報》/《華爾街日
報》

陳國麟

瑞士昨日公投決定是否調高最低時薪至22 瑞士法郎(約 191 港元)。初步票站調查顯示，只有
23%人投贊成票，77%人投反對票。報道指，調查結果可令商界鬆一口氣。
調查顯示，多數人投票反對提高最低工資，認為有損競爭力及會導致職位
減少。批評者亦指出，加薪將迫使企業裁員，最終傷害基層生計。
在另一項政策投票中，77%選民反對瑞士以 3.1 億瑞士法郎(約 26.9 億港
元)，向瑞典購置 22 架「鷹獅」戰機。反對者認為，瑞士沒必要添置新戰
機，而且實際交易金額可能遠高於預期。
此外，逾 74%選民支持禁止有案底的孌童癖者再從事兒童工作。政府
此前一直反對這項建議，認為條件過分嚴苛。
■法新社/路透社

美國科網業正掀起人才爭奪戰，不少新創科企高薪在矽谷挖
角，大企業被迫高薪留人，令軟件開發員薪酬近兩年直線急升。
但有獵頭公司指，相對於現金薪酬，大部分科網人才都較傾向股
份分紅，讓大型科企在人才爭奪戰處於下風。
薪酬調查網站 PayScale 數據顯示，美國軟件開發員上季平均薪
酬較2009年同期高出14%，自2012年起累升10%。

歐元區經濟未見起色，更有步

「德拉吉魔法」失魔力

瑞士公投191元最低時薪 料遭否決

矽谷搶人才
分紅較高薪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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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預期減至負利率 全球大央行首例

■有傳歐洲央行準備下月推出
2,000 億歐元刺激方案，包括破
天荒實施負利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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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下月料泵二萬億

澳洲最大蜂蜜生產商 Capilano 管理總監麥基表示，
去年花季澳洲適逢旱災，夏天熱浪令無數蜂巢融化，導
致公司去年蜂蜜產量急跌五成，推高價格。公司被迫從
中國、歐洲、加拿大、阿根廷等地入口蜂蜜，以及縮小
蜂蜜產品包裝。蜂蜜品牌 Beechworth 擱置出口，去年
聖誕節前，已停止向中國供貨。
蜜蜂是植物播種主要渠道，加上從外國進口蜂巢成本

昂貴，蜜蜂數量減少打擊澳洲農業，當中廉價農產
品首當其衝。澳洲食品與雜貨議會警告，若蜂蟎
從日本及韓國入侵澳洲，蜂群數量將大降，建議
政府每年投放 5,000 萬美元(約 3.9 億港元)，加強生
物安全保護蜂群，並提振養蜂業。
農業部發言人喬伊絲表示，當局已採取防蟎措
施，並於去年投放6億美元(約46.5億港元)加強生物
安全，但 Beechworthy 東主戈茲沃西指，澳洲養蜂
企業自 2008 年起已從 2,000 家減少至 1,400 家，因此
當局所做仍然不夠。
蜂蟎為禍導致全球蜜蜂數量近年不斷減少，養蜂
業代表表示，過去10年美歐蜂巢銳減三成。
■《星期日郵報》/《悉尼先驅晨報》

相當於全英最
貧窮 30%人口
的資產總值。
今年上榜女性
只 有 114 位 ，
較 去 年 118 位
輕微下跌。
自1989年起
負責編制名單 ■榜首辛杜佳兄弟
的貝雷斯福德坦言，今年上榜富豪的身家暴漲速
度是多年來最快，又認為社會雖有很多仇富聲
音，但很多富豪都位處英國經濟核心，他們的成
功可為國家帶來更多職位及財富。
貝雷斯福德表示，富豪和政府面臨的挑戰，是
如何讓財富向下和向外擴散，特別是從「富豪之
都」倫敦擴散至較貧困的西部和北部。
■法新社/路透社/《星期日泰晤士報》

猶記得前年夏天，歐元區因歐債危機瀕臨解體，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宣布無限買債救市，更揚言不
惜一切捍衛歐元，在緊要關頭穩住投資者信心，最
終在不發一槍下保住歐元區，贏得「德拉吉魔法」
的美譽。相比之下，德拉吉面對當前歐元區持續低
迷的通脹，似乎顯得力不從心，背後其實隱藏着歐
央行以至歐盟的內部分歧。
歐元區需求疲弱是引致低通脹的主因之一，意大
利、西班牙等「歐豬國」不在話下，即使是經濟火
車頭德國，實際需求自 2011 年第 2 季起一直停滯不
前。歐元區長期通脹預期依然符合歐央行目標，但
這其實不值得樂觀，因為當年日本陷入通縮前，長
期通脹預期一樣正面，歐元區身上的日本影子正愈
來愈顯眼。
對於急着恢復競爭力的歐元區國家而言，持續低
迷的通脹十分不利，一旦陷入通縮，更會對企業和
公共債務構成沉重負擔，可能觸發新一輪債務危
機。近期外界多次批評，歐央行坐視歐元區陷入通
縮泥沼，有傳德拉吉痛定思痛，終於決定出手，但
問題是，歐央行操作空間還有多少？
雖然歐央行仍持有不少手牌，包括仿傚美國和日
本推行量化寬鬆(QE)，但歐盟並非單一國家，必須
考慮各成員國強弱不一的經濟情況。例如低息雖有
利周邊財困國，但對德國等盈餘國成效不大；若再
提買債，亦恐觸動這些國家的神經，又有偏幫財困
國之嫌，重燃歐盟分裂危機。適逢歐洲議會選舉在
即，歐央行看似對通縮危機無動於衷，更可能是因
為政治壓力而動彈不得。
歐元區經濟看似漸趨穩定，實際上
依然脆弱不堪，證明危機一直未有離
去。有傳歐央行決意出手，這對歐洲
1$
經濟和政治局勢泛起的漣漪，值得大
家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