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倫銀行行長卡尼等官員於本月稍早時，相繼
暗示提早加息，帶動英鎊匯價上周升至1英鎊兌
1.7062美元，創2008年10月以來最高，更成為市
場近期最炙手可熱的貨幣。然而卡尼昨日轉軚
「放鴿風」，表示要待經濟消化閒置產能後才加
息，英鎊應聲跌穿1.7水平。
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資料顯示，
英鎊淨長倉上周由35,842手增加至52,596手，是
2007年以來最多，亦創下2013年9月以來最大單

周升幅，反映投資者押注英鎊繼續走強。
卡尼本月12日在倫敦市長官邸講話時，突然

改變保持低息的論調，警告加息時機可能較市場
預期早，其他倫行官員之後亦相繼發表類似言
論。
然而卡尼昨出席聽證會時一改口風，為加息預

期降溫。他指雖然英國下半年增長料更強勁，但
薪酬水平上升疲弱，意味勞動市場閒置產能較估
計多，認為在待產能進一步消化後，才開始利率

正常化。他稱，加息時間將視數據而定，一旦開
始上調，將以有限和漸進方式進行，在2017年前
也不會加至5厘的平均數值。
英鎊兌美元匯價本月已累升1.5%，表現是彭博

追蹤的16種主要貨幣中第二佳，僅次於紐元的
2.6%。德國商業銀行及富國銀行上周四分別把英
鎊年底預測匯價上調至1.72及1.73美元。昨日卡
尼的發言後，英鎊應聲跌0.3%，至1.6977。

■彭博通訊社/英國《金融時報》

倫行為加息降溫 英鎊跌穿1.7
英倫銀行行長
卡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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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公布新
一輪經濟增長戰略，內容與傳媒
此前報道相若，包括未來數年下
調企業稅至30%以下、促進女性
就業等。不過有分析指，有關內
容很多只是大概方針，細節欠
奉，暫難以評估成效。日本總合
研究所副理事長湯元健治指出，
考慮到立法程序和企業適應需
時，日本潛在經濟增長可能要到
10至20年後才能提升。
隨着日股觸頂回落，安倍計劃

通過支援企業帶動經濟增長。日
政府宣布將於未來3年集中改革
就業、5年內改革管理逾700個地
區農業合作社的農業協同組合，
家庭經濟援助和財政重整則會延
後。

減企業稅促女性就業
日本企業稅目前為35%，居全
球前列，政府將爭取未來幾年下
調至30%以下，同時透過擴闊稅
基等彌補政府收入差額，但計劃

詳情要待年底才公布。政府亦將
檢討全球最大的日本政府退休金
投資基金(GPIF)投資組合，透過
更具彈性的投資策略為市場注
資。
勞工和就業制度是今次增長戰

略重點之一，政府承諾將取消年
薪1,000萬日圓(約76萬港元)以上
僱員的強制超時補貼，預料將影
響全國4%打工仔；同時會放寬外
國員工實習計劃，但強調有關修
改與入境政策無關。為促進女性
就業，政府計劃強制上市公司公
開女性管理層比例、增加全國托
兒服務和考慮修改稅制，目標把
去年7.5%的女性管理層比例，到
2020年提升至30%。

推動秋季開賭
政府亦為未來50年設定1億人

口目標，並承諾推動「機械革
命」，目標是2020年服務業使用
機械人比率較現時增加20倍，以
促進生產力和彌補人口減少造成

的勞動力萎縮。安倍又透露會在
秋季國會下次開會時，推動通過
賭場合法化，認為綜合度假村可
為旅遊業、地區經濟和產業帶來
貢獻，將是東京2020年奧運會前
推動旅遊業發展的計劃之一。
市場改革被視為繼寬鬆政策及

加大公共開支後，「安倍經濟
學」的「第三支箭」。安倍去年
亦曾試射此箭，但被批評雷聲大
雨點小，觸發日股急挫。有分析
認為，日政府今次事先向外界透
露大概內容，相信是想避免重蹈
覆轍。 ■共同社/路透社

VIX指數過去 10 年平均值為 20.08，當中包括
2008年金融海嘯高峰時期錄得的80，以及

2011年歐債危機的48，而VIX今年平均值僅為13.9。
投資者對平靜市況有不同解讀，部分提到美國經濟增

長逐漸增速，加上聯儲局擴張性政策，有助限制資產價
格波幅。

耶倫：太穩定恐觸發風險行為
然而亦有意見認為，股價屢創新高和債券價格高企，

將為後市帶來動盪。聯儲局主席耶倫上周曾警告，一個
非正常地穩定的市場可能觸發風險行為，威脅金融穩

定。有市場專家認為，受惠於股市持續上升，投資者將
開始尋求鎖定獲利，並對沖大市下跌的風險。押注VIX
上升的VXX每日交易量上月達到2,380萬股，較去年5
月平均1,030萬股高出逾一倍。
市場對後市走向意見分歧，部分認為押注市場動盪

的投資產品今年表現慘烈，加上交易量低，認為VIX
仍然有下跌空間。其他人則認為VIX不會長期處於低
位，又提到股市經常會因為天災等不可預見的事件而
動盪，例如 2011 年日本福島核事故便令 VIX 抽升
30%。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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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下月9日將舉行總統大選，改
革派候選人、雅加達省長維多多原本
勝算甚高，投資者憧憬他上台後致力

推動經濟增長，資金紛紛湧入印尼股
市。然而隨着他近月優勢收窄，政治
前景不明朗觸發撤資潮，股市上月起
扭轉升勢。
由於年初維多多支持率遠遠拋離對

手，印股上季累升11%，10年期國
債孳息率亦由9.1%降至8.1%，但隨
着選情逐步拉緊，股市4月升幅收窄
至僅1.7%，上月更從12個月高位回
落2.8%。花旗數據顯示，本月頭3周
僅有約2.5億美元(約19.4億港元)外資
淨流入印股，遠低於3月份約13億美

元(約101億港元)。
東南亞市值最大經紀行金英證券表

示，8成機構客戶本月初仍對印股有
濃厚興趣，但約4成由於擔心大選結
果，已停止加碼。分析指，鑑於印尼
上季經濟僅增長5.2%，增幅為2009
年以來最小，投資者正觀望印尼下任
總統能否推動增長。新加坡富敦資金
管理公司投資組合經理西姆指，維多
多一旦敗選，撤資潮恐擴大。

■《華爾街日報》

美股市況近來相當平靜，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連續32個月未有出現大於10%跌幅，是史

上第五長走勢；標準普爾500指數連續46天單日升跌不多於1%，創1995年以來最長走勢；

有「恐慌指數」之稱的VIX指數上周更跌至2007年以來最低。不過，押注VIX上升的期權合

約數量上周三升至今年1月以來最多，反映投資者認為目前很可能是「暴風雨的前夕」。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要求上議院收回他出兵烏克蘭的權
力，顯示他計劃協助基輔與烏東分離分子和解，消息刺激
俄股RTS指數急升超過3%，創5個月以來高位，盧布兌
美元匯價亦升0.7%。
大型藥廠Vertex試藥成功，股價飆升47.2%，帶動生物

科技股造好，刺激美股早段微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
段報16,947點，升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963
點，升1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387點，升19點。
歐股個別發展。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791點，跌

8點；法國CAC指數報4,522點，升7點；德國DAX指數
報9,930點，升9點。

美樓價升幅放緩
反映美國20大城市樓價的標普/Case-Shiller綜合房價

指數4月按年升10.8%，為13個月來最小升幅，除波士頓
外所有城市樓價升幅放緩。 ■法新社/美聯社/CNBC

普京暗示烏國收兵
俄股5個月高位

印尼大選改革派優勢減印尼大選改革派優勢減 觸發股市撤資觸發股市撤資

蘋果公司料今年內推出最新智能手
機iPhone 6，近日不斷有疑似產品照流
出。消息指iPhone 6將有4.7吋及5.5
吋屏幕兩款，為iPhone至今最大屏幕
及最薄，抗衡死敵三星和HTC的大芒
手機。

傳配置高清屏
有傳蘋果將於下月開始量產iPhone

6，預計將於9月公開發售。消息指5.5
吋版本會較4.7吋早數周發表，並作限
量生產。負責70%產量的富士康已於

中國內地增聘10萬工人。
據消息，iPhone 6將配置高清屏，解

像度為1704x960，用藍寶石玻璃製成
以加強屏幕硬度；嵌入式輕觸技術使
感應器更貼近屏幕，使電話更纖薄；
採用iOS 8系統，可顯示緯度、天氣、
氣壓甚至遙控開關家電；內置A8芯
片，提高運作速度及減低耗電量；相
機像素由目前800萬提升至1,000萬，
配合新鏡頭及濾鏡，提高照片質素及
清晰度。

■《每日郵報》/彭博通訊社

分析：或20年後始見效
安倍新增長戰略 疑似iPhone 6芒照首曝光

下月量產

日本智能機械人專家石黑浩
前日在東京展出全球首個An-
droid 新聞主播Kodomoroid，
外表酷似少女的「她」不僅說
話流利，還頗有幽默感，讓現
場一眾真人記者拍手叫絕。
Kodomoroid 這名字縮寫來

自日文單字「兒童」(Kodomo)
及 Android。在發布會上，
Kodomoroid 首先示範報道兩

則新聞，隨後對石黑浩開玩笑
說：「你愈來愈像機械人
了！」讓人哭笑不得。Kodo-
moroid 身旁的同伴機械人
Otonaroid，則在重啟系統後連
連道歉，自嘲「有點緊張」。
兩位「美女」將落戶東京國
家新興科學和創新博物館，通
過與訪客互動收集人機互動數
據。 ■法新社

Android機械人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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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第
三支箭」內
容其實一早
放風，以免
再 影 響 日
股。
彭博通訊社

■■聯儲局主席耶倫上周警聯儲局主席耶倫上周警
告告，，非正常地穩定的市場非正常地穩定的市場
可能觸發風險行為可能觸發風險行為，，威脅威脅
金融穩定金融穩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押注「恐慌指數」
VIX上升的期權合約
上周三增至1月以來
最多，反映投資者認
為後市動盪。

■支持者（右）與維多多的紙牌合
照。 美聯社

■Kodomoroid(左)和智能機械人專家石黑
浩。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