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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體昨
日報道，俄羅
斯政府向日本
方面提議，建
設連接俄國遠
東薩哈林(庫頁
島)和日本北海
道的海底天然
氣管線。分析
認為，這反映
俄羅斯在西方

加強制裁下，正嘗試把能源出口策略重點轉移
至亞洲。若計劃實現，將成為日本首條與其他
國家之間的天然氣管線，有助降低日本能源進
口成本。
《日本經濟新聞》引述俄日外交相關人士透
露，俄方是在上月向日方提出有關建議。俄日
預定在今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召開期間舉
行首腦會談，屆時可能會作出討論。

「視乎烏問題談判」成本低四成
福島核事故後，日本減少依賴核能發電，目
前天然氣佔日本總發電量逾40%，但燃料方面
完全依賴須經油輪運輸的液化天然氣。據估
計，利用管道運送天然氣較油輪運輸成本低
30%至40%。
不過路透社向日本經濟產業省查詢事件時，有
負責油氣事務的官員否認日方接到相關提案。《日
經》亦引述外務省高官稱，目前美國與俄羅斯因
為烏克蘭事件交惡，日本對此時與俄國開展新的
能源合作態度審慎，認為有關提案能否實現「要
視乎烏克蘭問題及日俄領土談判的進展」。
有分析認為，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對日本具
吸引力，但西方對俄制裁，令日本對與俄合作
小心翼翼。不過美國正忙於應付伊拉克和敘利
亞的極端組織，烏克蘭問題變成次要，或有利
日方與俄展開輸氣管談判。 ■路透社/

《日本經濟新聞》/《The Diplomat》雜誌

��
��%4
9�2&�'��'�

�����
+�?3	
5##�������

���
��4

.	�	�;�


&��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日前接受
美國CNBC電視台獨家訪問，他表
明對於目前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
的美元「沒負面態度」，但認為全
球必須減少依賴美元，多元貨幣體
系更有利於全球經濟。
梅德韋傑夫相信貨幣系統應更平

衡，呼籲擴大全球儲備貨幣的種
類。他強調俄羅斯等新興國家過於
依賴美元及美國經濟，儘管美國經
濟正改善，也沒證據顯示它將再度
變差，但全球金融體系仍應減少依
賴美元，整體上會較有利。
俄國與西方國家近月關係惡化，令
俄國把目光轉向亞洲。梅德韋傑夫周
一與到訪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
訂規模1,5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
互換協議，梅德韋傑夫形容此舉有助
兩國貿易繞過美元，更指俄中關係近
25年來積極發展，目前中國是俄最大
貿易夥伴，發展對華關係是俄國的主
動選擇。 ■C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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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傷害深
「與美關係絕不可能重啟」

標指前日跌穿200天平均線，今年漲幅完全蒸
發，投資者憂慮熊市重臨，美國昨日公布的連

串數據，更加深市場悲觀情緒。

希擬終止IMF援助 歐股跌逾2%
希臘政府暗示可能提前終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紓困計劃，而該國政局仍然不明朗，投資者
擔心歐債危機重臨，當地股市繼前日跌5.7%後，昨
日一度急挫 8%，中段報 888 點，跌 59 點或
6.25%；10年期國債孳息率抽升至7.685厘，是今
年3月以來新高。
歐洲經濟陰霾密布、希臘前景不明朗，加上美

股開市急跌，觸發歐洲主要股市骨牌式下瀉，三
大股市均跌逾2%。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
6,268點，跌123點；法國CAC指數報3,982
點，跌105點；德國DAX指數報8,633點，跌
192點。意大利富時MIB指數報18,513點，
跌642點或3.35%。有「恐慌指數」之稱的歐
洲STOXX波動率指數(VIX)升至 28.6，創
2012年中以來新高。

美消費疲弱 製造業指數急跌
美國商務部昨日公布9月份零售銷售值按月

下跌0.3%，差過市場預期的下跌0.1%，亦扭轉
8月份的升勢，反映消費市道疲弱。勞工部同日
公布的生產者價格指數按月跌0.1%。市場估計，
美國通脹率將難達聯儲局的2%目標。
此外，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製造業指數急跌至

6.17，遠差過市場預期的20.25；國際能源署預期石油
需求將創2009年以來新低，進一步打擊市場氣氛。

■彭博通訊社/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衛報》

希股一度挫8% 意股跌逾600點

憂歐債憂歐債 美股曾瀉美股曾瀉369369點點
歐元區以至環球經濟頻頻響警號，投資者關注美
國聯儲局會否調整加息時間表。被視為聯儲局
「風向儀」的三藩市聯儲銀行行長威廉斯前
日接受路透社專訪時，嘗試淡化對環球
經濟的憂慮，又指明年中仍是加息
的合適時機。不過他強調，假
如美國通脹或薪酬增長未
如理想，便有可能會推
遲加息，甚至展開
新一輪資產購
買計劃。

威廉斯多年來為聯儲局主席
耶倫擔任顧問，被視為反映耶
倫意向的最有力指標之一。分
析認為，威廉斯的言論顯示，
近期市場對外圍環境的憂慮，
並未動搖聯儲局加息立場。威
廉斯更提到，若美國經濟增長
加速，依然存在提前加息的可
能，但目前更擔心經濟轉差。
近日歐元區經濟響起警號，促使投資者預期聯儲

局可能會把加息時機由明年6月推遲至9月，加息步
伐亦會較聯儲官員預想為慢。威廉斯對此不以為意，
認為市場對局方加息安排的看法基本正確。
聯儲局將於本月28日起一連兩日舉行議息會議，

預料屆時會完全結束第3輪量化寬鬆(QE)的買債措
施。威廉斯形容這項計劃協助美國經濟復甦，並稱如
有必要，局方對於加推新一輪QE不會猶豫。

■路透社

受供應增加及需求
增長放緩影響，國際
油價持續受壓。布蘭
特 11月份期油昨日
收市跌 98美仙，報
每桶84.06美元，是
2010年 11月以來最
低；紐約商品交易所
11月付運西得州中質
原油(WTI)跌 1.16美
元，至每桶80.68美
元，是2012年6月以
來最低。
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無意減產，
加上主要產油國沙特
阿拉伯為增加市佔率
大幅減價，進一步推
低油價。國際能源機
構(IEA)前日下調本年
度原油需求增長預測

至每日70萬桶，較此前預測
少20萬桶，全球消耗量估計
為每日9,240萬桶，是2009
年以來低位。
紐約法國巴黎銀行北美洲

首席經濟師莫蒂默爾表示，
全球市場疲弱，多方面因素
導致油價受壓，包括美國頁
岩氣供應增加及利比亞原油
恢復供應。
能源價格下跌或削弱德國

通脹增長，帶動德國10年期
債券價格上升，債息跌至紀
錄低位0.79厘；法國10年期
債息亦跌至1.16厘的紀錄低
位。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法國為遏抑財赤，國防部昨日宣布
大幅削減國防開支，明年將裁減7,500
個職位。
國防部長勒德里昂表示，國防及
解決政府赤字，對國家主權同樣重
要，國防部需協助改善預算狀況。
目前有8,000名法國軍事人員派
駐海外，包括3,000人參與代號
「Barkhane」反恐行動，於北非
的馬里、乍得、尼日爾、毛里塔
尼亞及布基納法索打擊伊斯蘭武
裝分子。另外亦有派兵到衝突頻繁
的中非共和國、科特迪瓦，以及參
與在阿富汗的國際部隊。 ■法新社

全球經濟放緩憂慮及伊

波拉疫情擴散的壞消息持續困

擾大市，美國昨日公布的經濟數

據疲弱，觸發美股開市後急挫，道

指一度下跌369點，其後跌幅收窄，

早段報16,120點，跌195點；標準普

爾500指數報1,858點，跌19點；納斯

達克綜合指數報4,195點，跌31點。

法削國防開支遏財赤
裁7500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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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行長淡化環球經濟憂慮 着眼美通脹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日前在專訪花大量
篇幅談及西方對俄制裁，他形容制裁行動愚
蠢，且對俄美關係具毀滅性，指兩國關係
「絕對不可能」重新開始。

俄外長拉夫羅夫上月底曾表示俄美關係需要再次重
啟，但梅德韋傑夫明言這「絕不可能」。他解釋，俄羅
斯從沒有主動提出制裁，但西方社會對俄作出多項制
裁，又稱明白多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憂慮烏克蘭危機，
但制裁只會從根本上損害莫斯科與西方的關係。
梅德韋傑夫特別提到上月聯合國大會上，美國總統奧

巴馬把俄羅斯列為重大威脅，而且排名比極端組織「伊
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更高。他形容奧巴馬的
行為「精神異常」，令人失望。

雖然美俄關係因烏克蘭問題惡化，但兩國維持在個別
重要議題的合作。美國國務卿克里與俄外長拉夫羅夫前
日在巴黎會談，雙方同意加強分享情報，打擊極端組織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

烏極右分子鐵鏈襲警
另外，烏克蘭極右政黨自由黨的支持者前日在基輔國會

大樓外集會，慶祝二戰時期反納粹及反蘇聯的準軍事組織
「烏克蘭反抗軍」(UPA)成立72周年。集會其後演變成示
威及暴力衝突，示威者用棍及鐵鏈衝擊警方防線，警方施
放胡椒噴霧驅散，37名示威者被拘留。總統波羅申科指衝
突是由「外部力量」策動，暗示俄羅斯是幕後黑手。

■CNBC/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每日郵報》

■■示威者用鐵鏈襲擊警方示威者用鐵鏈襲擊警方。。法新社法新社

■■梅德韋傑夫梅德韋傑夫
接 受接 受 CNBCCNBC
訪問訪問。。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9月份零
售銷售值按月下跌
0.3%。 資料圖片

■希臘暗示可能提前終止
IMF紓困計劃。圖為希臘民
眾2012年不滿緊縮措施，與警
方爆發衝突。 資料圖片

■威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