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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普拉斯(左)前赴歐元區領
袖緊急峰會，獲歐盟委員會
主席容克歡迎。
路透社

希臘總理

德國總理

■笑赴布魯塞爾游
說債權人。 路透社

■稱未來一段日子
可能達成協議。

默克爾

齊普拉斯

新改革方案周內或達協議

歐元區領袖於香港時間今晨 1 時在比利時

布魯塞爾召開緊急峰會，商討希臘最新提交
的經濟及財政改革方案，以決定是否放行新
一筆援助貸款，避免希臘月底債務違約，甚
至被迫退出歐元區。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昨日
親身游說債權人，不過各方對新方案反應不
一。德國總理默克爾則淡化峰會將「決定希
臘生死」的說法，稱「未來一段日子還可能
達成協議」，歐元集團主席迪塞爾布洛姆亦
稱「本周內或有望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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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下周二前要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償還
億歐元(約 141 億港元)，外界擔憂該國若短期內

傳增稅換放寬退休金 希股飆 9%
一直抗拒緊縮的希臘左翼政府，據報在新方案中作
出多項讓步，包括同意增加資產增值稅及企業利得
稅、減少免稅額等，亦會再削減退休金，但減幅遠低
於債權人此前要求。
歐洲各方對新方案反應不一，歐盟經濟與財政專員
莫斯科維奇讚揚它方向正確，有助為各方達成共識打
下基礎，法國總統奧朗德亦表示各方談判「取得進
展」。不過德國財長朔伊布勒稱沒有收到希方任何
「實質新建議」，芬蘭財長斯圖布亦大潑冷水，稱緊
急峰會「難以寄望可達成共識」。
有關希臘的新方案亦出現小插曲，有 3 名參與談
判的歐盟官員聲稱昨晨接到希方通

■大批希臘人在國會外舉行反緊縮示威
大批希臘人在國會外舉行反緊縮示威。
。路透社
知，最先提交的是錯誤版本的建議書，會盡快補交正
確的版本。雖然各方對新方案反應有異，但投資者普
遍樂觀，刺激希臘股市昨日飆升逾 9%，並以接近全
日高位收市。
希臘與債權人分歧未解，各方對峰會上會否作出決
定保持審慎。默克爾稱若各方暫時未能就希臘新方案
達成共識，緊急峰會可能只會採取「諮詢」形式，暗
示不會把希臘「判死」。迪塞爾布洛姆昨日指新方案
尚有改進空間，但「足夠重啟談判」，又稱各方需要
時間評估方案，估計「本周稍後會有決定」。外界放
眼歐盟本周五在布魯塞爾的峰會，愛爾蘭財長努南則

稱歐元區財長亦可能在本周四再開會。

希銀存款跌至 2004 年來新低
希債談判前景不明朗，促使希臘人近期紛紛從銀行
提走存款，據報當地存款已跌至 2004 年以來新低。希
臘央行行長斯托納拉斯早前已會晤希臘銀行高層，呼
籲準備好隨時為提款機補充現金，歐洲央行昨日進一
步提升對希臘銀行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A)。另有
希臘官員昨日表示，該國銀行體系穩定性未受威脅，
未需要政府出手。
■《華爾街日報》/
英國《金融時報》/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歐股飆近4% 美股中段升12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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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提交新的改革方案，投資者憧
憬希債談判可以取得突破，刺激歐洲
多個主要股市昨日飆升近 4%。英國
富時 100 指數收報 6,825 點，升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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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汲取教訓 歐股債未現恐慌

5年前希債危機觸發環球金融
市場動盪，投資者汲取上次教
訓，提前做好避險準備應對今
次違約危機，包括從希臘抽走
資金及增加現金儲備，致使歐洲
股市及債市未有重現當年恐慌。
有基金經理甚至認為，希臘違約
脫歐對歐元區可能是好事，因為
可以擺脫負纍。
《華爾街日報》報道，大部分
投資者均認為相比上一次希債危
機，今次風波拖累其他市場的可
能性要低得多。美銀美林經濟師莫
埃克表示，歐洲銀行對今次危機反
應相對溫和，主要是經過上次教訓
後，已大幅撤走希臘業務，減少風
險敞口。截至今年4月，外國銀行
貸款予希臘銀行金額跌至僅130億
歐元(約1,143億港元)，以地區銀行
資產規模而言份額相當
微細。

希臘債務談判峰迴路轉，該國在
國際債權人面前「企硬」多時，至
昨日終於稍為表現合作姿態，提交
經濟改革方案，讓市場看到化解危
機的曙光。然而雙方遲遲未有最終
協議，一步步逼近月底還款「死
線」，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想討價還
價拿盡好處，再上演一幕回心轉意
留在歐元區的「華麗轉身」，結果
還是淪為一場匆忙急就章的鬧劇。
希臘看準歐盟不樂見該國脫歐，
故一直不肯放軟立場，甚至大談脫
歐的可能性，並擺出任由談判破裂
的姿態。隨着違約限期逼近，歐元
區不得不應齊普拉斯要求，召開緊
急峰會。齊普拉斯政府態度持續強
硬，很大程度出於討好選民。希臘
經濟近年在緊縮政策下大幅衰退，
引起國民極為不滿，甚至認為「三
巨頭」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
基 金 組 織 (IMF)， 與 納 粹 德 國 無
異。因此，儘管歐洲人對希臘愈來
愈反感，執政激進左翼聯盟在國內
支持率卻居高不下。
面對態度最強硬的德國，希臘同
樣想鑽空子。德國總理默克爾想維
持與希臘談判，盡量保持歐元區完
整。相反，德國財長朔伊布勒主張
準備好讓希臘脫歐。希臘財長瓦魯
法基斯看準這兩人的分歧，更呼籲
默克爾在希臘與幕僚間二擇其一，
藉此增加談判成功機會。如今齊普
拉斯爭取到歐元區緊急峰會，先贏
了面子，加上希臘民意支持國家留
在歐元區，他此時讓步也算體面，
於是希臘在峰會前推出較詳細的方
案，作出一定改革承諾。
齊普拉斯賺到盡，其「華麗轉身」能否成功，還
要視乎債權方的取態。國際債權人認為希臘過去已
獲部分債務寬免，又憂慮其他歐元區財困國家爭取
類似待遇，糾纏日久，德國官員及民間對希臘的容
忍亦已到極限。齊普拉斯此舉無疑是冒着高估德國
讓步空間的風險。即使希臘如願獲得
72 億歐元(約 633 億港元)援助，也只是
繼續吊鹽水，為下次更艱難的削債商討
埋下伏筆，屆時又是另一場豪賭的開
1$
始。

黎耀康

無法就「改革換援助」與債權人達成協議，可能無力
還債而違約，或被迫脫歐。

齊普拉斯的不華麗轉身

默克爾
默克
爾：希臘未判死

歐元近日走勢亦反映區內面對希
臘危機的取向，歐元兌美元本月至
今累升 3%，雖然大部分分析師預
計希臘脫歐或多或少對歐元構成壓
力，但投資者認為希臘與債權人談
判結果難料，因此拒絕出售歐元。

希脫歐或對歐元區更好
霸菱資產管理公司固定收入及貨
幣部門主管維爾德表示，鑑於希臘
是歐元區內表現最不濟的成員國之
一，倘希臘被迫脫歐，實際上或有
助歐元區整體發展。
不過許多投資者亦擔心，倘若發
生深層次危機，例如希臘出現債務
違約，或是當局為遏止存款流失而
實施資本管制等，短期內亦會對大
市造成較強衝擊。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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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法國 CAC 指數報 4,998 點，升
183 點或 3.81%；德國 DAX 指數報
11,460 點，升 420 點或 3.81%；西班
牙 IBEX35 指數報 11,368 點，升 423
點或3.87%；意大利富時MIB指數報
23,485點，升786點或3.47%。
美股同受刺激高開，道瓊斯工業平
均指數中段報 18,139 點，升 124 點；
標準普爾 500 指數報 2,127 點，升 17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5,153 點，
升36點。
■美聯社/法新社



歐元區擬共同預算 削成員國財政自主
希債危機再次凸顯歐元區成員國間分歧，多
個歐洲組織官員有見及此，前日宣布改革歐元
區經濟架構計劃，包括制訂整體財政預算，強
制各歐元國配合，意味成員國的財敗自主權將
被削減，以換取歐元區經濟穩定。不過，現時
歐洲多國疑歐思潮活躍，預料方案將掀起極大
爭議，可能需要再過10年才能實施。
改革建議由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草擬，並參
考歐洲央行、歐洲理事會、歐洲議會及歐元區

財長的意見。主理計劃的官員指，南歐的工資
及物價增長遠較北歐快，最終引發歐債危機，
希臘更隨時債務違約，歐元區國家必須從根本
改變，為區域經濟團結一致，才能避免事件重
演。
建議書指，歐洲在債務危機後已作出多項重
要改革，但根本問題仍然存在，認為各國必須
集體行動，阻止有礙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政策推
行。具體行動方面，歐洲官員初期將利用歐元

區現行權力，加重對違反可持續原則成員國的
罰則，未來亦會在所有成員國設立競爭力部
門，監察勞工工資。
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時，聯邦政府曾額外援
助內華達州及佛羅里達州等影響較大的州份。
歐盟官員計劃通過設立共同預算，在需要時以
類似方式，救助經濟能力較弱的成員國，為此
需成立歐元區財政部門，讓各國制訂共同預
算。
■《華爾街日報》

黑客入侵航企電腦 1400 人滯華沙機場

網絡犯罪再次威脅航空安全，波蘭航
空地勤電腦系統前日罕有遭黑客入侵，
時間長達 5 小時，10 班本地及國際航班
需取消，另有 10 多班航班延誤，1,400
名乘客一度滯留華沙蕭邦機場。波蘭航
空發言人庫比茨

基表示，相信這是全球首宗同類襲擊，
已交由政府調查，又警告其他航企未來
亦可能成為黑客目標。
庫比茨基指，黑客在當地時間前日下
午 4 時(香港時間前晚 11 時)左右開始攻
擊，導致公司地勤電腦系統在

之後 5 小時內無法擬訂飛行計劃，多班
航班無法起飛，降落的班機則不受影
響。
■路透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