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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總理辦公室的聲明提出，希望能夠向歐盟的「歐洲永久
穩定機制」(ESM)申請兩年期援助，目標金額是足以完全覆

蓋該國未來兩年所有財政需要，希臘同時希望能夠與債權人商議
重組債務。聲明表示，希臘仍然願意談判，並一直尋求留在歐元
區的可行辦法。容克於昨日較早前，曾向希臘提出延長援助的新
條件，齊普拉斯據報曾致電回覆表示有意「考慮」，但未幾總理
辦公室便提出新方案。
歐元集團主席迪塞爾布洛姆表示，歐元集團將於當地下午7時

(香港時間今日凌晨1時)在布魯塞爾召開特別電話會議，討論希
臘政府提交的新方案。
有德國國會議員引述總理默克爾指，德國不會在希臘公投前參
與援助談判。

公投若撐緊縮 總理暗示辭職
在齊普拉斯提出新方案前，希臘財長瓦魯法基斯曾經向外表示
希臘無法償還IMF貸款。技術上，希臘此舉仍不會被歐盟及評級
機構視作違約，亦不代表希臘需要即時自願或被迫退出歐元區，
除非希臘政府無法償還未來兩星期到期的數筆票據和本月20日
到期的歐洲央行債務。
不過市場仍關注希臘不還款的可能後果。報道指，今後希臘命運
的關鍵，將是能否獲得歐盟延長或批出新援助，以及歐央行會否維

持對當地銀行業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A)，假
如兩者俱否，希臘便很可能會正式違約並需
要退出歐元區。齊普拉斯前日表示，會尊重
周日的公投結果，並暗示如果選民對債權人的
緊縮方案投贊成票，他會辭職。

或提告阻「被脫歐」標普降評級
針對歐盟領袖連日來的「脫歐」威脅，瓦

魯法基斯接受英國傳媒採訪時表明，將會入稟
歐洲法院申請禁制令。他指歐盟條約並無讓
成員脫歐的條款，希臘也拒絕接受。希臘官
員據報亦考慮入稟，控告歐洲央行違反「維持
金融穩定」的法律責任，拒絕向希臘銀行增加
額外60億歐元(約521億港元)的ELA，令當地
銀行體系面臨衝擊。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及惠譽前日分別下調

希臘的主權信貸及4大銀行的評級。標普把希臘
評級由CCC下調至CCC-，屬垃圾級別中最低；惠譽和
標普分別把希臘4大銀行評級降至「有限制違約」及「選
擇性違約」，銀行生存能力評級則被降至最低的「F」
級。 ■《每日電訊報》/《金融時報》/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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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債務危機的兩大關鍵時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貸款和歐盟援助計劃

續期的期限，均於香港時間今日清晨屆滿。歐盟及希臘雙方昨日均在死線前掙

扎，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試圖提案，讓希臘繼續獲得援助，希臘總理齊普拉斯隨後

提交新計劃，要求歐盟批出一筆全新的兩年期援助，同時讓希臘進行債務重組。歐盟未有

回應，暫時亦未知方案會否讓希臘能夠趕及在期限前償還16億歐元(約139億港元)的IMF

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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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踏入七月暑假旅遊旺季，不少港
人選擇到歐洲南國的希臘遊玩，但謹記帶備足夠現金。希臘周日
晚宣布實施資本管制，銀行及股市停業一星期，許多提款機的現
款被當地人提取一空。本港旅遊業議會表示，由於旅行團在出發
前，已繳付酒店及食肆開支，相信團友在當地景點購買紀念品、
手信及用餐的花費金額不會太大。
本地旅行社永安及康泰旅行社表示，暫時無收到希臘報團人士
因擔心當地經濟狀況而取消行程；旅遊業議會就建議，參加旅行

團的遊客只要多帶一點現金即可。
希臘政府應金融穩定委員會建議，宣佈實施資金管制，銀行自

動櫃員機限市民每天提款60歐元（約520港元），雖然限制不適
用於外國遊客，但許多提款機現款已被當地人提取一空；多國呼
籲前往當地旅遊的國民，應帶備足夠現金，不要倚賴銀行提款機
和信用卡。有外國遊客表示，歐元現金用「乾」後，找了兩天才
找到一部有現金的提款機。

希臘實施銀行提款限制，雖然海外
遊客不受限，但提款機依然無現金可
提取。雅典著名旅遊景點衛城因此破
例，首次接受旅客以信用卡購買價值
12歐元(約104港元)的門票。
衛城一向只收現金，遊客早已要求

准許以信用卡付款。當局表示，新措
施確保希望遊覽衛城的遊客，不會因
現金不足而無法參觀。旅行團則可即
場以債務憑證(IOU)購票，待銀行重
開後過數付款。

■法新社

港旅議會籲遊客多帶現金

希臘本周日將就國際債權人的援助
方案舉行公投，社會「支持」及「反
對」兩大陣營壁壘分明。昨日有約
1.7萬名希臘民眾分別在首都雅典及
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遊行，向方案
說「不」。有示威者表示，希臘已作
出很多犧牲，聲言是否留在歐元區並
不重要，只希望下一代可以活得有尊
嚴。希望政府接受援助方案的「支
持」陣營，據報亦計劃本周舉行遊
行。
路透社前日訪問70名經濟師及交易

員，45%受訪者認為希臘可能「脫
歐」，遠高於上周的30%。另外，
《經濟學人》智庫估計，希臘公投較
可能出現「反對」結果，希臘「脫
歐」的可能性增至60%。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希臘公投時間逼近，根據傳媒取得的投票表格，顯示表格上雖然只有一條問題，但
又長又複雜，而且把「反對」的選擇空格置於「贊成」之上。有網民諷刺總理齊普拉斯
把所有事情本末倒置，亦有網民惡搞選票，把「反對」的空格放大幾倍，「贊成」的空
格則縮得非常小。
選票上的問題寫道，「應否接受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2015
年6月25日提交、由兩部分組成的統一協議計劃？首部分名為『現階段援助計劃的完結
與後續所需的改革』；第二部分則為『債務可持續性的初步分析』。」這問題相對蘇格
蘭去年舉行獨立公投的「蘇格蘭應否成為獨立國家？」冗長得多。
由於選票把「反對」置於「贊成」之上，英媒認為這種非傳統做法相當狡猾，且對

居住在希臘、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尤其構成混亂，因為希臘語的「No」發音十分像英
語的「Okay」；而「Yes」的發音則像「Nay」(不)。 ■《每日電訊報》

希債危機籠罩全球市場，外界亦關注會否
影響美國聯儲局加息時機，有「聯儲局傳聲
筒」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希爾森拉特
前日撰文指出，各界預期聯儲局最快9月才
加息，除非希債問題嚴重至令美國經濟「脫
軌」，否則聯儲局不會因此延遲加息。
前聯儲局副主席科恩前日表示，局方或最

早9月才開始加息，官員有「足夠時間」制
訂應對希臘危機的政策，相信局方會繼續觀
望事態發展。

美股早段升49點
投資者憧憬希臘與國際債權人最終達成協

議，美股昨日反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
段報17,646點，升49點；標普500指數報
2,066 點，升 8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979點，升20點。
歐股全線向下。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

6,564點，跌56點；法國CAC指數報4,834
點，跌35點；德國DAX指數報11,016點，
跌66點。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CNBC

外界密切關注希臘本周日公投結果，若國
民最終反對債權人改革方案，希臘或無法留
在歐元區，並可能復用本幣德拉克馬。希臘
在野河流黨國會議員塞奧哈里斯透露，總理
齊普拉斯已組成一支團隊，為復用德拉克馬
作準備。齊普拉斯及多名官員均否認這說
法，斥責塞奧哈里斯的言論不負責任。
儘管貨幣貶值有助刺激出口及吸引外資，

但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十國集團貨幣研究部門
主管馬里諾夫指，希臘一直不願脫離歐元
區，已足以證明脫歐弊多於利，估計德拉克
馬「復活」後一年內，兌美元將急貶4成。
荷蘭國際集團(ING)貨幣策略師特納更估計，
德拉克馬兌歐元可能暴跌5成。
不過，希臘復用德拉克馬的過程將非常複

雜，德國有印鈔公司表示，發行新貨幣最少
需時一年至一年半。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雅典衛城首允碌卡買門票

狡猾公投表格
「反對」在「贊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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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萬人上街反援助案
脫歐兩大可能
發行新貨幣，取代歐元

希臘銀行體系資金嚴重不足，儘管當局已實行資本管制，但只要存款流失的趨勢不變，銀
行仍有可能「乾塘」。假如再沒外來援助，希臘政府屆時將被迫發行新貨幣，並重整銀行資
本，屆時便會退出歐元區。

以「債務憑證」付款，名義上留歐元區
即使希臘銀行體系挺過難關，但希臘難以通過發債融資，最終或要以「債務憑證」(IOU)

支付部分款項，包括公務員薪金及退休金。IOU由希臘政府發行代替歐元，但由於政府還債
能力有限，實際價值遠低於票面值。當IOU不斷增加流通，逐漸用於日常交易，成為實質流
通貨幣，屆時希臘只是名義上留歐元區。

■Zero Hedge網站

聯儲傳聲筒：希債危機料無阻加息

■■齊普拉斯提交新齊普拉斯提交新
計劃計劃，，要求歐盟批要求歐盟批
出全新的兩年期援出全新的兩年期援
助助。。 彭博社彭博社

■■大批雅典民眾遊行反對援助方案大批雅典民眾遊行反對援助方案。。 法新社法新社

■■反對者向援助方案說反對者向援助方案說
「「不不」。」。
法新社法新社

■「反對」空
格在「贊成」
空格之上。

網上圖片 ■希臘資本管制，提款機大排長龍。 美聯社

■■希臘或希臘或
復用德拉復用德拉
克馬克馬。。圖圖
右 為 歐右 為 歐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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