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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債息曾破 2.9 厘 再創 4 年高位

日 本

美 國

印 尼

最大對沖基金︰
股市迎動盪時代
華爾街股市上周大幅波動，道瓊斯
工業平均指數兩度單日跌逾千點。儘
管市場氣氛大致樂觀，但全球最大對
沖 基 金 Bridgewater 和 高 盛 先 後 警
告，在全球央行收緊銀根下，環球金
融市場已進入波動時期。美股昨日承
接歐洲股市升勢高開，道指早段曾升
逾 1%，不過同時美國 10 年期國債孳
息率一度突破 2.9 厘水平，高見 2.902
厘，逼近 3 厘大關，再創 2014 年以來
高位。歐洲債息昨同樣上升，德國 10
年期國債孳息率報 0.77 厘，接近上周

巴 基 斯 坦

創下的兩年半高位。
11 時 12 分，道指報 24,423
截至香港時間昨晚
點，升 232 點；標準普爾 500 指數報 2,646

點，升 26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6,927 點，升
53點。
美股波動觸發投資者避險情緒，美國股票及交
易所買賣基金上周錄得 229 億美元(約 1,791 億港
元)資金流出，是歷來最多。Bridgewater 聯席投
資總監普林斯估計這情況會持續，更稱隨着央行
收緊貨幣政策，市場將要面對更大震盪，形容新
的宏觀市場環境即將降臨。不過普林斯認為環球
經濟仍會向好，實體經濟更可能跑贏金融市場。
Bridgewater 創辦人、另一投資總監達利奧近月

亦對後市轉趨悲觀，認為美國政治兩極化，加上
聯儲局政策可能轉變，不利大市長遠發展。他上
月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時，直言當時市場正處於黃
金時期尾段，其後將對加息非常敏感。

高盛籲高位沽貨
高盛全球證券交易聯席主任萊維納亦作出警
告，投資者在上周市場調整期間，依然積極入
市，反映市場尚未出現恐慌，故相信調整仍未結
束。萊維納認為隨着各國央行「收水」，市場環
境將出現逆轉，投資者應調整心態，由過往逢低
買入改為伺機於高位沽貨。

通脹率料逼近聯儲目標2%
美國商務部將於明日公佈 1 月份通脹數據，市
場預期通脹率將升至 1.9%，逼近聯儲局訂立的
2% 目 標 ， 按 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升 幅 更 可 能 達
0.3%。近日股市大幅波動，本來有利屬避險資產
的債券，但投資者對股市後市仍有信心，加上通
脹預期升溫，均使債息繼續高企。大和資本市場
英國首席研究師劉易斯估計，債息未來會繼續上
揚，2.9厘的10年期美債孳息率仍是偏低。
■《華爾街日報》/
英國《金融時報》/路透社

府將聽取商界的市場分析和經營計劃。

棄稀有國家資產被轟愚蠢
參議員克魯茲坦言私有化的決定愚
蠢，即使他在財政事務上屬保守派，也
不會這樣做。他指出，NASA 正研究國
際太空站的壽命能否延續至 2028 年或以
後，應在研究報告發佈後才作出決定，
批評白宮預算辦公室草率行事。現時為
NASA 運作太空站的波音公司表示，太
空站是美國稀有的國家資產，私人企業
尚未準備接手管理。
另外，雖然特朗普以載人重返月球為
首要太空任務，但計劃將 NASA 預算降
至 196 億美元(約 1,533 億港元)，並凍結

澳洲銀行業近年接連爆出醜
聞，包括理財顧問誤導客戶造成
數百萬澳元損失、違反反洗黑錢
法，以及交易員聯手操控拆息
等，有見及此，當局成立的皇家
委員會昨日宣佈展開為期一年的
調查，方向包括銀行、保險及金
融服務業機構有否違規，並評估
監管機構權力是否足夠。澳新銀
行行政總裁埃利奧特表示，期望
調查可重建公眾對業界信任，成
為銀行業里程碑。不過路透社報
道，澳洲 4 大銀行正計劃裁減人
手，並縮減分行規模，預料未來
5 年削減 4 萬個職位，可能會再一
次損害業界的公眾形象。
皇家委員會是澳洲最具權力的
獨立調查委員會，有權傳召證人
提交文件或作供，完成調查後可
向政府提出建議。澳洲總理特恩
布爾起初反對調查，但在執政聯
盟施壓下成立皇家委員會。負責
調查的前高等法院法官海恩表
示，首場聽證會將於下月開始，
將集中調查貸款業務，涵蓋物業
按揭、汽車貸款和信用卡。委員
會需於 9 月 30 日前提交初步報
告，明年 2 月 1 日前完成最終報
告。

烈，批評業界操控利率、欺詐客
戶，其中澳洲聯邦銀行更被指協
助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涉嫌
違規次數逾 5 萬次，估計業界由
2008 年金融海嘯至今，已支付逾
10 億澳元(約 61 億港元)罰款。西
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施穆洛指
出，公眾對銀行業的投訴已非常
多，無論委員會調查結果如何，
政府均難再忽視訴求，認為銀行
業必須徹底改革。
委員會上周發表背景文件，稱
澳洲銀行業盈利能力較英國、加
拿大、瑞士和瑞典強，當中以 4
大銀行利潤較高，稅前毛利率達
36.4%，反映銀行有空間調整利
率。花旗集團分析師威廉斯估
計，當政府加強監管銀行業，經
濟資源可望獲重新分配。
■英國廣播公司/
彭博通訊社/路透社

聯邦銀行涉助洗黑錢
澳洲社會對銀行業不滿聲音強

■澳銀行業接連爆
出醜聞。 路透社

南非反對派促提前大選

美擬太空站私有化
2025 年停資助
《華盛頓郵報》日前取得美國太空總
署(NASA)內部文件，顯示特朗普政府計
劃自 2025 年起，不再向國際太空站提供
資助，改由私人公司接手營運太空站，
太空站在過渡期間不會停止運作。由於
美國已在太空站投放近 1,000 億美元(約
7,820億港元)，外界批評決定非常不智，
損害美國的領導和科研地位。
文件指出，NASA將於未來7年擴大在
國際及商界的合作關係，確保國際太空
站仍可營運，但沒有詳細說明如何落實
太空站的私有化。華府表示，會在最新
一份預算案中，要求在 2019 財政年度向
太空站撥款 1.5 億美元(約 11.73 億港元)，
在制訂太空站私有化過渡計劃方面，政

澳整頓銀行業
查操控拆息等醜聞

預算至 2023 年，在通脹效應下，這變相
是削減經費。
■《華盛頓郵報》
《紐約時報》
/

南非總統祖馬持續受貪腐醜聞困擾，執政
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簡稱非國大)全國委員
會於當地時間昨午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是否要
求祖馬下台。然而按照南非憲法，祖馬可拒絕
非國大的下台要求，反對派昨日開會後，則要
求提前舉行大選以解決政治僵局。
南非明年將舉行大選，祖馬貪腐醜聞恐拖
累非國大選情，他近期屢遭黨內逼宮，本月 4
日後便不曾公開發表言論。祖馬上周四取消到
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引起外界揣測。據報祖馬
正尋求跟非國大達成協議，確保他和家人不被
起訴。
非國大前日在開普敦舉行集會，作為已故
前總統曼德拉 100 周年誕辰紀念活動的一環。
非國大主席、副總統拉馬福薩表示，將為政治
風波劃上句號，結束困難及不和的時期，讓非
國大重新開始，又稱會打擊貪污。集會人士馬

迪塔表示，認同南非需迎接新開始，但國民應
尊重祖馬，不應讓國家動盪下去。
非國大表示，本月 21 日的財政預算案不會
延遲發表，暗示政治風波將於這之前解決。反
對派則要求祖馬盡快下台，揚言將於未來數
天，於國會發起不信任動議。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非國大主席
拉馬福薩發表
講話。
講話
。法新社

■國際太空站

英美政府網遭
「騎劫」
挖礦
捐助英留歐組織捱轟 索羅斯加碼還擊
26 年前沽空英鎊一戰成名的金融炒家
索羅斯，上周被揭發向支持英國留歐的
組織捐款 40 萬英鎊(約 433 萬港元)，因而
飽受右翼媒體抨擊，但他無懼批評，不
但坦然承認捐款一事，前日更宣佈額外
再捐 10 萬英鎊(約 108 萬港元)。他表示，
英國脫歐是一個悲劇性錯誤，英國和歐
洲都是輸家，他樂於和那些抹黑別人、
而非以理服人的人士鬥爭。

《每日郵報》
：骯髒錢
《每日電訊報》上周三報道，索羅斯
旗下「開放社會基金會」在英國去年 6
月大選後，向倡議英國留歐組織 Best
for Britain 捐款 40 萬英鎊，組織計劃本
月發起全國性宣傳活動，推動第二次脫
歐公投，以及游說保守黨金主摒棄首相
文翠珊和說服國會議員不投票支持脫歐

協議。《每日電訊報》批評索羅斯密謀
阻止脫歐，稱他為「一名干預國家內政
的有錢賭徒」；《每日郵報》則形容他
的捐款是「骯髒錢」。
索羅斯表示，他遭受惡毒的人身攻
擊，否認破壞民主，稱歐洲如果缺少英
國，捍衛和宣揚民主價值觀的能力將被
削弱。
■《衛報》/CNBC/《每日電訊報》

全球超過 5,000 個使用了失明或弱視人士輔
助插件的網站，日前懷疑被黑客入侵，導致網
站被植入盜挖虛擬貨幣的惡意程式「Coinhive」。受影響的包括美國、英國及澳洲政府
網頁，網民一旦登入這些網頁，電腦處理器便
會被挪用進行挖礦，導致電腦速度嚴重變慢。
多國資訊保安部門正調查事件。

全球逾5000網頁中招
被入侵的插件名為 BrowseAloud，由英國企
業 Texthelp 研發，用於輔助視障人士讀取網
頁，不少歐美政府部門網站均有使用。專家相

信，黑客可能透過改變 BrowseAloud 的源代
碼，將 Coinhive 隱藏在內，當用戶登入有關
網站時，便會經BrowseAloud載入Coinhive。
去年全球虛擬貨幣熱潮期間，Coinhive已經
多次鬧上新聞頭條。這個程式會挪用受影響用
戶電腦的運算能力，盜挖虛擬貨幣「門羅
幣」。網絡保安專家赫爾姆表示，今次有逾
5000 網頁中招，Coinhive 的擴散規模是他見
過最大一次，事後堵截雖相對容易，但鑑於受
影響的大多屬處於網絡防禦最前線的政府部
門，情況令人擔憂。
■《衛報》
《每日電訊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