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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日投資印太基建抗華
「帶路」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出訪東南亞
前夕，前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商
會印太經濟論壇發表演說，宣佈美
國將在亞洲新興國家投資 1.13 億美
元(約8.8億港元)，用於發展新科技、
能源與基礎建設，作為總統特朗普
的印太經濟戰略其中一環。澳洲和
日本亦宣佈與美國合作，推動在印
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基建投資計劃。
美國 CNBC 引述專家指出，華府企
圖抗衡中國在亞洲不斷擴大的政經
影響力，但華府的投資金額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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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相去甚遠，旨在
藉此加強對亞洲國家的承諾。
蓬佩奧在演說中呼籲建立一個
「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當我
們說到自由的印太地區時，意味我
們希望所有國家可以保護他們的主
權，當說到開放的印太地區時，意
味我們希望海域和空域可供所有國
家開放使用，希望能和平解決領土
和海事糾紛。」蓬佩奧其後接受CNBC 訪問，表示美國正尋求合作夥
伴，為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

家提供替代選項。

加強對東南亞地區承諾
蓬佩奧今日會展開 5 日亞洲之行，
到訪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他
此行除傳遞特朗普政府對東南亞地
區的承諾，同時也希望爭取國際支
持，對朝鮮無核化施壓。
澳洲外交暨貿易部、美國海外民
間投資保證公司及日本國際協力銀
行昨日發表聲明，表示美國、日本
與澳洲建立三邊夥伴關係，目的是

啟動投資計劃，促進經濟成長及創
造機會，並打造自由、開放、包容
與繁榮的印太地區。除了官方資金
外，三國政府還希望吸引私人資金
投資。
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東南亞項目
主任埃勒表示，中國的「一帶一路」
倡議投資數以萬億計美元，單在巴
基斯坦便投資 620 億美元(約 4,865 億
港元)於基建項目，美國的 1.13 億美
元只是小數目，作為「一帶一路」替
代選項只屬第一步。
■CNBC

擬將通脹納
「成本」最富 1%瓜分近千億

華府謀繞國會變相減稅濟富
在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年代，華府曾考慮繞過國會，運用行政權力

科技股拖累
恐現大跌市

修改
「成本」
的定義，為富裕人士減稅，但研究後認為做法越權，因
此打消念頭。美媒近期引述華府多名官員透露，財政部正重新考慮
這措施，將通脹納入成本考慮，變相減低資本所得稅，估計在 10 年
減稅 1,020 億美元(約 8,014 億港元)。民主黨人狠批只會讓超級富豪
得益，重申財政部不能繞過國會行動。

目前美國資本利得稅的計算方法，
是將資產沽出價減去買入價，賺

取的差額抽稅 20%。例如在 1980 年以
10萬美元買入的股票，最近以 100萬美
元沽出，90萬美元的差額需繳稅20%，
即18萬美元。華府希望將通脹率納入考
慮，調整買入價。以上述例子，若計算
通脹在內，1980 年的 10 萬美元約等於
現在的 30 萬美元，利潤降至 70 萬美
元，只需繳稅14萬美元，省回4萬美元
(約31萬港元)。

政府收入10年內恐減逾千億

老布什年代曾計劃修改
民主黨資深參議員舒默批評財務部
企圖繞過國會，指修改必須交由立法機
關決定，批評在財赤失控、工人薪金升
幅呆滯及富豪賺大錢下，共和黨再給予
超級富豪更多優待，令人憤怒。共和黨
眾議員布雷迪則指，美國公民不應因通
脹受到懲罰。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定義，「成本」
的意思是物件的購入價格。早於 1992
年老布什年代後期，財政部曾試圖利用
行政權力更改「成本」的定義，但最終
認為財政部並沒這權力。
■《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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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統計局昨日公佈數據，
顯示歐元區經濟今年第 2 季增
長僅 0.3%，幅度是兩年來最
低，較第一季增長 0.4%進一
步放緩，亦差過分析師預期。
歐元區經濟去年在強勁出口
帶動下增長理想，去年第 4 季
升 0.7%。但踏入今年明顯降
速，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與其
他國家之間的貿易糾紛，令企
業憂慮打擊業務，因此減少投
資，出口額亦錄得跌幅。
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早前警告，美國總統
特朗普推行的保護主義貿易政
策，打擊歐元區經濟。歐央行
行長德拉吉承認，與去年不
同，今年貿易對歐元區經濟的
支持有限，但指出歐元區工人
薪酬顯著改善，成為歐元區經
濟增長的動力。
■法新社

經濟增幅兩年最低
貿戰打擊歐元區

財長姆努奇恩上月曾透露，財政部
正研究行使其職權，修改成本的定義，
允許納稅人計算資產最初價格時，將通
脹加入計算，並預測此舉的經濟成本及
對經濟的影響。他表示將研究在無須立
法程序下，財政部可採用的工具，但他
沒評論財政部是否有權力作出修改。
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利用數學模
型推算，有關措施將令政府 10 年內收

入減少 1,020 億美元，其中 86%減稅額
將是最富有 1%國民受益。美國智庫國
會研究服務處上月一份報告亦指，措施
對經濟增長沒顯著幫助。獨立分析師則
指出，最富有的 10%國民將瓜分計劃
的 97%得益，約 2/3 得益更屬於只佔人
口0.1%的超級富豪。

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資產策略師威爾遜前日
表示，不少今年升勢凌厲的股份例如 facebook，近期公佈的業績令投資者失望，導致股
價缺乏支持，預計股市將出現大規模調整，跌
幅較 2 月份的跌市更大，強調投資者若集中持
有科技股及消費股，損失將尤其嚴重。
儘管標準普爾 500 指數成份股中，有 85%的
業績均優於市場預期，但一些預期業績亮麗的
重磅股，包括串流影片平台 Netflix 及 facebook
盈利增長下跌，令指數失去上升動力。威爾遜
表示，部分企業的增長率已見頂，上月股市的
上升勢頭開始出現疲態，沽售壓力逐漸增加，
近日的跌勢將會持續。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前日跌 1.4%，3 個交易日
累跌 3.8%，由於該指數於今年 1 月至 2 月 8 日
期間跌近10%，目前的拋售潮料會持續。摩根
大通分析師科拉諾維表示，投資者之前追捧科
技股，若有投資者憂慮科技股轉弱，將引發大
幅調整。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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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央行續推量寬
容長期利率浮動
日本央行前日召開政策會議，決定維
持現行超低利率不變，但容許目前零水
平的長期利率上下浮動 0.2 厘，並繼續
推行超寬鬆貨幣政策，以刺激通脹。央
行同時推出利率政策前瞻指引，指現行
利率將維持一段時間。瑞銀證券經濟師
馬爾科奇預計，日本央行未來半年甚至
明年，仍會維持負利率環境。
日本央行前日以 7 票贊成及 2 票反
對，決定維持短期利率負 0.1 厘不變，
並維持 10 年期國債孳息率為零的目標。
在央行公佈最新政策前，10 年期債息曾
升至0.112厘，其後回落至0.06厘。

彌補現行貨幣政策副作用
撇除能源及新鮮食品，日本 6 月份通
脹率僅0.2%。日本央行一直致力在2020
年前，令通脹率提升至 2%的目標，但
現時明顯未能做到，央行承認，雖然推

動通脹的動力仍然存在，但通脹率可能
到2021年都無法達標。
市場人士之前預計，日本央行可能調
整短期利率目標，以紓緩長期寬鬆政策
帶來的影響，例如低息環境擠壓銀行利
潤。雖然央行未有如市場預期，但容許
長期利率有限度浮動，回應了債券市場
參與者的憂慮，他們曾批評嚴格控制利
率導致交易量萎縮，損害市場功能。
分析師指，現時日本央行資產規模相
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98%，警告央
行將難以長期維持寬鬆政策。摩根大通
資產管理公司全球市場策略師克雷格坦
言，日本央行 5 年前已制訂目標，打算
將通脹率提升至 2%，但現時計劃一再
推遲，令人質疑央行的能力，強調日本
央行推行寬鬆政策時間愈長，便愈難透
過買債刺激經濟。 ■英國《金融時報》/
《華爾街日報》/日本《每日新聞》

年賺 8600 萬 7 歲 YouTuber 獲沃爾瑪推玩具產品

■
「瑞安玩具評論
瑞安玩具評論」
」
頻道大受歡迎。

全球最大零售商沃爾瑪前日表示，在
影片分享網站 YouTube 設立「瑞安玩具
評論」頻道、教導選擇玩具及服飾的 7
歲男孩瑞安，8 月將在沃爾瑪首度推出
個人玩具產品系列。兒童媒體公司pocket.watch 表示，新產品專為 3 歲及以上的
幼童設計，將以「瑞安的世界」品牌，
於美國逾 2,500 間沃爾瑪分店及官網獨
家發售，10月起將擴展至其他零售商。

頻道每月逾10億人觀賞
瑞安目前共有 6 條 YouTube 頻道，深
受兒童歡迎，每月經常吸引逾 10 億人觀
賞。根據財經雜誌《福布斯》公佈的最
高收入 YouTube 名人排行榜，「瑞安玩
具評論」於 2017 年稅前收入達 1,100 萬
美元(約8,633萬港元)，排名第8。
■路透社/Business Insider網站

S9 銷量遜預期 三星盈利 7 季首跌

■Galaxy 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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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最新旗艦智能手機 Galaxy S9 銷
售差過預期，加上受到小米及華為等廉
價手機競爭，三星電子昨日宣佈，第 2
季營運利潤為 14.87 萬億韓圜(約 1,045 億
港元)，按季下跌 5.4%，是 7 個季度以來
利潤首次下跌。純利為 11.04 萬億韓圜
(約 776.4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11.05
萬億韓圜(約776.7億港元)微跌。

三星對下半年業務前景仍然樂觀，預
計記憶晶片業務將維持強勁，OLED 顯
示屏的需求將會增加，帶動盈利上升。
三星目前仍是全球最大智能手機生產
商，佔全球市場份額逾 1/5，但在廉價
手機的激烈競爭下，其市場領導地位受
壓。
■英國《金融時報》/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