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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曾瀉 23%
土總統促全民救市
2018年8月11日（星期六）

土 耳 其 里 拉 插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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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踩多腳 將土國鋼鋁產品關稅加倍

土耳其政府前日宣佈下調經濟增長預測，與美國的外交風波亦未見止息，加上英國媒體昨日報道，歐洲央行正關注區內銀



行向土耳其客戶借款，加劇投資者恐慌情緒，土耳其里拉匯價昨日一度重挫 23.7%，美元兌里拉見 6.8703 新高。荷



蘭合作銀行分析師馬蒂斯形容，市場對里拉已完全失去信心，總統埃爾多安昨日強調不會輸



掉經濟戰，形容捍衛里拉是「國家的戰鬥」，促請國民把手中



外幣或黃金兌換成里拉。埃爾多安昨日與俄羅斯總統



普京通電話，討論兩國經貿關係，並承諾在



國防及能源範疇上繼續合作。















捍衛里拉招數有限
■提高利率
加息被視為捍衛利率的傳統手段，但總統埃爾多安
向來反對高利率，加上土耳其央行 5 月大幅加息後，
里拉匯價僅短暫喘定，分析師質疑再次加息的可行
性和效果。

■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

■和美國達成取消制裁協議
土耳其外交官員早前訪美，試圖處理雙方互相制裁
的外交風波，但未有結果，預料短期內無助挽救里
拉匯價。

■實施資本管制
資本管制實施後，國家可嚴格控制資金流出，但
這方法主要適用於嚴格控制金融體系的國家，由於
土耳其金融業的資金多屬外資，資本管制只會令銀
根更緊張。

■不變應萬變
土耳其目前財赤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約 2%，
尚處於可控制水平，土耳其政府或採取觀望態度，期
望經濟增長能抵消赤字。不過，私人企業以外幣計算
的債務在里拉貶值後，將變得更難償還，當局拒絕採
取行動亦可能令里拉沽壓更沉重。
■綜合報道

■土耳其里拉匯價昨日一度重挫 23
23..7%，總統埃爾
多安呼籲支持者不必擔憂里拉貶值。
多安呼籲支持者不必擔憂里拉貶值
。
法新社
拉匯價年初起持續下滑，埃爾多安 6
里月在大選成功連任後，委任女婿阿爾

巴伊拉克為財政部長，加強控制央行運
作，投資者憂慮央行順從埃爾多安指揮，
拒絕加息捍衛里拉及壓抑通脹。

下調經濟增長預測至3%
土耳其前年起拘留美籍牧師布倫森，引
起華府不滿，兩國近日互相向雙方高官實
施制裁，土耳其外交官員赴美磋商不果，
若土美關係進一步轉差，恐引發新一輪制
裁，衝擊土耳其經濟。
土耳其政府前日宣佈，把明年經濟增長
目標由原來的 5.5%，下調到 3%至 4%。
現時土耳其基準利率為 17.75 厘，道明證
券新興市場策略主管瑪焦估計，若要阻止里
拉跌勢，土耳其央行需把利率上調至30厘。
瑞銀歐洲、中東及非洲新興市場首席經
濟師科瓦奇則稱，土耳其央行除要加息 3.5
厘至 4 厘，當局亦要解決與美國的外交風

警喪生 拘 疑犯
加國槍擊案 死

■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省有槍擊案
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省有槍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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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東部新不倫瑞克省昨日發
生槍擊案，造成4人死亡，當中包括
2 名警員，一名疑犯重傷被捕。居民
表示現場傳出數十響槍聲，警方封
鎖現場一帶，呼籲居民留在室內，
附近的日間護理中心、咖啡店和多
間商舖一度關閉。警方其後指公眾
不再受威脅，宣佈解除封鎖，暫未
知疑犯身份及開槍原因。
案發於新不倫瑞克省首府弗雷德里
克頓北部一個住宅區，在當地時間早
上7時，一名居民稱聽見住所外接連
傳出槍聲，他立即伏在廚房地上躲
避。另一名住客指出，一批警員聚集
於一個住宅外，突然響起槍聲。

波，才能釋除市場疑慮。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在 twitter 發帖，稱美
國與土耳其的關係不佳，適逢里拉大跌，他
已決定把針對土耳其的鋼鋁產品關稅加倍，
本來稍為喘定的里拉匯價隨即再次下挫。
埃爾多安前日在一場集會上，呼籲支持者
不必擔憂里拉貶值，指出土耳其過去16年經
濟成就斐然，批評有人策動反土耳其運動，
「如果他們有美元，我們也有國民和真
主」。阿爾巴伊拉克昨日表示，會重整土耳
其經濟，承諾透過開源節流，減少 350 億里
拉（約 429 億港元）財赤，又強調央行運作
獨立。

惠譽警告再降評級
評級機構惠譽警告，埃爾多安須盡快控制
里拉跌勢，警告若情況持續惡化，將繼上月
將土耳其主權債務評級下調至 BB 級後，再
度調低評級，而且可能在12月的例行調整前
採取行動。
■綜合報道

里拉大幅貶值逐漸引發土耳其以至歐洲銀
行業危機，由於土耳其市場不少貸款以外幣
結算，里拉下跌意味企業需用更多資金還
債，部分企業恐無力負擔。歐央行亦開始關
注土耳其市場還款能力，近月已啟動單一監
管機制(SSM)，監察歐元區銀行對土貸款，
當中以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意大利裕
信銀行及法國巴黎銀行風險最高。
評級機構穆迪警告，若土耳其經濟進一步
轉差，壞賬可能急劇增長，高盛則估計若美
元兌里拉升至 7.1 水平，土耳其銀行流動資
金將接近耗盡。
歐洲銀行股昨日全線下跌，BBVA、裕信
銀行和法巴股價昨日中段分別跌 5.88%、
4.97%和 4.63%，表現跑輸大市。銀行股下
挫亦拖累歐股偏軟，英國富時 100 指數中段
報 7,689 點 ， 跌 52 點 ； 法 國 CAC 指 數 報
5,427 點 ， 跌 74 點 ； 德 國 DAX 指 數 報
12,442點，跌233點。
■路透社

韓進口朝煤鐵 涉違聯合國制裁令
韓國關稅廳昨日表示，當地 3 間企業涉
嫌違反聯合國制裁決議，在去年 4 月至 10
月從朝鮮進口 3.5 萬噸煤炭及生鐵，並轉
售獲利，估計總值達 66 億韓圜（約 4,625
萬港元），部分煤炭更被偽裝為從俄羅斯
生產及進口。

部分偽裝成俄生產
事發後警員協助護送部分居民離
開住所，到安全地方暫避，醫護人
員和消防員則到場候命。新不倫瑞
克省省長加蘭特對事件感到震驚，
向喪生警員的家屬致以慰問，同時
讚揚前線警員表現英勇。加拿大總
理杜魯多在社交網站 twitter 發文慰
問死者家屬，稱政府密切留意事態
發展。
附近居民表示、約 6 萬人口的弗
雷德里克頓一向非常平靜，首次聽
聞當地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罪行。
新不倫瑞克省蒙克頓市 2014 年曾發
生嚴重槍擊案，造成3名警員死亡及
兩人受傷。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監管機制啟動
恐掀歐銀行業危機

土耳其政府可以收緊貨幣和財政政策為條件，向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援助，但埃爾多安上任以
來，一直把帶領國家脫離 IMF 上次援助視為重要政
績，估計他不大可能走回頭路。

自對朝制裁實施以來，韓國政府發現
最少 9 個涉違規進口朝鮮煤炭個案，關稅
廳指，這批企業先向朝鮮低價購買煤

炭，運到俄羅斯的碼頭，偽造原產地資
料，再運至韓國轉售賺取差價，又指有
企業透過在香港設立的空殼公司，協助
轉運生鐵。關稅廳稱，將以違反關稅法
例和偽造文件等罪名，起訴涉案企業及
參與人士。
在野自由韓國黨領袖金聖泰（譯音）指
事件嚴重損害韓國利益，要求國會調查，
他指對朝制裁在國際上沒談判餘地，進口
朝鮮煤炭將引發嚴重外交危機。他強調政
府須披露所有違反聯合國決議的企業，並

解釋是否早知悉這批外國船隻的情況，但
一直隱瞞。
韓國及美國政府均表示，關注事件或破
壞兩國同盟關係，將密切合作展開調查，
確保對朝制裁措施嚴格執行。
朝鮮外相李勇浩前日訪伊朗，與伊朗國
會議長拉里賈尼會面。李勇浩稱，儘管朝
鮮承諾棄核，但會保留核技術，因相信美
國不會放棄對朝的敵意。拉里賈尼指美國
於談判時花言巧語，但不會付諸實行。
■路透社/法新社

大馬
「國陣」
暫停運作 謀與其他政黨結盟
馬來西亞前執政聯盟「國民陣線」管治
國家逾 60 年，於今年 5 月大選慘敗，在國
會 222 席中僅取得 79 席，黯然下台。國陣
最大政黨巫統秘書長慕沙昨日宣佈，國陣
已暫停運作，各政黨需各自思考前路，採
取務實策略，尋求與其他政黨結盟。
國陣於大選落敗後，原有13個政黨大部

分相繼出走，目前僅餘巫統等 3 個政黨。
慕沙強調國陣不能沉醉於過去的輝煌成
就，必須踏入新階段，探討與其他黨派合
作的可能性。

納吉布明年2月受審
另外，馬來西亞高等法院昨日宣佈，前

總理納吉布將於明年 2月12日至28日，以
及 3 月 4 日至 29 日，就貪腐控罪受審。納
吉布遭起訴 3 項刑事失信罪、1 項濫權罪
及 3 項洗黑錢罪，涉嫌將主權基金一馬發
展公司(1MDB)旗下 SRC 國際的 4,200 萬令
吉(約 8,179 萬港元)資金，匯入個人賬戶，
納吉布否認所有控罪。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