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曼爆煲10周年 金融危機未除
銀行業壓測寬鬆 大行續「不能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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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央行「放水」難收
金融海嘯期間，各地央行
為刺激經濟，推出多項非常
規政策，不但實施超低利
率，更推行量化寬鬆(QE)向
市場注資，成功促使經濟反
彈，美股此後更展開持續最
久的牛市。然而當「放水」
成為常態，各地央行近年面
對新難題，期望逐步收緊貨
幣政策，同時避免觸發新一
輪危機。
各地央行過去10年分別實
施多輪QE，大量購入債券等
資產，從而向市場注資，目前
美國、歐洲、中國和日本央行
資產負債表總規模高達20萬
億美元(約157萬億港元)。

外界對QE的評價頗兩極
化，部分人批評此舉損害存款
人利益，且擾亂債市運作，但
亦有聲音指出寬鬆政策對市場
復甦功不可沒，歐洲央行行長
德拉吉更形容，QE已成為央
行的「常規工具」，未來或會再
使出同一招。
目前不少政府、企業或個

人均倚賴寬鬆貨幣政策償還債
務，至今負債率仍高企，德國
商業銀行分析師克雷默提醒，
新的經濟泡沫確實存在，一旦
收緊政策，恐再引發新危機。
《華爾街日報》形容，量化寬鬆
是前所未見的政策，逆轉措施
的後果難料。 ■綜合報道

投資銀行雷曼兄弟於2008年9月15日宣佈

申請破產，引發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環

球經濟一度顯著衰退。事隔10年，美國金融監

管大幅收緊，美股亦大幅回升，但銀行業規模

過大、信貸膨脹、貧富懸殊等結構性問題未見

解決，環球經濟更受貿易糾紛和新興市場增長

放緩等陰霾困擾，《今日美國報》社論形容，

下一場金融危機爆發只是時間問題。

美國政府在雷曼「爆煲」後，斥巨
資拯救多間銀行，以免市場進一

步動盪，民間不滿銀行業「大得不能
倒」，紛紛要求拆細大行。然而事隔多
年，摩根大通、美銀和富國等大行規模

比昔日更大，雖然華府對金
融機構增設壓力測試，
但被指過於寬鬆，

亦沒措施阻止評級機構對「不良債券」交
出高評級。

「夢遊式」步向金融危機
近年美國經濟數據亮麗，失業率屢創新

低，但仍存在不少暗湧。隨
着經濟復甦，美國不少城市

樓價回升，升幅

超越工資增幅，加上華府在次按風暴後收
緊按揭政策，今年中的數據顯示，美國自
置居所比率只有64%，較10年前低約4個
百分點。相反，早已坐擁巨額財富者則變
得更富有，使貧富懸殊擴大，股市
上升更加劇這現象。
金融海嘯期間擔任英國

首相的白高敦，批評各

國過去10年只解決小問題，沒真正處理
重大議題，包括加強監管貸款、修例打
擊銀行業不良行為等，導致銀行業危機
意識不足。白高敦更指出，近年多地保
護主義抬頭，一旦發生金融危機，各國
將無法如10年前般攜手合作，形容目前
全球群龍無首，或會以「夢遊式」步向
金融危機。 ■綜合報道

英倘無協議脫歐
恐冧樓價35%

英倫銀行行長卡尼前日與多名內閣
成員舉行會議，警告英國明年3月若
「無協議脫歐」，經濟可能出現混
亂，樓價最多或下跌35%，形容情況
就像2008年金融海嘯般惡劣。

英倫銀行行長最壞警告
卡尼指出，假如「無協議脫歐」出

現，英鎊匯價將顯著受壓，引發通脹
加劇，屆時英倫銀行將要加息，導致
按揭利率上升，估計物業價格可能在
3年間下跌25%至35%，數以百萬計
業主可能淪為負資產。不過由於英倫
銀行已對國內銀行進行壓力測試，相

信英國金融體系可應付最壞情況。
卡尼又警告，英國經濟將同樣受嚴

重打擊，失業率可能升至雙位數，由
於政府收入大減，恐難以透過減稅等
措施刺激經濟。另外，英歐航空運
輸，以及「歐洲之星」鐵路等交通往
來亦可能受阻。
消息人士透露，與會官員都非常尊

重卡尼，未有就其言論提出反對，其
中下議院領袖、屬脫歐派的利雅華提
到，樓價下跌對長者影響最大。另有
與會者表示，卡尼描述的是最壞情
況，促請政府和公眾作好準備。

■綜合報道

收緊按揭打擊置業意慾
美國房地產泡沫在2007年爆

破，其後爆發金融海嘯，華府
開始收緊按揭政策，包括要求
放貸人需證明借貸人償還能
力，避免造成斷供。雖然按揭
違約風險降低，買家因利率波
動而無法負擔還款的風險亦下
降，但對一眾準買家而言，現
時要置業較以往更困難。
美國息口在2000年代初偏

低，刺激樓市，不少貸款機構
大量借出貸款，更催生按揭抵
押債券(MBS)，他們將MBS包
裝成非常吸引的投資工具，售
予華爾街大行，從中獲取暴
利。不過，MBS私人市場現已
萎縮，私人公司發行的MBS僅

佔整體4.5%，遠低於2006年
高峰期的60%，而與政府關係
密切的房屋抵押貸款公司房利
美和房地美則佔 95.5%。同
時，銀行收緊放貸要求，例如
要求借貸人擁有更高信用評
分，整體分數過去10年平均上
升21分，針對大城市的高樓價
地段的物業按揭尤其嚴格。
儘管按揭變得較以往安全，

但借貸困難打擊準買家置業意
慾，本年中的調查發現，僅
64%美國人自置物業，較金融
海嘯前下降。即使有能力負擔
較高樓價的居民，亦選擇購買
較低價的物業，減少借貸額。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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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歲的山東萊蕪泥瓦匠郇政華，近日
一半歡喜一半愁。「喜」的是他高考落榜
31年後，在今年順利通過高考考入山東
濟寧職業技術學院。「愁」的是家人，特
別是妻子對此表示「反對」，因為他是家
中「經濟支撐」。考慮到郇政華的年齡及
家庭經濟狀況，該校宣傳部一名工作人員
表示，學院已經為其免去了學費和部分生
活用品採購費。
郇政華1987年高考因眼疾落榜後的30

年間，他的大學夢從未擱淺。待兒女相繼
考上大學，郇政華決定參加2018年高
考。郇政華讓女兒幫自己報名後，他一邊
在工地上幹活，一邊複習功課。工地上不
允許看書，他就把英語單詞拍在手機裡，
趁着飯後休息時間抓緊背誦。晚上回家，
吃完飯後再學4個小時語文和數學。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郇政華複習完了

大多數初中課本和部分高中課本，但對於
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他也僅學會了
些基本公式。「所以成績出來後，女兒幫
着查了下，只說考了二三百分，具體的也
不肯告訴我」。皇天不負有心人，郇政華
在8月17日收到濟寧職業技術學院的錄取
通知書。

與「00後」相處融洽
郇政華已將3年專科學習計劃安排得滿

滿當當：大一、大二學習專業知識，同時
將高中知識再重學幾遍，「大三努努
力」，考個本科，「最好是曲阜師範大
學」。郇政華說，和一群「00後」一起
上大學，並沒有想像中的格格不入。他的
一名室友表示，郇政華年齡大，大家都叫
他「大爺」。「我們現在相處得非常融
洽，他就像是我們的長輩，和『大爺』在
一起能夠學到很多。」這位室友稱。
談及學校，郇政華更是直言感激。一名

學院領導開學之初常來找他談心，幫他適
應大學。校學生會還給他介紹了一份泥瓦
匠的工作。該校宣傳部一名負責人說，學
校已經為其免去了6,200元人民幣學費和
部分生活用品採購費。
但妻子反對他去大學讀書，郇政華對此

有些沮喪。「大學夢就在眼前，買樓啊賺
錢啊可以等，但我51歲了，唸書不能再
耽誤了。」 ■《北京晨報》

阿豪在2017年10月的一個夜晚與幾
個同伴在酒吧喝酒時，被喝醉的

人用刀捅傷左後背。阿豪隨即與同伴追
打對方，持刀人的小轎車被砸爛，副駕
駛上的一人則被阿豪和同伴奪刀並砍
傷。今年3月，阿豪在醫院照顧姐姐
時，被公安機關抓獲。7月，阿豪因故
意傷害和故意毀壞他人財物被判刑1年
零4個月，隨後被送到省未管所服刑。

為捐髓連打六天針
阿豪的姐姐今年春節期間經檢查發現
患上急性白血病和地中海貧血，病情危
急，需要進行骨髓移植。省未管所的幹
警了解阿豪家裡的情況後都十分關心
他。當得知阿豪與姐姐的骨髓配對成功

時，幹警們都鼓勵阿豪捐骨髓救姐姐的
命。
9月11日清晨不到6時，阿豪就被叫

醒打針。「他已經連續打了6天的惠爾
血液注射液。」省未管所醫院院長李永
輝說，阿豪打針後要測血細胞數，近幾
天數值都在20點以上，在臨床上屬於
比較高的數值，對造血幹細胞的捐獻十
分有利。
不到7時，吃過早餐的阿豪走出醫院

監區，戴上手銬腳鐐，坐上警車。警車
駛出監獄大門，來到廣東省第二人民醫
院。測完身高體重後，阿豪進入處置
室，兩臂插上針管。醫生護士開始抽取
阿豪血液中的造血幹細胞。負責此次操
作的劉志醫生介紹，抽取共需要5個多

小時。接下來的時間裡，阿豪的血液不
斷通過儀器輸出輸入。因插了針管，阿
豪的兩個手臂不能移動彎曲，看守的幹
警便不時給他餵牛奶和食物，同時不斷
叮囑他吃小口些、吞慢點。

姐姐恢復情況良好
14時多，護士拔掉阿豪兩手臂上的

針管。一直陪伴在他身邊的李永輝院
長和看守幹警繼續壓着針口，保證針
口不會腫脹，第二天還能順利抽骨
髓。休息一會兒後，幹警將阿豪慢慢
扶起來，重新戴上手銬，坐上輪椅，
推出了處置室。
阿豪父親13日表示，女兒骨髓移植過

程順利，目前狀況很好，精神也不錯。

北京市園林綠化局昨日公佈
2018年國慶天安門廣場及長安
街沿線花卉佈置方案。
天安門廣場中心花壇將佈置

頂高17米的「祝福祖國」巨
型花籃，由90多朵仿真花組
成。此外，據北京花木公司負
責人介紹，在花籃搭建中，將
使用3D掃描和定位技術。在

花朵骨架的製作中，採用扁平
不銹鋼拼接焊接工藝，增加布
料與骨架的貼合度，展現出流
暢自然的花瓣視覺效果。天安
門廣場兩側綠地也將佈置12
根花柱、18個花球及3,800平
方米花帶。夜晚採取激光投射
的方式，豐富廣場夜景照明效
果。

長安街沿線則將擺設10處立
體花壇，在東長安街佈置「春
的華章」「自信中國」「開放
中國」「共贏中國」「輝煌中
國」五個花壇，在西長安街則
佈置「智慧生活」「幸福生
活」「綠色生活」「健康生
活」「美好明天」五個花壇。

■中新社

在廣東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以

下簡稱「省未管所」）服刑的阿

豪9月11日離開監獄，在監獄警

察的押解下來到廣東省第二人民

醫院，為患白血病的姐姐捐獻骨

髓（造血幹細胞）。阿豪表示，

「能幫姐姐很開心，我不害怕也不擔心。」據了解，未成年服刑人

員離監捐獻骨髓在全國尚屬首例。 ■金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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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國慶花籃將亮相天安門

為救助血癌姐姐為救助血癌姐姐
弟弟弟弟「「出出獄獄」」捐髓捐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