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

■ 责编：陈晓刚 美编：尹建 电话：

010－63070230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4月2日 星期三

海外财经

verseas

O

通缩渐近 欧版QE扑朔迷离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欧洲央行将于4月3日结束的例会后公布最

新一次的货币政策决议。 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

的数据显示， 欧元区3月CPI同比增速不仅连续

第6个月低于1%，创下四年多来的低位，多个欧

洲国家当月CPI增速也低于预期。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欧洲迈入“通缩时代”

的可能性加大， 关于欧央行在此次会议上进一

步放宽货币政策的预期也陡然升温。 除预计欧

央行可能降息外，更激进的观点认为，由于目前

该行的基准利率已经达到0.25%的历史低位，降

息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空间已非常有限， 不排

除该行祭出量化宽松（QE）的可能。 但也有观

点对此并不赞同，认为欧央行仍会继续观望，暂

时按兵不动，欧版QE能否最终落地目前仍然扑

朔迷离。

通缩压力激增

在3月例会上，欧洲央行意外地没有采取进

一步行动，已经令市场颇感失望。 然而，目前欧

洲的通缩压力进一步激增，给欧央行在4月例会

上加码宽松带来更大的压力。

欧盟统计局3月31日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

3月CPI初值同比上升0.5%， 低于预期的0.6%，

且创下2009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 欧洲央行设

置的通胀目标为2%。 但自2013年10月以来，欧

元区通胀率一直维持在1%之下，且呈现逐步下

降的趋势。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欧元区3月

CPI同比增速进一步下降可能与今年的复活节

时间较晚有关，这意味着CPI可能在4月份回升。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部分欧洲央行理事

会委员表示，能源价格走低，也是欧元区通胀率

下跌的因素之一。 欧洲央行通胀率的详细数据

显示，3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2.1%。

同时发布的意大利3月CPI初值同比增长

0.4%，符合预期，但较前一月有所下降。 而上周

五德国和西班牙发布的CPI数据同样疲弱。西班

牙3月CPI初值较上年同期下降0.2%，创2009年

10月以来最低； 德国3月CPI初值同比增长

1.0%，低于预期的增长1.1%。

Ueda� Harlow公司资深分析师Toshiya�

Yamauchi表示，欧元区3月CPI进一步走低，无

疑将会加强关于欧洲央行将实施负存款利率的

预期。 苏格兰皇家银行欧洲经济学家巴维尔表

示，从预期来看，多数市场人士看好未来的通胀

数据，这将增加欧洲央行采取行动的压力。 如果

欧洲央行不采取行动， 那么产出缺口将不会在

短期内缩小。

IMF欧洲负责人丹沃德在3月CPI数据公布

后也表示， 欧洲央行还有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的空间，“欧元区通胀下行压力极大， 经济增长

将非常温和， 低通胀将使各国更难应对债务问

题” 。 彭博最新调查显示，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

丹克斯银行预计欧洲央行将会下调基准利率至

0.15%， 而高盛则预计该行将会下调利率至

0.1%。

央行高层支持再宽松

多位欧洲央行高层近日连续释放出强烈的

宽松信号，表示该行已做好准备，考虑出台“重

大举措” 来对抗低通胀风险，其中包括实施负利

率以及量化宽松措施。 部分业内人士也对此表

示认同。

曾是QE主要反对者之一的德国央行行长

魏德曼日前就表示， 欧洲央行正在讨论货币政

策中的核心问题———量化宽松的有效性， 并判

断其效益是否大于成本和副作用。 如果通胀前

景改变， 比如因为欧元升值， 欧央行将可能介

入，或再度降息，甚至可能推出量化宽松举措。

除反对QE外，魏德曼也是欧洲央行理事会中唯

一一个反对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的成员，

其态度的转变给量化宽松打开了方便之门。

芬兰央行行长利卡宁近日表示， 欧洲央行

仍有利率调整空间。 在被问及欧央行购买政府

债券是否违反欧盟条约时， 利卡宁指出：“这不

是一个法律问题，条约允许从二级市场购买。 ”

斯洛伐克央行行长马库赫则透露， 几位欧洲央

行决策者已准备采取非常规措施， 以阻止欧元

区陷入通缩环境，“而量化宽松就是欧央行的一

个选择” 。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则再度强调，欧

洲央行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持物价稳定， 该行正

在密切关注欧元汇率。

欧洲央行前执委斯马吉表示， 依据目前的

通胀预测，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还有进一步扩张

的空间。 但实施常规货币政策的空间已不是很

大，因为利率已降至0.25%。因此，欧洲央行必须

更为积极进取， 有必要考虑采取更多的非常规

货币政策，包括负存款利率、更多的长期再融资

操作等。如果这还不能奏效，欧洲央行就应该实

行某种量化宽松政策，“这对欧洲央行来说有很

大难度，它需要切实干预市场，大量购买金融资

产。问题是该购买什么样的资产，这在欧洲目前

的制度框架内并不容易解决。 任何政策工具都

有利有弊，通常而言，央行都不愿意轻易出台非

常规货币政策。 不过，在目前情况下，欧洲央行

不作为就会得不偿失” 。

推出量宽仍存变数

但也有观点认为，欧央行在4月例会上最终

祭出量宽措施仍存在很多障碍和变数， 该行依

旧有可能像3月一样因为诸多掣肘因素而无所

作为。

盛宝银行分析师指出：“欧央行仍有许多借

口可以继续旁观。 ”其最新研报指出，鉴于通胀

进一步远离欧央行的通胀目标2%， 正常情况

下，市场将认定欧央行会坚决采取行动。但是欧

洲央行与众不同， 该行一直选择更多关注其他

变量，3月通胀数据的低迷可以找到季节性原

因， 而持续较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出欧洲

经济将增长， 最新的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数据

也都在企稳。 欧央行也仍预测较长的一段时间

后通胀会回到更适宜的水平。

花旗集团也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

促使欧央行在本周就采取某些行动， 预计该

行更有可能在6月有所行动，届时将有更加清

晰的5月通胀数据以及欧央行的最新预估报

告公布。

摩根士丹利也指出，欧央行本周再宽松的

可能性较低，尽管德国近日为实行QE措施“放

行” ，但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在3月会议上陈述了

没有采取积极行动的原因，如果本月他很快改

变主意，有可能降低央行信誉。 此外欧央行降

息的空间也较为有限。 欧央行可能为继续按兵

不动找到理由，并宣称目前的通缩只是暂时性

的，可能是由于地缘危机、美联储削减QE计划

的溢出效应以及新兴市场动荡等多项外围因

素所致。

欲挑战YouTube

雅虎拟收NDN�抢食在线视频蛋糕

□

本报记者 刘杨

据《华尔街日报》4月1日报道，雅虎公司正

在与在线视频企业News� Distribution� Net-

word(NDN)就收购事宜进行初步谈判，这一交

易有助于雅虎与Google旗下的YouTube争夺

观众和广告收入。

由于YouTube目前占据着美国在线视频

的垄断地位， 这使其与内容提供商谈判时有着

强大的议价权。 然而业内人士指出，YouTube

的这一“议价优势” 可能无法在今年得以延续，

因为雅虎已经“整装待发” 大举挺进美国视频

收购大战了。

不甘落后于谷歌

美国知名市场调研公司ComScore于3月

26日发布了截至了2014年2月美国50大网站排

名。 雅虎在连续7个月超越谷歌， 位列Com-

Score榜单首位后，再度被谷歌赶超，屈居榜单

“第二名” 。

目前， 雅虎总裁梅耶尔把在线视频业务作

为吸引用户在雅虎网站做“更久停留” 的主要

战略。 梅耶尔为此战略而大伸“并购” 触角，仅

去年底就相继收购3家流媒体公司。值得一提的

是，去年5月雅虎公司曾斥资11亿美元对轻博客

公司Tumblr进行收购，成为梅耶尔上任后最大

的一宗并购交易。

消息人士称， 此次雅虎收购NDN的出价可

能高于3亿美元，如果此次交易最终敲定，这将会

成为梅耶尔在雅虎完成的第二宗大型收购交易。

美国媒体指出，Tumblr网站每秒有900条内容发

布， 用户每月在该网站的花费时间长达240亿分

钟，这才是促使梅耶尔下定收购决心的动力。

NDN创办于2007年，是美国知名的视频广

告垄断商。平均每月分发超过10万段视频，并将

这些视频内容提供给网站。目前该公司拥有800

多家供应商和4500多家网络出版商， 该公司的

客户包括彭博新闻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时

报》等。 此外，NDN还销售贴片类广告，并从广

告收入中获得部分分成。美国媒体指出，雅虎如

果能成功收购NDN， 将有利于增强对新站点的

视频内容分发能力， 并能吸引更多的广告主与

之合作。

流媒体行业大兴并购潮

事实上，对于美国硅谷科技公司而言，其中

热衷于并购、收购交易的并不在少数。 彭博数据

统计显示， 谷歌公司于过去3年时间所进行的包

括收购、投资、股权剥离等交易的总次数超过120

次；eBay由于正在经历消费者从PC端向移动端

的转移，同期的收购总次数累计达35次；以网络

设备业务起家的思科累计并购次数达36次。雅虎

公司也不甘落后，新任的总裁梅耶尔上任19个月

时间，其收购的脚步可谓“紧锣密鼓” ，一年半时

间内该公司共进行收购交易的次数累计就高达

38次。 仅去年年底， 就大举收购了QuickIO、

Evntlive、Ptch三家中小型流媒体公司。

除此之外， 雅虎公司还尝试收购Hulu和

DailyMotion这样的大型流媒体公司 。 据

re/code报道，雅虎目前正在为各路内容提供商

提供优于YouTube的经济回报，许诺将为合作

方的视频内容提供优质的营销资源， 比如在雅

虎主页提供共享广告位置的优惠政策， 并通过

提高广告收入或给予保障性的广告分成， 让内

容提供商“有利可图” 。

其实， 看重流媒体内容提供商的公司并非

雅虎一家，上月迪士尼与YouTube最大的内容

提供商Maker� Studios签订了收购意向协议，

用于加强青少年受众喜欢的视频内容质量，并

跻身为美国一家大型在线视频分销商。

“只有高质量的内容，才能确保黏住更多的

用户。”梅耶尔对媒体说。美国媒体指出，流媒体

公司对内容提供商的并购其实是 “利益最大

化”的一种选择。 数据显示，亚马逊每年在购买

流媒体内容版权商的支出就高达5亿到10亿美

元之间。

外围利空渐散

港股重上年线

□

香港汇丰环球资本市场 陈其志

周一美联储主席耶伦发表讲话称， 将继续

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给美国经济提供“特别”支

持，市场情绪迅速回暖；内地股市上周呈现弱势

震荡格局， 即将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料不乐

观，加上4月IPO重启压力，市场人士期待政策

层面出台刺激措施。受外围影响，港股上周维持

反复向上走势。周二恒指随外围高开，全天高位

整固，最终收报22448.54点，涨297.48点，涨幅

1.34%，成交692.4亿港元。

从盘面上看，蓝筹股多数收涨，博彩股表现

强劲，金沙中国劲升近一成，为表现最佳的恒指

成分股；科网股亦重拾升势，恒生资讯科技业指

数扬升4%，其中腾讯上涨4.45%，金山软件升

5.73%。 此外，地产股亦有不俗表现，新世界发

展、长江实业等升幅超过1%。

中资股整体跑输大盘， 国企指数及红筹指

数涨幅仅为0.23%和0.85%，恒生H股金融业指

数逆市下跌0.14%。 恒生AH股溢价指数反弹

0.45%至94.01点， 该指数自3月中旬以来显著

回落， 累计跌幅超过6%，H股市场近期持续跑

赢内地A股，主要缘于两方面因素：首先，内地

与美国近期披露的经济数据出现显著差异，美

股的相对强势给予港股市场一定的支撑力；其

次，内地与香港市场资金面呈现分化格局，人民

币加速贬值引发国际热钱流出内地市场， 而香

港市场资金面则依然保持相对充裕的局面，美

元兑港元汇率依然处于7.76以下的低位。

展望港股后市， 仍将受到美国及内地股市

的影响。 美国方面，上周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总体

表现平稳，市场主要忧虑乌克兰地缘局势。 其中

2月份美国消费支出与耐用品订单数据都呈现

上升态势， 上周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亦创四个

月来低位， 但本周一新发布的3月芝加哥PMI下

降至55.9点，创下自去年8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内地新发布的3月制造业PMI指数小幅收

涨，结束连续三个月的回落。但内地一季度整体

经济数据疲弱，且央行持续正回购收水，以及4

月IPO重启，市场情绪偏向谨慎。 另一方面，政

策层面或可出台刺激措施。总体来看，经济数据

的利空逐步得到市场消化， 若政策层面有利好

出台，A股后市仍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综上所述，外围利空逐渐消散，港股后市或

将维持震荡向上格局。恒指周二大涨，并时隔三

周后重上250日均线，后市或可延续反弹。 恒指

短期或上试22500点至23000点附近阻力。

（此产品无抵押品，价格可升可跌，投资者

或损失所有投资。投资前应了解产品风险，若需

要应咨询专业建议。 此文章之作者汇丰环球资

本市场上市产品销售主管陈其志为金管局及证

监会持牌人士

,

并无就结构性产品或相关资产

持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权益。 ）

纽交所

暂停赛维LDK交易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纽约证券交易所3月31日宣布， 即时停止

赛维LDK太阳能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交

易。 这意味着赛维LDK美国存托凭证将不能在

纽交所主板交易。

纽交所表示，考虑到赛维LDK“异常低” 的

价格，认定其在上周报价已经跌至1美元以下的

美国存托凭证已经不再符合挂牌交易标准。 纽

约证券交易所在上周五已经表示， 在赛维LDK

太阳能宣布重组和融资协议之后， 将对其上市

状态进行持续评估。

对此，赛维LDK官方表示，赛维LDK高管目前

与临时清盘人和纽交所都在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该

公司此前也曾表示，已经获得大部分股票和债务持

有人的同意，将与清盘托管人共同推动重组努力。

赛维LDK太阳能总部位于中国， 曾经是太

阳能电池晶圆的全球最大供应商之一， 而太阳

能电池晶圆是制造太阳能电池面板的重要元

件。 不过产品价格的下跌和激烈的竞争导致该

公司的财务健康程度遭受持续打击， 目前受到

较大的债务负担拖累。

美播种面积持续缩水

玉米期价创半年新高

□

本报记者 刘杨

美国农业部3月31日发布农产品预测报告

显示，美国玉米播种面积跌至4年最低，而库存

同比增长不及预期， 市场由于担心全球第一大

玉米生产国产量收紧，从而导致玉米期货飙升。

农业部报告显示，截至3月1日，美国玉米

库存为70.06亿蒲式耳， 低于市场预期的70.99

亿蒲式耳。 报告预计， 美国玉米种植面积达到

9170万英亩，低于市场预期。 受此影响，玉米期

价走高。当日，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５月合约

收于每蒲式耳5.02美元， 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0

美分，涨幅为2.03%，创半年新高。

美国农业部还指出，截至3月1日，美国大

豆库存为9.92亿蒲式耳，创历史同期新低，受该

消息提振，大豆5月合约大幅上涨；不过报告同

时预计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将达8150万英亩，创

历史新高，11月大豆合约应声收跌。

此外，该报告显示，截至3月1日，美国小麦

库存为10.56亿蒲式耳，略高于市场预期，令小

麦市场承压。不过，由于受玉米和大豆市场上扬

行情的提振，当日小麦５月合约小幅收高。

澳大利亚和印度维持利率不变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澳大利亚央行在4月1日结束的货币政策例

会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于2.5%的低位不变。 印

度央行也于同日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于8%不变。

上述两央行的决定均符合经济学家和市场预期。

澳央行会后公布的决议称， 将维持利率在

一段时间内不变。 预计该国通胀率将在未来两

年内符合目标。 持续的宽松政策应该会支撑需

求，但澳元汇率仍处在历史高位，近期澳元上涨

将不利于帮助经济复苏。 就业市场需求仍然疲

软，预计近期失业率将小幅上升。信贷增长缓慢

上升，工资增速则显著下滑，近期多项指标预示

着房屋建筑市场正强劲增长。

澳大利亚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 今年3月环

比上涨2.3%，而去年全年则同比攀升10.6%。 澳

央行近期曾表示，正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警告

银行业不要放松贷款标准，并表示已经讨论过宏

观工具的“可行方案” ，以为当前过热的房地产

市场降温。 此前有业内人士认为，澳央行很可能

出台加息措施以遏制房价上涨，但该行此次选择

按兵不动， 主要原因就是近期澳元大幅上涨，澳

元对美元汇率在1月从0.87附近涨至0.93附近，该

行不得不继续以超低利率支持非矿业部门经济。

印度央行行长拉詹则在议息会议后表示，

自去年12月以来， 印度蔬菜食品价格总体呈下

降趋势，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2月份连续第

三个月下跌。 此外，剔除食品和燃料因素，消费

者价格指数中其他类项均保持稳定， 这是央行

在决定货币政策时的主要考虑。 不过，CPI仍保

持在8%左右，说明需求压力仍在，通胀率仍存

在上升风险。

斥资384亿港元

华侨银行拟全面收购永亨银行

□

本报记者 官平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简称“华侨银行” ）4

月1日在新加坡宣布， 已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

OCBC� Pearl� Limited， 向永亨银行有限公司

（简称“永亨银行” ）提出有条件的自愿全面收

购要约（简称“要约” ）。

华侨银行称，将以每股现金125港元，或共

计384.28亿港元 （约合62.34亿新加坡元），收

购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永亨银行全部已发行

股本，华侨银行拥有充足的财务资源完成此次

并购。

收购价格较永亨银行最后一次收市价123

港元溢价约1.6%，较90天平均价（2013年9月16

日收市价）溢价67.3%。目前，OCBC� Pearl已接

受永亨银行若干股东做出的接受要约的不可撤

回承诺， 包括总共持有永亨银行44.79%股份的

冯氏家族及 BNY�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Corporation，以及总共持有永亨银行3.37%股

份的其他股东。 除了这些不可撤回承诺外，

OCBC� Pearl已同意收购永亨银行7704500股

股份。 这些股份连同不可撤回承诺的股份占永

亨银行已发行股本约50.66%。

不过， 此要约的正式发出须符合若干先决

条件，包括监管审批。 因此，这项要约仍然只是

一种可能。 一旦确定正式发出，要约也须满足其

他条件， 其中包括华侨银行收购及获得要约所

列明的超过50%永亨银行股份，才得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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