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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牛士”上岸 意大利在苦海中挣扎

西班牙获援消息刺激亚太股市昨日全线走高，欧洲股市大幅高开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西班牙银行业获得

1000

亿欧

元救助的消息对稳定金融市场和投

资者信心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亚

太股市昨日全线走高， 欧洲股市也

大幅高开。

不过， 一直拒绝救助的西班牙

“斗牛士” 这次低下高傲的头颅，

使得意大利成为 “欧猪五国” 中唯

一一个暂未向外界求援的国家。 如

何避免成为下一个 “倒下” 的国

家？ 意大利总理蒙蒂压力重重。

欧元前景依然迷茫

欧元集团日前宣布， 将在西

班牙政府提出正式申请后， 为西

班牙银行业提供不超过

1000

亿欧

元的救助资金。 西班牙首相拉霍

伊随后表示， 欧元区以优惠条件

向西班牙提供援助， 说明西班牙

赢得了欧元集团伙伴和国际金融

组织的信任。

西班牙财政部昨日表示，

1000

亿欧元的银行救助资金将增强该国

债务市场的整体偿付能力， 进而有

助于西班牙债务可持续性。 受此

提振， 市场风险偏好情绪升温，

亚太股市昨日全线走高，

MSCI

亚

太指数上涨

1.9%

， 日本股市日经

225

指数报收

8624.9

点， 上涨

1.96%

。 中国香港恒生指数报收

１８９５４

点， 涨幅达到

２．４４%

。

欧洲股市也大幅高开， 三大股

指盘中涨幅均超过

1%

， 西班牙

IBEX 35

指数高开

5%

， 但盘中涨

幅有所回落。 欧元兑美元汇率则冲

高回落， 盘中一度跌破

1.2540

水

平， 跌幅达

0.9%

。 纽约梅隆银行

策略师德里克表示， 投资者对欧元

产生乐观情绪是错误的， 西班牙、

希腊乃至整个欧元区仍充满不确定

性， 前景依然迷茫。

有分析人士则表示， 西班牙银行

业救助计划的细节有待确定， 具体条

款恐存在争议， 欧元上行之路将举步

维艰。

意大利危机四伏

巴克莱资本南欧经济学家帕斯夸

尔表示， 欧元区并不会因为救助西班

牙而摆脱困境， 还有更大的问题有待

解决。

部分市场人士认为， 西班牙走上

求援之路后， 投资者已开始怀疑意大

利是否存在与西班牙类似的问题。 意

大利一旦开口求援， 欧元区将难以承

担， 意大利总理蒙蒂将肩负起稳定投

资者信心的重任。

从表面上看， 意大利的状况确

实要比西班牙好一些。 按当前的进

度， 该国将能够在

2012

年成功将财

政赤字控制在

3%

的目标之内。 与此

同时， 意大利的失业率也远远低于

西班牙。 然而， 投资者却对意大利

相当于西班牙两倍的债务负担表示

担忧， 意大利经济增速在过去

10

年

期间也始终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意

大利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同比下降

1.4%

， 连续

3

个季

度处于衰退状态。

花旗集团分析师表示， 意大利从

长期看依然面临债务增加的问题， 或

需要欧洲央行、 欧元区救助基金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采取某种形

式的救助。

穆迪昨日在一份特别评级报告

中指出， 西班牙和希腊的局势变化

可能导致欧元区大量国家的评级变

动。 西班牙银行业危机不太可能传

染欧元区其他国家， 但意大利除外，

该国银行业对欧洲央行的资金依赖

正在加强。

西班牙获援条件优惠 爱希葡“羡慕嫉妒恨”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欧元集团同意最多向西班牙银行

业提供

1000

亿欧元救助贷款， 既不

附加财政紧缩和结构改革等政治条

件， 也避免了西班牙政府负债率继续

走高， 这一做法同欧元区此前对爱尔

兰、 葡萄牙和希腊的援助有着很大不

同， 也引发一些争议。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 西班牙

在预算方面的谨慎避免了全方面的救

助， 否则西班牙就得被迫交出主权给

欧盟。 但葡萄牙总理科埃略昨日表

示， 考虑到西班牙的救助条款， 没有

理由对葡萄牙的救助计划提出新的限

制条件。

爱尔兰则希望重新谈判救助条

款， 得到和西班牙一样的待遇。 有消

息指出， 爱尔兰将在本月召开的欧元

区财长会议上提出平等对待的问题。

希腊左翼激进联盟领导人齐普拉斯则

表示， 债务危机是整个欧洲的问题，

目前对债务危机的应对措施极具破坏

性且毫无效果。 一些希腊官员更表示

将重新协商救助协议， 不顾退出欧元

区的风险。

此外， 芬兰总理卡泰宁表示， 西

班牙的银行救助计划不应该被视作先

例， 芬兰可能要求西班牙银行必须在

增加抵押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援助。 欧

洲委员会也表示， 欧盟、 欧洲央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将监督西

班牙银行救助计划的实施， 这意味着

救助方案可能会更加严格。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塔尔迪奥昨日

表示， 西班牙向欧元集团获取贷款的

利率将取决于市场条件， 平均利率可

能在

3%

至

4%

， 并包含对西班牙银

行业整改的严格条件。

诺基亚卖给谁？ 三星否认是买家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诺基亚作为手机时代的标志影响

了无数人， 但随着苹果等对手的崛起，

诺基亚以后的路何去何从是个未知数。

近日， 诺基亚再度卷入被收购传言，

而这一次收购者换成韩国三星电子。

日前有消息称， 三星电子有意以

150

亿欧元的价格收购诺基亚。 但据

海外媒体报道， 三星电子昨日表示，

业界关于其收购诺基亚的传言毫无根

据， 并不属实。

不过， 收购传言还是很迎合投资

者心理， 诺基亚股价出现了久违大

涨。 市场数据显示， 诺基亚股价

8

日

上涨了

6%

。 在此之前， 诺基亚今年

的股价已累计下跌

40%

。 但在昨日

的欧洲交易时段， 三星电子出面否认

导致诺基亚股价盘中下跌

2%

。

与苹果等新贵的崛起相比， 诺基

亚疲态渐显。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IDC

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基

于

Android

和

iOS

操作系统的智能手

机占到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

80%

以上。 财报数据也显示， 今年第一季

度诺基亚净亏损

9.29

亿欧元。 评级

机构穆迪曾多次下调诺基亚的债券评

级， 距离垃圾级仅一步之遥。 法国兴

业银行分析师托里表示， 即便是

2014

年到期的短期债券， 诺基亚的

偿付能力都有问题。

有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交易能够

实现， 三星和诺基亚将组成一个占全

球手机市场份额一半左右的庞大手机

帝国， 但这一举措将很难通过各国的

反垄断审核。 此外， 三星正处于上升

时期， 很难通过收购诺基亚获益， 更

可能背上巨大的包袱。

值得一提的是， 近日也有传闻

称， 社交网络巨头

Facebook

将推出

“

FacePhone

”， 或将斥资

100

亿美元

收购诺基亚。

印度或成首个丧失

投资级评级金砖国家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昨日表示， 如果印度

不重振经济增长势头并推动改革， 该国可能

成金砖国家中第一个丧失投资级评级的国家。

目前， 标普给予的印度评级为

BBB-

，

为投资级中的最低级， 标普

4

月份将印度评

级展望降至负面。 标普的言论使印度卢比的

跌势扩大， 有市场人士表示， 如果印度成为

首个失去投资级评级的金砖国家， 印度卢比

会进一步下跌。 （浩林）

OPEC

主席：油价合理区间

为每桶

100～120

美元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主席、 伊拉克

石油部长

Abdul Kareem Luaibi

昨日表示，

大量的超额供给导致油价在短时间内大跌，

他认为， 国际油价的合理水平为每桶

100

至

120

美元。 据悉，

OPEC

将于本周四召开会

议 ， 但

Abdul Kareem Luaibi

不 愿 透 露

OPEC

可能采取的行动， 仅称

OPEC

在全面

评估市场状况后将做出决定。

目前，

OPEC

制定的石油产出上限为日

产

3000

万桶， 但实际产出较上限仍高出

200

万桶， 供给水平处于

2008

年以来的最

高水平。

Abdul Kareem Luaibi

预期， 伊拉

克

2013

年的石油日出口量将从目前的

240

万桶增加至

290

万桶。

(

唐盛

)

香港商品交易所

与江铜集团开展合作

香港商品交易所 （以下简称港商交所）

昨日与内地最大的铜生产企业———江西铜业

集团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共同推

动大中华区基本金属交易， 以建立亚洲价格

基准为宗旨展开一系列合作。

根据备忘录， 江铜集团及其分公司、 子

公司将使用港商交所的商品期货交易平台进

行套期保值， 以及贵金属和基本金属的实物

交割等操作； 港商交所还将调动其全球广泛

的基本金属行业资源， 协助江铜集团在国际

基本金属市场上提高其竞争力。 （吕锦明）

港交所或加价收购

LME

鹿死谁手有望周三见分晓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港交所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

（

LME

） 还需继续过关斩将。 昨日，

据外电报道， 港交所的竞争对手美国

洲际交易所集团 （

ICE

） 已提高竞购

价至

13

亿英镑 （

20

亿美元）， 高于

港交所的

12

亿英镑出价 。 据悉 ，

LME

将于本周三在董事会上讨论港

交所及

ICE

提出的并购建议。

香港富昌证券研究部总监连敬涵

表示， 不排除港交所会再提价以确保

成功竞购， 但他同时指出， 市场不希

望港交所收购成功， 因为如果成功收

购可能需要配股集资， 在目前港股成

交偏低、 市场

IPO

表现差以及港交

所盈利前景欠佳情况下， 将对港交所

股价造成较大压力。 昨日， 从市场反

应看， 港交所面临竞购不利的消息传

出后， 其收盘上扬

4.33%

。

摩根大通则对港交所成功竞购充

满信心， 并认为

ICE

过去并购业绩

不佳， 而港交所的中国背景将为港交

所增添胜算。 即使

ICE

出价较港交

所高， 但由于港交所与中国内地关系

密切 ， 以及在竞投时承诺会维持

LME

传统营运模式， 这将能获取不

少

LME

股东支持。 此外， 港交所与

LME

的结合具有协同效应， 除了能

够让内地投资者参与商品交易外， 两

家交易所连线后将可望覆盖全球的大

部分交易时间。

消息人士称， 港交所及

ICE

近日

还在为竞购做最后冲刺， 并不断向

LME

会员兼股东进行游说工作， 以

争取在董事会中获得支持。

指数中阳反弹，需量能进一步配合

周一沪深两市呈震荡反弹之势。

上证指数收报 2305.86 点， 上涨 24.41

点 ， 涨 幅 1.07% ；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9849.77 点 ， 上涨 142.59 点 ， 涨幅

1.47%； 创业板指收报 734.50 点， 上涨

20.58 点， 涨幅 2.88%。 两市合计成交

1215亿元， 比上一交易日略有放大。

5月份进出口数据增速明显高于预

期 ， 当月 出口 1811 亿美 元 ,增长

15.3%， 5 月外贸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在

一定程度上开始企稳， 也预示着中国

经济将很快出现反弹。 在以上消息面

的激励下， 指数昨日出现震荡反弹行

情， 而回顾上周四、 五的市场表现，

在各种利好消息下均小幅高开之后冲

高回落， 判断为诱空洗盘可能性较大。

我们认为目前指数已收复 5 日均线，

短期反弹趋势确立， 然或有反复， 要

继续反弹仍需量能进一步放大。 我们

重申日 K 线级别的大型“头肩底” 技

术形态， 目前为右肩， 而右肩的技术

特征为反复震荡， 因此指数或有考验

3 月份低点 2242 点的可能， 之后将展

开强有力上涨行情。 板块方面， 受益

于创新政策支持的券商、 受益于货币

政策微调的地产板块表现出色， 可继

续关注； 而创业板部分个股近期上涨

幅度较大， 应注意回调风险。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