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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班峰会开幕 金砖银行吸引眼球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定

于

26

日至

27

日在南非德班举行，

这是金砖国家第一次在非洲大陆举

行领导人会晤。 在当前国际经济形

势复杂、 欧债危机波澜再起的背景

下， 此次德班金砖峰会吸引了全球

的目光。

金砖国家转型正当时

近段时期， 欧美发达国家经济

复苏乏力， 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受

到一定影响， 股市表现也远远落后

于发达经济体股市涨幅。 这时，“金

砖褪色” 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国际舞台上。

不过，事实胜于雄辩。金融危机

发生后， 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世

界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远超发达国

家。

2012

年，世界经济总体呈现下

行趋势，但金砖国家中除巴西外，其

余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1.3%

的平

均增长速度， 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

目前， 金砖国家经济规模已占

全球经济的

19%

，贸易额约占全球

贸易额的

15%

，对全球经济增长贡

献率已超

61%

。 提出“金砖四国”概

念的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奥尼尔预

计，到

2015

年“金砖四国”经济总量

将高于美国，印度拥有“金砖四国”

当中最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商讨设立开发银行

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

晤的主题是“金砖国家与非洲：致力

于发展、 一体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

系”， 金砖国家领导人将与非洲国

家领导人对话，重点讨论非洲基础

设施建设。 此外，本次峰会的另一

个亮点就是讨论设立金砖国家开

发银行。

巴西发展、 工业和贸易部长皮

门特尔认为， 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

行将有助于提高金砖国家在国际金

融体系中的谈判分量，解决发展中

国家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急需的资

金。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

究员张茉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挑战以往

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抱团

取暖来共同挑战发达国家所主导的

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

此外，有分析人士表示，金砖国

家提出设立开发银行的另一个意图

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融资，同时增加应对危机的能力，

或成为中国外储投资新渠道。

不过，据印度媒体报道，金砖国

家开发银行的建立至少需要两年

时间。 如果顺利的话，预期到

2014

年年底，该银行体系的建立有望取

得一定规模进展。

欧元集团主席

救助方案“模板说”搅动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也许是新主席在前一天的谈判

中喝了太多咖啡、睡眠不足。 ”有投资

者如此调侃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卢

姆的“模板说”。

当地时间

25

日，塞浦路斯在最后

时刻与“三驾马车”达成救助协议，欧

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卢姆随后却表

示， 塞浦路斯救助方式将为今后欧

元区银行业结构重组提供一个 “模

板”。 此言一出，金融市场再次陷入

动荡之中。

戴塞尔布卢姆在接受海外媒体采

访时表示， 让没有投保的银行储户承

担部分损失作为塞浦路斯援助协议的

一部分，可能不得不在其他地区复制，

该言论引发市场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

银行是否安全的担忧。

有分析人士表示， 尽管欧元区财

长一再强调塞浦路斯的救助方案是一

个特殊案例， 但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

倾向于成为欧元区今后银行结构重组

的正常方案。

戴塞尔布卢姆的“模板说”让

25

日美国股市高开低走， 标普

500

指

数再次与其历史最高收盘点位擦肩

而过。 随后，欧元集团发表声明，强调

欧盟的救助是针对各国不同情况制

定，塞浦路斯只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否

认塞浦路斯救助方案将成为未来欧洲

银行业救助模板。 该声明推动欧洲股

市昨日小幅高开。

港府称如有必要

楼市调控会加码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陈家强昨日

在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时表示，香

港楼市今年初出现增长， 这与香港的经济

基调背道而驰。他强调，如果楼市泡沫的风

险日益加剧，监管当局有必要加推措施。

陈家强表示，监管当局推出“双倍印花

税”等楼市管理措施，是希望减少楼市投机

活动向非住宅物业市场转移。他认为，近期

香港楼市已稳定下来。

陈家强还表示， 目前外围经济环境复

杂多变，欧美经济前景仍未明朗，这将拖累

香港的出口及整体经济表现。他指出，全球

流动资金泛滥及利率低企的情况仍会持续

一段时间，但美国经济复苏进度较预期好，

预期加息周期可能会在

2015

年开始。

金砖国家抱团取暖， 共同挑战发达

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 有

分析人士表示， 金砖银行或成为中国外

储投资新渠道。

IC/供图金砖国家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斯洛文尼亚危机浮出水面

或成欧元区下一个救助战场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有“正传染”就有“负传染”，与欧

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年初提出的 “正传

染”不同，“负传染”正充斥着整个欧元

区。继塞浦路斯“中弹”之后，接着有可

能趴下的就是斯洛文尼亚。

据海外媒体报道， 斯洛文尼亚新

政府正努力避免变成下一个欧元区救

助的主战场。 斯洛文尼亚央行此前敦

促新政府，务必迅速推出方案，重组国

内问题重重的贷款机构。

据悉， 斯洛文尼亚国内银行的

不良贷款相当于该国经济产出的

1/5

。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昨日将斯洛

文尼亚第二大银行马里博尔新贷款

银行长期存款等级从

Ｂ３

级降至

Ｃａａ２

级，理由是该银行信誉恶化。

数据显示， 斯洛文尼亚最大银行

Nova Ljubljanska

去年出现

2.75

亿欧

元的巨额亏损， 斯洛文尼亚三家最大

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从

2011

年的

15.6%

升至

2012

年的

20.5%

。

此外， 与塞浦路斯大约

7%

的国

债收益率相比， 斯洛文尼亚国债收益

率目前只有

5.4%

，还未达到引起危机

的水平，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

表示，今年斯洛文尼亚需要

38

亿美元

的融资， 大约

1/3

用于受困银行的资

本重组。

IMF

认为， 如果国债收益率继续

走高， 斯洛文尼亚银行以合理价格发

债筹集资本将变得很困难， 从而迫使

该国政府寻求救助。

有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斯洛文尼

亚政府尽快实行银行资本重组方案，

该国最终可能避免向欧盟求助， 但如

果没有行动， 今后几个月就会在斯洛

文尼亚爆发下一场危机。

李嘉诚旗下两公司

去年纯利大幅下降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长和系”主席李嘉诚昨日出席长江

实业、 和记黄埔

2012

年业绩发布会时指

出，如果没有重大不利情况出现，预期“长

和系”将可完成今年的业务目标。

谈及对外围经济的看法， 李嘉诚直

言，美联储及欧洲央行今年加息的机会不

大。 他同时表示，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

情况持续不明朗，给“长和系”在全球各地

的业务带来一定影响，但他强调对集团旗

下的欧洲业务表现有信心。

长江实业公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去年

股东应占净利润下降

30%

至

321.52

亿港

元，但强于市场预期的

257

亿港元；每股

盈利

13.88

港元， 向股东派发末期股息

2.63

港元

/

股。 此外，和记黄埔去年股东应

占净利润下降

53%

至

261.28

亿港元，但也

较市场预期高；每股盈利

6.13

港元，拟向

股东派发末期股息

1.53

港元

/

股。

季末关注货币基金投资机会

随着季末和清明小长假的渐

行渐近， 投资者对货币基金的关

注度明显上升。一般而言，临近季

末， 季末效应会使市场资金面趋

紧， 货币基金可以分享短期利率

上升带来的收益。 银河证券数据

显示，截至 3 月 26 日，以华安现

金富利等为代表的部分老牌货币

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已连续一周

超过 4%， 理财专家提醒，临近一

季度末， 货币基金收益集体走高

正是投资人布局良机。

作为流动性较强的现金管理

工具，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等

都是选择货币基金时需要综合评

价的参考指标。 对于个人投资者

来说， 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

组合差异不大， 表现在收益上的

差距也相对较小， 所以功能多样

化的创新对于货币基金投资来

说，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 不少创新意识较强的

基金公司已经实现了货币基金的

还卡还贷、 消费支付等各种生活

服务功能，以华安基金的“货币

通” 业务为例，它使得货币基金

首次具备了网上支付功能。 投资

者通过签约商户平台进行消费

时， 可以直接使用其电子直销交

易账户下所持有的货币基金份额

支付消费相关款项。 实现了投

资、消费“一肩挑” ，随着网购的

日益普及，该功能将对“宅男、宅

女” 们的理财生活起到极大的帮

助作用。

此外，要提醒投资者的是，从

4月 4日到 4 月 7 日，清明小长假

期间，股市将有四天暂停交易，而

货币基金在节假日期间也是有收

益的， 真正实现了 “人闲钱不

闲” ，不仅适合个人客户打理短期

闲置资金， 对于企业等机构投资

者来说， 其大额现金管理更需要

关注资金投资效率的提升， 在节

前将短期闲置资金存放在货币基

金里，假期一结束即马上变现，既

不耽误节后用钱， 节假日期间所

获收益亦有望超过活期存款利息

近 10倍，十分方便快捷。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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