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 STUDY: ACQUITY GROUP

Acquity Group is a leading global brand e-commerce
and digital marketing agency. They are partnered
with Li-Ning to bring the Chinese sportswear giant
to the US, under the brand name Digital Li-Ning.
Chinese media training, Chinese media relations and
strategy, urgent requirement.
Acquity Group were given last minute notice of a press visit by three
of China’s leading media outlets in February 2012. The agency’s
senior management had only a day and a half to prepare for the
Xinhua, Caixin and China Daily visit where they would be covering
Acquity’s efforts as joint-venture partners on bringing the Chinese
Allegravita’s Beijing-based media team supported the media
sportswear brand, Li-Ning to the US.
plan by reaching out to the three journalists and providing our
customary support for story background, storylines and postOUR PLAN:
interview liaison.
As Acquity was unfamiliar and unexperienced with Chinese media,
Allegravita immediately responded with overviews of the three
RESULTS:
media outlets and their likely story outlines. Full talking points
and recommended story angles were developed and presented. The media conferences were a success, and both Digital Li-Ning
In Chicago, Allegravita also provided a half-day Chinese media and Acquity Group received positive media coverage highlighting
training session for their key spokespeople, Acquity Group CEO, their efforts as a US-based company which is changing the
Chris Dalton, and VP of Marketing, Sales and Merchandising perception of Chinese made products as being cheap and of low
for Digital Li Ning, Craig Heisner. Allegravita’s media training quality. The media story clippings generated have helped Acquity
included assisting Acquity in structuring the visit, meeting to further develop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Chinese market.
etiquette, and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present Digital Li Ning
Overseas
to the Chines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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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已开启新任

置换希腊旧债 欧央行出招止损

To ensure that accurate facts, favourable story angles and good
translations would be used in the articles, Allegravita produced
bilingual (English-Mandarin) media backgrounders for the
reporters. We also provided creative direction for an inhouse
photo shoot so that Acquity would have high-appeal photos to
accompany the mini press kit.

希腊1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突破600%
□本报记者 陈听雨
据《
华尔街日报》报道，包括
欧洲央行在内的欧元区央行系
统已于上周末完成了所持希腊
债券的新旧置换，此举旨在防止
希腊债务重组中损失，为希腊债
权人启动债务重组做好准备。 而
随着市场对希腊违约的担心，希
腊1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首次突
破600%。

希腊债务以旧换新
据报道，假如20日召开的欧
元区财长会批准援希协议，则
希腊债务重组方案将进入实质
性执行阶段， 该国私人债权人
将在10日内进行债券减记与延
期，最终于3月20日希腊145亿欧
元债券到期前完成债务重组。 据
此前达成的希腊债务重组方案，
私人债权人将所持希腊债务面
值减记50%， 并通过债务延期，
使希腊债务负担减少1000亿欧
元，私人债权人总体将承受70%
的损失。
另据《
华尔街日报》报道，目
前欧央行是否参与重组希腊债
务存较大争议，为避免向成员国
政府提供资金之嫌，包括欧央行
在内的欧元区央行系统已于上
周末将所持希腊债券进行了新
旧置换，新债券具有新序列号和
到期日期，其他方面与原有债券
完全一致。 此举可使央行系统
避免在希腊债务重组中承担损
失。 针对上述消息，欧洲央行未
予置评。
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报
道，希腊政府正在起草一项“
集

体行动条款”法案，旨在强制不
支持债务重组的债权人参与该
行动， 但这项法案的启动前提
是，希腊债务重组自愿参与率过
低。 报道称，希腊政府可能会在
未来几天内将该法案提交国会
审议。
瑞银集团发布报告指出，欧
元区央行系统此举将伤及私人
债权人利益，可能导致希腊主权
债务违约担保合约的触发。 该集
团外汇交易策略师克里斯沃克
尔认为，实质上此举使欧元区央
行较其他希腊债权人具有更高
优先级，得到特别照顾，那么市
场将预期，欧央行持有的其他高
负债成员国债券也将被类似处
理，这很可能触发主权债券信用
违约担保合约，对市场造成严重
负面冲击。

希腊国债收益率
升破600%
不过， 市场对希腊发生违约
的担忧仍未消散。 17日,希腊1年
期国债收益率首次突破600%，收
于629.403%， 一日内暴涨65.527
个基点， 创全球国债收益率单日
涨幅历史纪录。17日，瑞信集团发
表报告指出，3月20日后希腊引爆
史上最大规模无序违约的可能性
仍在不断攀升。
对冲基金巨头约翰·保尔森
也预测，希腊仍可能在3月违约，
并导致欧元终结。 他认为：“
希腊
违约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冲击可
能甚于雷曼兄弟破产，将立即导
致全球经济萎缩和市场暴跌。欧
元存在结构性缺陷， 最终可能
解体。 ”

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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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心韬
世界银行2月17日发表声明
称， 该行执行董事会已经开启了
新任世行行长的提名进程， 执委
会预计将在今年4月22至23日的
春季年会之前选出新任行长。
此前，现任世行行长罗伯特·
佐利克在15日宣布，将在今年6月
30日5年任期届满后离职。
执董会首先总结了佐利克任
内的贡献，并对其表示深深感谢。
执董会还强调了行长人选择优录
取和透明公开原则的重要性，表
示将在3月23日之前接受提名，提
名者可以是集团的执行董事，执
行董事所代表的政府也可通过执
行董事进行提名， 但候选人必须
来自世行的成员国。
执董会罗列了候选人的 “
岗
位要求”，包括：得到充分证明的
领导能力； 具有管理国际大型机
构的经验和熟悉公共部门； 明晰
且能明确表达世行发展愿景；认
可多边合作并对此有坚定的信

欧元区财长会今日再审援希协议
□本报记者 陈听雨
欧元区成员国财长定于当地
时间2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此
前， 由于第二轮援助希腊谈判受
阻，此次财长会已多次延期。 分析
人士预计，20日欧元区财长有望就
第二轮援希协议作出最终决定。
20日欧元区财长会前夕，有
关第二轮援希协议达成在即的乐
观消息传出， 但希腊换取1300亿
欧元援款的条件愈发苛刻。 据彭
博社报道，德国、意大利和希腊三
国领导人17日召开电话会议。 会
后意大利总理办公室 发 表 声 明
称， 三国领导人对20日欧元区财
长会达成援希协议态度乐观，但

协议增加了三项最新条件。 首先，
援助资金将被拨入 一 个 托 管 账
户，而非直接拨付给希腊政府，账
户里的资金将足够希腊政府偿还
9至12个月的债务。 第二，希腊政
府须在本国财政纪律方面接受更
严格、永久性的国际监控。 第三，
援助协议还将包含针对希腊巩固
财政和改革经济的 “
24项优先行
动清单”， 该国须在2月底前满足
清单要求。
报道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此次将提供1300亿欧元援款
中的130亿欧元。 在2010年5月启动
的第一轮援希行动中，IMF已向希
腊提供了300亿欧元贷款。
欧元集团主席兼卢森堡首相

容克18日表示， 为在2020年前将
希腊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例由160%降至120%而采取的
各项措施仍“
远未”完成，“
但我们
将尝试拉近与这一目标的距离”。
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报
道， 欧元区财长会还将讨论降低
援希贷款利率， 并利用欧央行资
金填补希腊政府资金缺口。 2010
年5月，第一轮援希贷款平均利率
为5%，去年3月，欧元区将这一利
率下调至4%左右。报道还称，欧元
区预计， 到2020年希腊无法完成
将债务占GDP之比降至120%的目
标， 预计届时这一比例将在129%
左右。 目前，欧元区针对如何填补
这一资金缺口问题意见不一。

惠誉上调冰岛
惠誉国际评级2月18日发布
声明宣布， 将冰岛长期债券发行
人违约评级由BB+上调一档至投
资级别BBB-， 评级前景为稳定。
惠誉主权信用评级董事保罗·罗
金斯表示：“
评级上调反映出冰岛
在稳定宏观经济以及改革所取得
的进展，自2008年银行危机后，该
国也已重新建立其国家信誉。”罗
金斯指出， 冰岛作为第一个遭受
全球金融危机全面冲击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避免了欧债危
机的负面影响。
惠誉指出， 冰岛已经完成了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共同
制定的经济改革项目， 现在已经
能够重新进入全球资本市场。 该

EPFR报告称
iPad商标纠纷
引外媒关注
苹果公司与唯冠科技
（
深圳） 有限公司的iPad商标
之争愈演愈烈， 引起了国外
的广泛关注。
英国广播公司 （
BBC）日
前表示， 如果深圳唯冠要求
中国海关阻止苹果公司的i－
Pad运进和运出中国被满足，
iPad全球销售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中国是苹果公司iPad的
主要生产基地。
按照中国现有的相关法
规， 商标的拥有者有权要求
扣查侵权商品， 该法规的制
定最初本来是阻止盗版电
影、音乐以及仿冒服装等，现
在美国的公司却成为调查的
对象。 按照法规，中国为苹果
代工的生产商， 将不能将其
产品运往世界其他地区。
此外， 中国不单是苹果
iPad、iPhone以 及 iPod 等 全 线
产品的生产基地， 而且也是
潜力巨大的销售市场。 商标
之争会影响到苹果产品在中
国的销售。 英国《
独立报》认
为， 本来中国市场上iPad的
热销， 有助于苹果甩开平板
电脑上的竞争对手亚马逊
Kindle Fire， 但是现在的商
标之争使iPad可能在中国这
个增长最迅速的市场遭遇麻

欧洲企业谋求欧

新兴市场股基今年“
吸金” 190亿美元
□本报记者 吴心韬
据美国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
究公司（
EPFR）2月17日公布的报
告，在截至15日的一周内，数据
显示，新兴市场股基吸引了22亿
美元的资金净流入，为连续第七
周成功 “
吸金”， 累计规模超过
吸金
190亿美元。 不过，当周的“
量”较此前一周（
58亿美元）出现
明显收缩。
总体而言， 当周全球股票型
基金被监测到17亿美元的资金净
流出， 是今年以来的最差表现。
EPFR表示，这主要归结于希腊债

务问题悬而未决， 且中东地区的
紧张局势加剧。
具体而言，EPFR归类的四大
新兴市场基金 均 取 得 资 金 净 流
入， 其中全球配置型新兴市场股
基以17.5亿美元的吸金量领先，但
规模较此前一周的54亿美元大幅
减少。 金砖四国中的中国（
主要监
测大部分合资 格 境 外 机 构 投 资
者，即QFII）、俄罗斯、印度和巴西
股基当周分别 “
吸金”6.3亿、2.2
亿 、3.3 亿 和 2.6 亿 美 元 资 金 净 流
入， 且均为连续第七周成功吸引
资金净流入， 今年迄今累计吸金
规模分别为46.2亿、14.3亿、14.3亿

和29.4亿美元。
EPFR全球研究部主管卡麦
隆·布兰特表示，今年迄今投资者
投向新兴市场股基的资金规模仅
弥补了后者去年被监测到的累计
失血量”的40%左右，
470亿美元“
“
但如果你将去年10月份至今新
兴市场的‘
吸金量’和此前一年的
同期表现相比， 你会发现投资者
已经开始转变其投资策略了，即
重新青睐新兴市场资产。 ”
EPFR追踪的发达市场股基
在截至15日一周内被监测到约40
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 为今年以
来的最差单周表现。 其中，美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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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失血量”为35亿美元，规模是
过去九周以来最大，其中，股基个
人投资者已连续43周进行资金净
赎回； 西欧和日本股基也分别被
监测到7.1亿和2.2亿美元资金净
赎回。
另外， 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
场基金在截至15日的一周内则分
别吸引70.3亿和63亿美元资金净
流入。 其中，发达市场债基和美国
债基吸金量分别为63.6亿和56.4
亿美元， 而新兴市场债基吸金量
为6.7亿美元， 三大债基今年迄今
的累计“
吸金”规模分别为371亿、
289亿和44.7亿美元。

美国会通过延长薪资税削减议案

道琼斯通讯社17日报道，德
国大众汽车公司和法国标致雪
铁龙公司正谋求从欧洲央行第
二轮再融资操作中获取廉价资
金。 德国大众表示，将通过金融
机构搭桥，参与欧洲央行第二轮
再融资操作谈判；标致雪铁龙也
做出了大致相同的表示，称“
将
通过旗下金融部门标致雪铁龙
融资银行与欧洲央行谈判低息
贷款事宜，并可为贷款提供约10
亿欧元抵押品”。
分析人士表示，此举显示出欧
洲实体经济为提高盈利能力、降低
企业成本，希望绕开各国银行而直
接参与欧洲央行低息贷款迹象。
大众汽车集团旗下金融服务
公司资产证券化部门主管罗尔夫
称：“
欧洲央行三年期再融资利息仅
1%，对企业有很强的诱惑力，如果
能作为大众的一种融资渠道， 对企
业将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效用。 ”
法国兴业银行信用策 略 主
管苏基·曼表示， 大型汽车制造
商和一些其他设有金融部门的
工业集团，目前正努力谋求“
以
消费者贷款作抵押”， 参与欧洲

票对132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 计薪资税削减政策将延期。 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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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示，
|这一变化将对今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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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增长造成轻微拖累。
一议案，美国参议院随后以60票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2月17日
双双投票通过了将薪资税削减计
划延长至今年年底的议案。 接下
来该项议案将递交美国总统奥巴
马，预计签署生效应无大碍。
如果没有该项议案出台，美国
薪资税将自今年3月1日从现有的
4.2%恢复至6.2%的水平，这将对约

1600万美国纳税人造成影响。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以293

到满意”。
此前已经有不少经济学家预

这一变化将对多少美国失业者造
成影响。 高盛分析师菲利普斯表

对36票的投票结果通过该议案。
尽管参众两院 在 薪 资 税 削 减 措
施延长的议案上达成一致，但据
众议院筹款委 员 会 主 席 德 福 表
示，该项议案的通过只是“
折中
的结果”，“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感

法继续， 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美
国经济增速预计将较先前预估下
调0.5至1个百分点。
该项议案中涵盖的条款还包
括将失业救济领取时长由此前的
99周减少到73周。 目前尚不清楚

此前在16日，国会预算办公室
在一份报告中预计，涵盖上述措施
的2012年中产阶级减税和创造就
业一揽子法案将令美国政府2012
财年预算赤字增加1011亿美元，令
未来十年赤字增加893亿美元。

■本周国际财经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