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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季发货量创历史纪录

特斯拉产能提速股价大涨

□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股价14日大

涨15.74%，至每股161.27美元，创下两个月新

高。 该公司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第四

季度出货量达到6900辆， 较此前预期高出

20%。 此外特斯拉高层在底特律车展上表示，

公司计划在2014年将全球范围内的销售和服

务网点数量翻番， 并在全球范围内新建80个

超级充电站。

发货量加速上升

2013年第三季度， 特斯拉电动汽车发

货量从前一季度的5150辆上升至5500辆，

第四季度更高达6900辆， 创下单季发货量

的历史最高纪录。 特斯拉方面表示，这主要

得益于特斯拉生产团队和松下等主要供应

商的努力。

此前特斯拉方面曾表示，电池供应是限

制公司产能提高的主要因素。 特斯拉CEO

穆思克已承诺进一步提升产能， 预期2014

年产量限制的状况将有所缓和。 去年10月，

特斯拉与日本松下电器达成协议， 后者将

在未来四年为特斯拉提供20亿颗汽车用锂

电池。

贝尔德分析师卡罗认为， 上季强劲的销

售意味着特斯拉2014年的销量很可能超过华

尔街预期的3万辆。 该公司投资生产自用电

池，将有助于缓解电池供应短缺的情况。

KBB高级分析师布劳尔表示， 随着特斯

拉开始向全球发货， 其未来潜在增长水平仍

然很高。 预计在2014年底前其发货量将达到

至少每周800辆。

此外业内分析人士认为，消费者对特斯

拉Model� S车型的需求增长主要受两大因

素驱动， 其一是该车型绝佳的安全纪录，其

二是该车型在极度严寒情况下具备更好的

操控性。

到目前为止， 特斯拉是唯一一个拥有用

户零死亡和严重损伤纪录的汽车制造商。 包

括最早上市的Roadster车型在内， 特斯拉生

产的汽车已经上路行驶六年， 用户覆盖全球

31个国家，总行驶里程数超过2亿英里。 尽管

曾出现数起高速碰撞事故， 但驾驶员和乘客

在事故中都得到有效保护。 上个月， 特斯拉

Model� S还获得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局的五星安全评级。

此外由于电子动力系统的精确性，Mod-

el� S汽车相对于汽油动力汽车拥有更好的动

力控制。 因此在冰雪天气里，特斯拉汽车较大

多数四轮驱动的汽油车表现得更好。

另据特斯拉主管全球销售和服务业务的

副总裁杰罗姆·吉伦透露，特斯拉计划2014年

在全球的销售和服务网点数量翻番， 目前其

网点数量为150个。 尽管外界关注的特斯拉

Model� X车型并未在底特律车展上亮相，但

特斯拉高管表示公司正大力推进该车型的研

发生产， 希望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出有限数

量的Model� X车型。

召回事件影响有限

在发布好于预期的销售数据的同时，特

斯拉也遭遇一些负面消息。 同样在14日，美国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 特斯拉将召

回2.92万辆Model� S车型，并对其家用电源适

配器和充电软件进行更新升级，理由是“过热

的电源适配器、 电线或家用电源接口会提高

烧伤或着火的风险” 。

上周五， 特斯拉已经表示公司将向客户

提供新的电源适配器和软件更新， 以预防其

充电系统发生过热的问题。 但特斯拉未在声

明中使用任何“召回” 或“着火” 的字眼。 特

斯拉发言人认为“召回” 一词不妥，从物理上

来说，没有任何一辆特斯拉汽车被“召回” 。

特斯拉CEO穆思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消息称， 只是对Model� S车型进行一次无线

软件升级，不应被称为“召回” ，“媒体报道混

淆了一些概念” 。

据悉， 特斯拉于去年12月已经发布了一

个软件更新，新软件将探测充电问题，并自动

降低充电速度，以此来避免过热。 此外特斯拉

还将通过邮递的方式向客户发放一个升级更

新后的电源适配器， 因此特斯拉汽车的车主

无需亲自去经销商店或服务中心进行维修。

去年10月，Model� S汽车曾发生3起道路

起火事故，并导致该公司股价一度下跌。据悉，

上述事故中的两起与道路异物有关。特斯拉随

后通过软件升级调整了悬架设置，让汽车在高

速行驶时抬升底盘。尽管无法确定这一升级措

施是否发挥作用，但此后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

事故。

业内人士表示， 无线软件升级模式已经

成为特斯拉的一大制胜法宝，不仅更加便利，

而且可以迅速恢复软件漏洞，改善行车安全。

预计今后这一模式将更加普及， 但相关汽车

公司必须确保这种模式的安全性。

由于销售表现强劲，且“召回” 事件影响

有限，特斯拉股价在14日大涨近16%。 此前受

估值担忧以及数起事故影响， 该公司股价在

过去三个月下跌了12%。 当前股价距离2013

年9月23日创下的190.09美元的历史最高水

平低15%。

特斯拉欲在华打造超级充电网

□

本报记者 杨博

据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 特斯拉计划在

中国打造一个超级充电站网络，让电动汽车车

主能够在长距离行驶途中进行免费充电。该网

络最有可能先覆盖北京至上海一线。

特斯拉负责企业与商业开发的副总裁奥

康奈尔表示，该公司近期已开始就上述计划与

物业业主、 电力供应商等相关方面进行会谈。

但他拒绝透露充电网建设的时间表。

分析人士称，如果上述计划成功，特斯拉在

中国建造的充电网络将是一个巨大成就。尽管中

国政府一直在推广电动车的使用，但在国内建设

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仍遇到许多困难。

奥康奈尔还表示，要想在中国驾驶特斯拉

电动汽车，光有该公司打造的充电站网络还不

够，还要能够让用户在家为汽车充电或者使用

公共基础设施充电。

目前特斯拉在北美洲西海岸打造的“超级

充电站走廊”已经正式投入运作。该走廊从美国

的圣迭戈一直延伸到加拿大温哥华，在6个主要

城市安装了超级充电站。 特斯拉的车主将可以

在北美西海岸沿线快速、免费为汽车充电，从而

实现长途旅行。 该公司在欧洲也在打造一个类

似的充电站网络。 此前，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被

美国在线汽车频道评为2013年度科技大奖。

此外特斯拉主管全球销售和服务业务的

副总裁杰罗姆·吉伦在底特律车展上还表示，

特斯拉对中国市场非常感兴趣， 预计Model�

S车型在中国的销售表现会不错。 目前来看中

国消费者对特斯拉相当认可，“我们将采取措

施确保满足中国消费者需求” 。

世行上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2%

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7.7%

□

本报记者 刘杨

世界银行在最新发布的 《全球经济展望》

中预计，世界经济2014年会逐步走强，特别是欧

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势头渐强， 故将全球

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3.2%； 但世界银行对今年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却不甚乐观， 将增速预

期小幅下调至5.3%。其中，世行将中国今年经济

增速预期从8%下调至7.7%。

看好全球经济前景

世界银行预测， 因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始

加速增长， 该行于三年来首度上调对全球经济

增长的预期， 此举表明全球经济终于摆脱全球

金融危机后长期低迷的局面。 2014年全球经济

预计增长3.2%，其增长率将大幅高于2013年的

2.4%。 世界银行此前在去年6月曾发布报告预

计，全球经济2014年预计增长3%。 经济增长加

快的部分原因是有18个成员国的欧元区经济好

转，美国经济增长将领先发达经济体，增速将达

到日本的两倍。 这进一步表明，世行对美国经济

的看法更加正面。

关于发达经济体， 世行预测受放宽财政紧

缩措施等消息的提振， 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2.8%，较2013年的1.8%大幅提升。 世行首席经

济学家考希克·巴苏认为，美联储去年12月份正

式启动量化宽松“瘦身” 计划，正是以美国经济

好转的判断为前提的， 这本身对世界经济来说

就是个好消息。 同时， 持续负增长的欧元区经

济，2014年预计将转为1.1%的正增长， 发达经

济体的整体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2.2%。

此外， 世行把对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期维

持在了1.4%，较2013年的1.7%有所下滑，原因是

日本上调消费税率将拖累其经济增长。 世行指

出， 日本经济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和货币宽

松政策的支撑下回暖，“不进行结构改革则难以

持久” ，希望日本政府切实执行经济增长战略。

建议中国经济进一步调结构

在这份报告中， 世行预计中国2014年经济

增速将达7.7%， 与去年持平， 低于上次预测的

8%。 同时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为7.5%。

发展中国家今、 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为

5.3%和5.5%，均高于去年的4.8%。 巴苏表示，中

国的经济增速依然领先，但面临金融市场调整、

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等风险。

世界银行发展展望部执行主任安德鲁·彭

斯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稳固，今年应该

继续在调整经济结构、控制房地产泡沫以及提

高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此

外，他强调称，美国退出量化宽松(QE)虽然对

发展中国家来说， 存在国际资金流出的风险，

但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来

说却相对要小。

报告显示，随着利率飙升和资本流入减少，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将大幅收紧， 经济

失衡或者脆弱性较强的国家可能陷入危机。 世

行建议这些国家早做准备， 以应对外部经济环

境可能出现的恶化。

在谈及2014年全球经济的风险， 彭斯认

为：“目前主要的风险集中在美国量化宽松政

策的退出， 如果发达经济体大幅度提高银行利

率， 这将会引起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规模短

期内可能减少50%甚至更多； 另一风险还是在

欧洲。 虽然，欧元区复苏迹象鲜明，但仍然未能

解决很多导致危机的根本问题； 最后一个必须

提到的风险， 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幅度

和具体情况。 ”

美元初步扭转颓势

□

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 胡明

上周意外差于预期的去年12月美国非农就

业数据“阴霾” 一度在本周初持续打压美元指

数的表现， 但随着美国其它良好消费数据的公

布以及美联储高层鹰派的表态， 市场对美联储

放缓退出节奏的预期减弱， 美元指数一举扭转

前期连续下跌的颓势，再次站上80.70关口。

数据显示， 美国去年12月零售销售及核心

零售销售月率升幅均超过预期。 向好的零售销

售数据与上周末公布的糟糕非农数据形成鲜明

对比， 似乎暗示美国今冬遭遇的异常寒冷天气

虽然对部分经济部门的就业环境造成重创，但

是并未伤及美国居民的节日消费热情。 对于糟

糕的非农就业数据， 天气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部

分原因。对于零售数据，年底居民消费情况一直

是美国经济环境的晴雨表之一，12月数据向好

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支撑了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乐

观的预期。

在非农就业数据表现不佳的大背景下，费

城联储主席普罗索和达拉斯联储主席费舍尔却

对美联储退出前景充满信心， 在本周初纷纷就

美联储在此后缩减QE的前景发表了较为强硬

的看法， 这也为美元指数扭转前期颓势奠定了

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普罗索和费舍尔都在今年

的FOMC会议上拥有投票权，FOMC内部鹰派

势力将会有所加强。

普罗索表示， 非农就业数据疲弱不应该对美

联储退出政策产生影响。他认为，劳动参与率过低

是由于结构性原因所致，无需担忧。 此外，通胀疲

软主因是临时性因素，也将会超2%的目标稳步回

升。费舍尔则表示，即使退出政策可能导致股市大

幅波动，美联储也应尽快缩减债券购买规模，因为

宽松政策增大了通胀风险。他认为，只要美国经济

在增长，失业率在下降，联储就应该继续缩减债券

购买规模，市场调整不会拖累经济复苏。

总体而言，目前美元仍处于蓄势当中，难涨

难跌的特性依然明显。显然，非农就业数据不佳

导致的市场疑虑氛围很难依靠单一的零售销售

数据完全消除， 投资者仍需要进一步信息去消

化。不过，从美联储官员上周末至本周初的积极

表态来看， 市场认为美联储退出政策缺乏确定

性的问题并不存在， 至少目前经济表现仍支持

美联储倾向维持现有退出节奏。

港股市场交易清淡

□

香港胜利证券有限公司 王冲

15日受内地股市持续调整拖累， 港股高开

后再度走低，恒指23000点阻力效应明显，最终

报22902点，涨110.72� 点，涨幅为0.49%。 大市

成交596.01亿港元。

外围方面，周二美国股市反弹，最近的经

济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增长正在加速，这对企业

的盈利改善很有利，但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增

长速度比市场预想的要快， 并且出现过热，美

联储将会加快退出QE步伐， 因此全球市场都

在纠结于此。

港股当日成交相对清淡，不足600亿港元，

而沽空比率亦重回双位数字。 部分前期热炒股

急挫，但彩票股继续受到追捧。

15日上市的两只新股米格 （1247.HK）及

南京中生（3332.HK）双双大涨，或将成为市场

短期的焦点。 另一市场焦点会是香港特首梁振

英的施政报告， 市场将留意建筑股以及地产发

展商的股价表现。 另外水泥股也将吸引市场留

意， 安徽海螺水泥 （0914.HK）、 华润水泥

（1313.HK）、金隅（2009.HK）等公司近期相

继发出了业绩预增的公告。

目前港股受到A股市场影响较大，A股市

场尽管有所反弹，但成交量没有放大，表明更多

可能仅是技术性反弹， 投资者对未来IPO资金

分流的担忧没有退去。港股方面，市场也只是热

衷于炒作中小市值股票， 不愿去追捧超跌的大

蓝筹。

英特尔财报发布在即

美股芯片硬件板块普涨

芯片巨头英特尔将于16日发布上季度财

报。 受益于多家机构对该公司上季销售表现以

及对个人电脑（PC）需求企稳的乐观预期，美

股芯片和硬件驱动板块14日显著上涨。 截至当

日收盘，安硕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2.15%。 英特

尔股价上涨4%， 超微半导体 （AMD） 上涨

4.1%， 英伟达上涨3.1%，PC巨头微软股价上涨

2.3%，惠普股价上涨2.6%。

摩根大通14日发布报告预计，PC需求已

企稳，平板电脑替代效应开始减弱。 该行分析

师丹尼利将英特尔评级上调至“超配” ，并大

幅上调2014年收入预期。 丹尼利表示， 英特

尔、微软、惠普和其他制造商都已表示PC需求

正在改善，台湾最大的四家笔记本制造商也表

示去年第四季度的发货量整体环比增长7%。

丹尼利同时指出，平板电脑发货量增速正在放

缓， 预计2014年增速将从2013年的53%大幅

下降至25%。

此前高盛分析师预计，英特尔上季销售收

入有望超过市场预期的137亿美元。 Maxim公

司分析师作出相同预期， 并表示这主要受益

于“个人电脑（PC）发货量和数据中心需求

的上升” 。

此外， 硬盘驱动悬架组件制造商哈钦森科

技公司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发货量

环比增长13%，同比增长12%，显著好于预期，

特别是受到2.5英寸笔记本硬盘悬架需求强劲

增长的带动。 存储硬件制造商高通也预计上季

收入在1.45亿-1.46亿美元之间， 好于市场预

期。受此影响，美股硬件驱动设备板块也普遍上

涨， 其中哈钦森科技上涨12%， 希捷科技上涨

3.1%，西部电子上涨3.3%。（杨博）

港交所：设立“停板”

机制尚无定论

近日有传言称港交所拟设立类似内地市场

“停板” 机制，即股价在升或跌至一个百分比水

平时，股价不可再超过该百分比交易。

对此，港交所发言人向中国证券报表示，香

港交易所一直参考各地市场做法， 研究各种有

助提高市场效率及交易秩序的措施。 关于停板

机制的问题，香港交易所目前未有定论，亦无任

何新增交易措施的时间表。（黄莹颖）

美国银行上季利润

飙升近四倍

美国银行15日发布的财报显示，2013年第

四季度实现利润34亿美元， 合每股盈利0.29美

元， 显著好于前一年同期盈利7.32亿美元的表

现。 这主要得益于上季信贷损失拨备的显著下

降，该行上季收入同比增长15%，达到217亿美

元，好于市场预期。

2013年全年， 美国银行共计实现净利润

114亿美元，是2012年的1.7倍，总收入达到898

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7%。

财报还显示， 上季度美国银行非利息收入

同比增长28%，达到107亿美元。 这主要受到投

资银行收费与投资和经纪收入改善的提振，不

过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股票投资收入下降的影

响。 该行当季信贷损失拨备较前一年同期下降

19亿美元至3.36亿美元。

主要业务中， 美国银行消费者和商业银行

部门上季盈利2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全球财

富和投资管理部门盈利同比增长35%至7.77亿

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全球银行部门盈利13

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期下滑1.25亿美元；全球市

场部门盈利2.15亿美元， 前一年同期为盈利

1.81亿美元。（杨博）

一辆特斯拉电动汽车上装着巨大的太阳能板。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