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围市场回稳

港股缓步上行

□香港智信社

港股16日再度小幅攀升，恒生指数在经历

了年初的重挫之后，逐步出现企稳反弹迹象，在

逐渐拖累年线之后， 进一步收复了半年线，但

23000点的压力依然存在。

外围市场的企稳回升是港股回暖的主要原

因。 一方面，A股市场的止跌是关键因素。 自去

年底以来， 由于AH溢价指数不断创出历史新

低，A股的下挫对于港股尤其是H股市场的拖累

作用较为明显，AH联动性也空前提升。 近几个

交易日以来，A股市场做空动能逐渐衰竭，上证

综指2000点支撑显现，在A股反弹的激励下，港

股本周以来也开始缓步上行；另一方面，尽管美

股与港股市场的联动性已经显著下降， 但美股

市场的涨跌在客观上反映出金融市场风险偏好

情绪的高低。 今年初以来，美元上行，美股获利

回吐，由此引发港股避险情绪提升，恒指波幅指

数大幅反弹。而近几个交易日以来，在强劲的企

业财报和宏观经济数据的支撑下， 美股重回上

行轨道，标普50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这在客观

上为港股市场的回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恒生指数当日收报22986.41点， 涨幅为

0.37%；当日共成交652亿港元，较前一交易日小

幅放大。 衡量港股市场避险情绪的恒指波幅指

数下跌2.3%，近三个交易日累计跌幅接近6%，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港股市场气氛开始回暖。

从盘面上看，中资股依然表现疲软，恒生

国企指数和恒生H股金融业指数分别逆市下

跌0.14%和0.19%。 恒生AH股溢价指数小幅

收高0.27%，最近一周溢价指数呈现出持续横

盘震荡格局，在客观上显示出AH股的联动性

较强。

从各行业指数的表现看， 资讯科技业指数

一枝独秀，涨幅接近1%，恒指成分股腾讯控股

上涨0.79%至512.5港元， 盘中该股一度冲至

536港元的历史新高。 在弱势股方面，前期表现

强势的恒生消费品制造业指数及消费品服务业

指数分别逆市下跌0.32%和0.64%，其中，澳门

博彩类股份出现分化。

展望港股后市， 恒指从技术形态上看已逐

步企稳，但23000点的压制仍较为明显，后市能

否冲破该点位，需密切关注成交量的变化。从基

本面上看，美股在企业财报的支撑下，预计仍将

保持强势上行的格局，而对于港股来说，A股市

场的未来走势将更为关键，尽管近几日企稳，但

考虑到经济面和资金面的状况， 不排除沪指再

度考验甚至跌穿2000点的可能性， 一旦A股重

回跌势，其对于港股市场的压力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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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有线电视业掀起竞购热潮

三度竞购时代华纳 宪章传媒欲“蛇吞象”

□本报记者 杨博

路透社1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

第四大有线电视运营商宪章传媒准备联手美国

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康卡斯特， 共同收购竞

争对手时代华纳有线（NYSE:TWC）。 此前的

13日， 时代华纳有线刚刚拒绝了宪章传媒373

亿美元的收购报价，称该报价“严重不足” 。

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兴起的冲击下， 美国

有线电视业正面临用户显著下降、 盈收放缓等

一系列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行业巨头谋求通过

整合寻找出路，有助于提升其议价能力，并培育

逐步增长的互联网业务。

时代华纳有线吸引诸多买家

消息人士称， 宪章传媒目前正在与康卡斯

特初步讨论如何组成联盟， 共同收购时代华纳

有线的可能性。 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宪章传媒买

下时代华纳有线的全部股权， 并将该公司的部

分市场和用户卖给康卡斯特。

此前在本周一， 宪章传媒曾提出以每股

132.50美元，总额约373亿美元的报价收购时代

华纳有线，若包含债务在内，该交易总值将达到

623.5亿美元。但后者董事会随即拒绝了该收购

提议，并称报价“严重不足” 。 时代华纳有线的

高管称，这已经是宪章传媒第三次发起收购。

知情人士称， 如果宪章传媒能够将收购报

价提升至每股145-150美元， 总值约410-420

亿美元， 部分时代华纳有线的股东将会支持其

收购提案。而据时代华纳有线董事会此前表态，

该公司可以考虑每股160美元的出价。

时代华纳有线是目前美国第二大有线电视公

司，目前市值380亿美元，是宪章传媒市值的两倍。

宪章传媒此番“蛇吞象”的收购，希望借此打造一

个电视、互联网和电话服务综合供应商，在美国38

个州发展约2000万用户。 宪章传媒的大股东自由

媒体公司高管称，如果宪章传媒与时代华纳有线合

并，将能够每年带来约7亿美元的协同效应。

不只是宪章传媒兴趣浓厚，康卡斯特公司此

前也被传考虑收购时代华纳有线，包括三种潜在

方式。 其一是完全收购，其二是收购后者的部分

市场，其三就是联合宪章传媒以及其他有线电视

公司共同收购时代华纳有线全部股权。 分析人士

称，时代华纳有线覆盖的地域市场与康卡斯特互

补，但完全收购可能面临严苛的监管审查。

据悉，除了康卡斯特和宪章传媒外，私营运

营商考克斯传媒也对该收购交易感兴趣。 自去

年年中宪章传媒首次传出有意收购时代华纳有

线以来，后者股价已累计上涨40%，同期宪章传

媒股价上涨20%。

形势严峻逼迫行业整合

整个2013年，时代华纳有线的日子并不好

过， 该公司全年流失了近100万的付费电视订

阅用户。 事实上，对整个美国有线电视业来说，

2013年堪称“糟糕的一年” 。 在互联网和移动

终端兴起的冲击下， 美国有线电视业正面临用

户显著下降、盈收放缓等一系列问题。

据花旗研究发布的报告， 自2011年9月以

来，除奥运会期间，美国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的

收视率一直呈现负增长。 特别是过去12个月，

“付费电视行业跌入最低谷” 。 市场研究公司

ISI� Group称，过去五年中，美国约有500万个

有线电视观众取消订阅。

奈飞、Hulu等互联网视频服务商的崛起给

传统有线电视业造成巨大冲击， 后者的订阅用

户份额不断遭到蚕食。 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

奈飞在美国国内拥有的付费用户数量已达到

2993万，相比之下，时代华纳有线的总订阅用

户数量为1160万。

美国媒体指出，对时代华纳有线的激烈竞购

显示出美国有线电视业在行业转型期的混乱局

面。 业内人士认为，行业巨头谋求通过整合寻找

出路，提升其议价能力，并培育增长的互联网业

务。 目前包括时代华纳有线、康卡斯特和宪章传

媒等在内的有线运营商都在拓展互联网业务。

高盛上季收入

同比下滑5%

□本报记者 杨博

高盛16日发布的财报显示，2013年第四季

度实现净收入87.8亿美元，同比下滑5%，净利

润23.3亿美元，合每股盈利4.6美元，不及前一

年同期每股盈利5.6美元的表现。

2013年全年，高盛总计实现净收入342.1亿

美元， 净利润89.4亿美元， 合每股盈利15.46美

元， 好于2012年每股盈利14.13美元的表现。

2013年平均普通股本回报率（ROE）达到11%。

高盛投资银行部门上季净收入17.2亿美

元，同比增长22%，环比增长47%，其中股票承

销收入同比翻番， 债券承销收入同比下滑。

2013年该部门实现净收入60亿美元，较2012年

增长22%。

高盛机构客户服务部门上季实现净收入

34.1亿美元，同比下滑22%。 其中固定收益、货

币和商品客户执行业务净收入同比下滑15%，

至17.2亿美元。 2013年全年， 该部门净收入为

157.2亿美元，较2012年下滑13%。

高盛投资管理部门上季实现净收入16亿

美元，同比增长5%，环比大幅增长31%。去年全

年净收入为54.6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5%。 投

资和借贷部门上季净收入20.6亿美元， 同比增

长4%，去年全年净收入70.2亿美元，较2012年

增长19%。

联储褐皮书显示

美经济继续温和增长

□本报记者 刘杨

美联储1月15日公布的最新一期褐皮

书显示，在2013年12月期间，美国经济活

动继续以温和步伐扩张，部分地区预计经

济增长将加速。

褐皮书显示，全美多数地区经济前景

积极，部分地区联储报告预期经济状况将

“基本保持不变” ， 而一些地区预计经济

增长将加速。 其中，全美大部分地区制造

业稳定增长，许多地区销售增长，对前景

保持乐观； 大部分地区的零售销售上升；

但部分地区的国内销售或建筑活动已经

放缓或下降。 同时，褐皮书还显示，全美

2/3的地区联储注意到当地企业招聘活动

增加。

此外，褐皮书指出，尽管全美房地产

市场状况继续改善，但几个地区的房屋销

售或住宅建设增长在近几个月已经放缓

或下滑。

美国媒体指出，褐皮书有关招聘活动

增加的言辞，客观证明了去年12月非农就

业增长骤降是因寒冷天气影响部分地区

新增就业的观点。

尊敬的客户：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法 >的决定》规定，自 2013年 1月 1日起第一代境内居民身份证失效并停止使用。

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规

定，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

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据上述规定，如果您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或者接到我

司提醒您变更身份信息的电话、邮件、短信等通知，请及时至我司更新身份信息。

如您无法及时完成身份信息更新手续，应以书面方式（传真即可）将您的客观事

由及预计办理完成的时点告知开户营业部。 对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

合理理由的，我司将依法依规采取限制资金转出、限制转托管、限制撤销指定交易

等措施直至您办完更新手续。

及时更新身份信息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 因此给您造成的不便，

敬请谅解，并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有关详情请咨询开户营业部或致电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69169， 也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http://www.daton.com.cn 获

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大通证券关于提醒客户更新身份信息的公告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

“傍大款” 传言四起

智能家居新贵Control4股价飙升

□本报记者 刘杨

在科技巨头谷歌13日高价收购美国智能

温控器企业Nest� Lab后，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

市的专注于家庭自动化技术的美国智能家居

公司Control4� Corporation（CTRL）股价15

日继续上涨23.38%至31.45美元。 原因是该公

司因其更为宽广的产品线和更为“亲民” 的产

品定价被市场看好，市场预期其它科技巨头或

决定对Control4进行收购。

13日以来的两个交易日里，Control4公司

股价已累计上涨69.72%。

专注于技术研究

Control4作为Nest� Lab的合作伙伴，13

日因Nest� Lab被谷歌收购， 公司股价已应声

上涨37.56%至25.49美元。 而后受“可能被其

它巨头收购” 消息提振，该公司股价再度上涨

至31.45美元。

事实上，Control4与Nest� Lab并不是简

单的组件合作关系，Control4主要专注于操作

控制平台的技术研究，而Nest主要专注于智能

的设备生产，简单来说，就是在基于Control4

的操作控制平台下， 再配合Nest� Lab的智能

设备，从而实现家居操作的智能一体化。

2013年8月Control4在纳斯达克上市以

来，公司股价已累计上涨56.86%，该公司的主

要机构持有者包括美国思科系统公司、Price�

Associates� inc和富达公司（FMR� LLC），其

持股份额分别为169万股，132万股，38万股。

Control4成立于2003年，专业从事家庭智

能化控制产品与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 公司的明星产品是“Control4家庭智

能操控系统” ，将该操作系统嵌入在家庭一系

列产品中即可实现居住在“智慧房屋” 内的生

活体验， 包括可将其嵌入互动视频， 照明，温

度，安全，通信等设备中，将家庭娱乐和自动化

进行智能整合，通过这套强大的系统，能够让

人充分实现居住在“聪明房屋” 内的高品质生

活体验。

该公司的主要技术是Zigbee无线通信技

术， 这是一种类似于CDMA和GSM网络的技

术。 因该技术具有低功耗、低速率、反应时间

快、高容量、高安全等特点，已被广泛用于自动

控制和远程控制领域。Control4拥有宽广的产

品线，主要分为智能、影音和技术服务三部分，

均可为用户提供多元化的控制功能， 如灯光、

窗帘、空调、背景音乐、家庭影院、安防、监控的

集中控制和整合管理。

或引来巨头青睐

该公司公布的财报显示，公司2013年第三

季度主营业务实现营收3364万美元收入，同比

增长17.61%，实现净利润1705万美元，当季毛

利率为50.68%，每股收益为0.08美元。 彭博预

计2013年该公司第四季度的每股收益为0.13

美元。 2012年第四季度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3067万美元、2657万美

元、3254万美元和3364万美元， 同比增幅为

22.89%、17.43%、17.85%和17.61%。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Control4 还 提 供

“4Sight” 订阅服务，允许消费者通过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远程控制和监控他

们的家庭。 Control4的无线施工、无线扩展和

无线控制的特点和模块化、 开放式的产品设

计，可以根据用户的预算和需求，随时对控制

系统进行个性化升级和扩展。

Control4公司目前的总市值为 6.74亿

美元， 尚不及谷歌收购Nest� Lab价值的五

分之一。

从几年前的智能手机“争夺战” ，到如今的

智能家居市场“分羹赛” ，似乎从未缺少科技巨

头介入的身影。 基于刚刚结束的国际消费电子

产品展览（CES）的行业“风向标” 属性，智能

家居该概念逐渐成为本年度活跃的科技巨头投

资布局重点。

其实早在3年前， 由于谷歌安卓系统遭遇

竞争对手的专利诉讼，谷歌为再度避免专利之

争， 斥资125亿美元收购了手机制造商摩托罗

拉，当时正值智能手机蓬勃发展之时，时至今

日， 与高科技领域紧密相关的智能家居行业，

也自然成为各大科技巨头争夺的“热点” 。 研

究机构Dougherty� &� Company表示，十分看

好Control� 4， 对于智能家居行业来说，Con-

trol4可以推动该领域从一个缝隙市场发展为

一个主流市场，而谷歌32亿美元现金收购Nest�

Lab，也是看重了Nest� Lab在该领域的价值所

在，能为其“进军” 该领域带来新的希望。

产业链供应商或享产业盛宴

谷歌在进军智能手机、 智能汽车市场后再

度“出击”智能家居领域，其谋划布局智能领域

的市场战略已越发清晰。 随着相关技术和产品

的成熟， 智能家居领域中的相关产业链公司也

会逐渐被市场所挖掘。

据媒体报道，被谷歌收购的Nest� Lab，其

2012年推出的智能恒器Nest2.0， 其主板使用

了安华高科技（AVGO)生产的光学手指导航

模块。 安华高科技是美国模拟半导体设备供应

商，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主要提供复合III-V

半导体产品。 13日以来， 该公司股价上涨

8.23%，15日收于56.97美元。

Nest2.0的射频芯片使用的是思佳迅公司

(SWKS)的前端模块。思佳讯也在纳斯达克上市，

为美国多领域半导体公司，13日以来， 该公司股

价上涨2.36%，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6.24%。

IMF呼吁

全球共同抵御通缩

□本报记者 陈听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16日

警告， 通货紧缩日益严重， 将威胁全球经济复

苏， 呼吁全球经济体政府和央行采取更多措施

抗击通缩。

拉加德当日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会议

上表示， 目前全球很多经济体通胀率低于央行

目标，通货紧缩风险上升，这可能会给经济复苏

带来灾难性后果。IMF认为，只有强劲增长稳固

时，央行才应该回归更传统的货币政策。

IMF认为，美国经济加速增长，但不要过早

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美国政府财政状况恢复有

序状态、消除债务上限风险至关重要。

据英国央行最新数据，去年12月，该国通

货膨胀几年来首次回落至央行设定的2%的

目标； 而当月欧元区通胀率降至仅剩0.8%，

失业率仍停留在12.1%。 拉加德认为，对此，

欧洲央行可以做出更多帮助，“如提供有针

对性的贷款，减轻金融系统经营困难，缓解信

贷紧张局面” 。

Control4

公司上市以来的股价表现 IC图片

除了满足闲置保证金的管理需求

之外， 华宝添益交易型货币基金还实

现了至少四种套利机制， 可为投资者

带来货币基金收益之外的超额回报。

套利密钥一：二级市场T+0价差套利

华宝添益 （511990） 已经自

2013年12月起实行 “T+0回转” 交

易， 买入华宝添益当日就能卖出，同

一交易日内可以无限次买卖。虽然华

宝添益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为平

稳， 但对于资金量较大的投资者而

言，仍有机会通过低买、高卖华宝添

益份额， 在不占用过夜资金的前提

下，获取可观的日内价差套利收益。

套利密钥二：“卖出并申购”无风险套利

华宝添益一级市场可申赎， 二级

市场可买卖， 当它的二级市场价格明

显高于净值，投资者可通过“卖出并申

购”进行无风险套利，前提是交易前拥

有华宝添益份额存量。投资者可自“卖

出并申购” 的下一交易日开始享受基

金收益，在基金本身收益之外，参与交

易的每份基金份额还能额外创造（二

级市场卖出价－100元/份）的差价收

益。 华宝添益申赎价格不变，买卖价格

围绕净值波动，折溢价非常直观，可为

此类套利资金提供便利的参照。

套利密钥三：二级市场跨日价差套利

每周五和公共长假前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华宝添益二级市场交易价

格通常会明显走高。这是因为华宝添

益自买入之日起即可享受收益，在上

述交易日买入可获得买入当日及节

假日休市期间的累计多天收益；加之

回购利率此时通常走至较低水平，以

机构为主的闲置资金愿意以较高价

格在二级市场买入。普通投资者可以

借助这种价格规律，在周一到周四之

间买入华宝添益、周五卖出，博取一

定的买卖差价。 长假休市时间越长，

二级市场价格超出净值就会越多，可

赚取的差价空间也越大。

套利密钥四： 与隔夜回购之间的逆向

操作套利

华宝添益和回购市场的二级市

场价格呈现一定的反向波动特征，且

二者可以无缝衔接，投资者可以把握

此规律在二者之间逆向操作。当隔夜

回购利率冲高，华宝添益一般会略微

折价，这种折价常常意味着很好的买

入时点。 例如2013年12月24日隔夜

回购利率明显冲高，华宝添益盘中出

现折价， 如投资者在当日以较低价

99.983元买入、 较高价100.003元卖

出华宝添益， 则可获得7.3%的年化

日内套利收益，高于当天的隔夜回购

收盘价6.32%。

■ 华宝添益交易型货币基金专栏之五：

收益的更多可能：华宝添益四大套利密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

—企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