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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扎堆亮相

MWC料成移动终端新品“秀场”

□

本报记者 刘杨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电子

展（CES）刚落幕不久，本月24日在西班牙巴

塞罗那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移动世界大会

（MWC）又将如约而至。如果说CES带来的是

“大而全” 的泛消费电子产品，那么MWC提

供的则是一个更注重“小而精” 纵向发掘通信

领域的 “大舞台” 。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盛会

将为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行业未来

的趋势指明方向。

巨头纷纷拿出看家产品

公开资料显示，一年一度的MWC是移动

通信行业的重要展会，该展会覆盖了产业链及

智能消费类产品和技术，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厂

商前来参展，当然各大一线移动终端厂商也会

纷纷拿出“看家” 产品前来“应战” 。 三星、

LG、华为、索尼等电子巨头均将参展，蓄势拉

开全年智能终端比拼的帷幕。

三星公司由于在去年3月发布了Galaxy�

S4机型，市场普遍预计该公司有望在今年同期

发布新款旗舰Galaxy� S5智能手机，而三星公

司于近期宣布将于2月24日举行一场盛大的新

品发布会， 这一天也恰逢MWC的开幕当天，

市场预计S5发布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Dig-

itimes报道称，此款手机的一大看点是更为先

进的指纹识别技术，与iphone5需要在特定位

置完成指纹识别不同的是，用户只需把手指放

在屏幕上即可完成指纹识别。 此外，与其他手

机制造商需要协力共同研发新功能零组件不

同的是，三星Galaxy� S5所搭载的指纹识别模

组零组件将自行生产。

除了三星， 据悉，HTC此次带来的将是

HTC� One的后续机型HTC� One+，该机配备

的是5英寸全高清大猩猩3代屏幕。

此外，索尼公司也不甘落后。 路透社报道

称，索尼集团高调宣布出售旗下VAIO电脑业

务，集中资源投入到移动互联领域，力求进入

全球手机品牌前三甲。 业内人士认为，月底的

MWC对索尼来说，无疑是其大展拳脚的好机

会。 据悉，索尼已经预备多款重量级产品将于

MWC上发布， 最新旗舰的Xperia� Z2是其中

令人期待的产品之一。

“可穿戴”成亮点

从谷歌眼镜、 苹果手表的横空出世到2014

开年的CES展览，可穿戴设备在科技圈的大红大

紫已经毋庸置疑。在刚刚结束的CES上，LG就推

出了一系列新品， 其中包括智能手环Lifeband�

Touch和心率监测蓝牙耳机Heart� Rate�

Earphones两款可穿戴设备，但除此外，该公司

尚未出现其他任何移动科技产品， 业内人士认

为， 这可能是由于LG准备在今年的MWC上推

出LG� G3智能手机和G�Arch智能手表。LG高管

目前已确认计划于今年推出一款智能手表，而且

可能使用柔性更佳的显示屏技术。

眼下，可穿戴设备中的智能手表就被分析

人士认为是具有“指数级增长” 潜力的投资领

域。 行业分析师预计，2014年全球智能手表发

货量将达到2.14亿部， 到2018年收入超过600

亿美元。 硅谷分析师芒斯特就预计苹果的i-

Watch产品将被视为与iPhone一样，是 “改

变游戏规则”的革命性产品。

外媒消息称，中国企业华为也将在今年的

MWC上推出自己的智能手表产品，目前还不

清楚这款产品的具体消息。 而在手机方面，由

于华为在CES上展示了Ascend� Mate2� 4G

版，但该产品目前尚未完成，根据该公司高层

的介绍，该公司将在此次MWC上推出两款更

具创新性的新产品，其中一款产品可能是华为

Ascend� P6S。

新兴操作系统不断涌现

在Ios、Android和Windows� Phone三大

操作系统外，Tizen、Firefox� OS、MeeGo等新

兴操作系统均不断涌现。 业内人士指出，和当年

PC行业情况一样， 眼下软件系统的升级速度已

远落后于硬件， 这是因为智能手机自2007年苹

果iPhone发布掀开大幕后， 经过2013年的快速

增长期， 目前已经呈现技术发展渐缓的态势，而

这也使得智能手机硬件升级由此进入瓶颈期。分

析人士认为，可以预见今年的MWC上，八核、2K

分辨率屏幕等功能均将在手机上实现，然而真正

能给消费者带来全新应用体验的，还是智能手机

行业软件的升级以及软硬件的融合。

据报道，本届展会上，值得关注软件应用

类的革新产品， 例如三星有望展出其自身研

发的Tizen操作系统及该操作系统搭载的智

能机Z9000Zeq等。 因新兴系统Tizen由目前

手机行业龙头企业三星及国际知名芯片厂商

英特尔的共同掌舵， 分析人士指出，Tizen操

作系统有望成为软件王国里的“后起之秀” 。

新品蓄势待发

诺基亚欲重振雄风

□

本报记者 陈晓刚

据华尔街日报10日报道，芬兰手

机巨头诺基亚将在巴塞罗那移动世

界大会（MWC）上推出其第一款安

卓智能手机。 另外，诺基亚或将在这

次展会上同时推出其顶配智能手机

Lumia� Icon。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

道称，当微软对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

的交易展开尽职调查时，诺基亚工程

师就一直在开发安卓智能手机。 此次

推出的安卓智能手机主打低端，将以

新兴市场用户为目标，这款手机将对

其系统进行定制，不会象传统的安卓

智能手机推广由谷歌开发的一些主

要功能。

此前，诺基亚同意在其大多数手

机机型中放弃自主开发的移动操作

系统，改用微软Windows� Phone系

统。 分析人士指出，受软件技术要求

的限制，WP操作系统在低价智能手

机中并不适用；由于可在低价智能手

机上运行，安卓已在新兴市场上占据

了主导地位。 若要进一步提高智能手

机销售量，诺基亚除选择安卓外别无

他法。

另据最新消息，作为诺基亚旗舰

产品Phablet（平板手机）的“缩小

版 ” ，Lumia� Icon 也 可 能 在 此 次

MWC展会上推出。 根据此前曝光的

资料，Lumia� Icon拥有5英寸高分辨

率AMOLED触控屏， 采用康宁大猩

猩三代防刮玻璃，加入了屏幕SRE技

术， 能够在降低显示屏功耗的同时，

显著提升显示画质。 此外，该机搭载

了WP8最新操作系统，支持屏幕旋转

控制、一键关闭后台应用、流量管理、

驾驶模式、诺基亚专业拍摄等一系列

新功能。

1月23日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

2013年第四季度， 诺基亚手机设备

净销售额比上年下滑了29%， 为36

亿美元。 由于诺基亚在2013年9月

已决定将手机业务出售给微软，因

此手机业务是最后一次出现在诺基

亚财报中。分析人士称，从最新情况

来看， 微软收购诺基亚后仍未能找

到突破点， 其原因可能是微软仍未

开始对诺基亚手机部门进行深度整

合。据悉，双方将最终在今年第一季

度彻底完成并购交易。

移动世界大会主会场 新华社图片

多晶硅价格走高

中概光伏板块联袂弹升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从去年年底以来， 由于中国国内光伏行业

整体回暖，多晶硅需求大幅上升，价格也出现上

涨。 2013年12月底， 国内多晶硅价格还稳定在

13万元人民币/吨左右， 而截至2014年2月10

日， 太阳能级多晶硅现货价格已急速攀升至16

万元人民币/吨。

受此利好推动，10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光

伏板块集体走强，多数股票涨幅超过3%。 其中，

韩华新能源(HSOL)大涨8.91%至2.81美元，英

利绿色能源 (YGE)大涨8.17%至5.96美元，中电

光伏(CSUN)大幅收高8.89%至5.33美元。

行业需求激增

野村证券行业分析师10日预计， 由于需求

持续上升， 近期多晶硅价格上涨的概率依然较

大，相关概念股上行趋势明显。 多晶硅需求和产

能之间的关系也有望走向良性轨道。

光伏市场研究公司NPD� Solarbuzz11日发

布报告预计，2014年全球终端市场需求将高达

49GW，因此多晶硅需求也将大幅提高。 该公司

预计，2014年全球市场对于多晶硅的需求将提

高25%，相当于进一步增加需求28.2万吨，其中包

括太阳能和半导体需求。“多晶硅产量的提高将

支持光伏行业的终端市场的需求，而亚太地区将

占2014年所有光伏能源新需求的一半左右。 ”

调研机构Bernreuter� Research同日发布

报告表示，2013年全球多晶硅产量下滑到约为

22.8万吨，较2012年的23.8万吨下降4%。 由于过

去五年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以及众多新进入者，特

别是在中国等地区，多晶硅价格已经跌至低于生

产成本，其产量也不断下降，导致恶性循环。 自

2011年以来，多晶硅年产量已累计下跌约13.5万

吨。然而，该机构分析师预计，多达6.6万吨的新低

成本多晶硅产能可能在2014年投入使用。“2012

到2013年全球许多多晶硅生产商削减产量，以降

低产能过剩。 一旦需求增加，很多已淘汰的产能

并不能迅速启用。 所以，今年提高的需求可能会

从更高的利用率和2014年已经准备就绪或即将

准备开始生产的新增产量中得以满足。 ”

多晶硅价格难大涨

业内人士指出， 多晶硅价格走势将成为影

响中概光伏板块整体表现、 特别是涉及相关业

务公司股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光伏市场机构 solarzoom分析师表示，

2014年一、 二季度多晶硅预计会维持目前的价

格，但下半年可能会略有下滑，主要是2013年年

底部分国外厂商已有针对中国市场的扩产计

划。即便国内市场需求有所增加，但2014年下半

年其产能释放后，完全能够覆盖增长的需求量。

Lazard资本集团光伏行业分析师也指出，

2013年四季度中国电站装机大增， 下游需求旺

盛，多晶硅价格亦随之上涨。但随着中国多晶硅

企业陆续开工， 供需恢复平衡后价格会保持在

理性水平。

此前因多晶硅光伏价格快速下跌， 中国多

晶硅光伏企业陷入大规模停产的境地。 资料显

示，截至2013年上半年，在中国已投产的43家多

晶硅企业中，仅剩6家企业尚在开工生产。 而到

了2013年底， 中国大约有13家多晶硅企业恢复

生产。

有分析人士指出，预计国内多晶硅价格在短

期内难以大幅回升。受中国对美韩反倾销初裁利

好消息鼓舞，国内多晶硅企业纷纷复产，并试探

性调高报价，以期顺势走出阴霾，故从二季度开

始国内多晶硅产量预计将逐渐增加。但下游本身

需求依然不足，并不接受价格调涨，且仍可转而

选择价格较低的进口多晶硅，因此多晶硅厂商的

试探性调涨并未起到实质效果，反而有可能因为

供应量过大而导致新一轮价格下降。

外围趋好 港股乘势反弹

□

麦格理资本证券 林泓昕

在美联储加速退出及新兴市场资金外流加

剧的冲击下，港股新年后显著调整，恒指此前连

续三周出现下跌， 累计跌幅逾千点， 最低探至

21197点附近方获支撑。而美股近几个交易日出

现回升，内地A股亦在复市后连续上涨，市场投

资情绪有所回稳。受到外围市场走强带动，11日

港股出现反弹，恒指向上收复10日线，最终收报

21962.98点，升383.72点，涨幅为1.78%，成交

666.9亿港元。

从市场盘面上看， 中资金融股引领大市，

恒生H股金融业指数扬升3.35%， 中国平安及

中国人寿H股均大涨逾5%。 此外，金价持续回

升，金矿股受到追捧；澳门博彩股急跌后亦见

反弹。 但前期表现强势的科网股冲高回落，恒

生资讯科技业指数逆市走低0.7%，腾讯控股下

跌0.66%。

就港股后市而言， 仍需密切关注外围市场

动态。 美国方面，1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1.3万人，低于市场预期，主要受到严寒天气影

响； 但失业率则从6.7%下降至6.6%， 创下了自

2008年10月份以来最低水平。 对当前数据的解

读，市场存在明显分歧。 有市场人士认为，当前

不佳的非农就业数据有可能令联储未来减慢退

出步伐，对市场资金面改善有利，但回暖的失业

率接近了联储加息的临界点， 亦令市场担忧加

息时点的提前到来。 美联储新主席耶伦将发表

国会证词，或将提供更多未来联储行动的线索。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临近，美国

财政部长近期已敦促国会尽快商议解决债限问

题， 美国政府是否会和去年12月般陷入违约风

险，仍有待市场观察。 因此，当前美股市场仍存

在许多不确定， 不少市场人士也把近期美股的

回升解读为技术性反弹， 预计美股后市或将维

持高位反复的态势。

中国央行近日定调马年货币政策， 未来

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并采取积

极措施，以促进市场流动性的平稳运行。 此举

意味着央行未来将更重视流动性管理， 对市

场“钱荒” 的应对也将更加及时有力，对股市

的健康发展有利。 与此同时，新股发行在2月

11日后将现空窗期， 此前参与新股申购的资

金有望回流至二级市场，有望为A股资金面带

来改善。 市场做多情绪有望维持，A股短期或

能延续反弹势头。

在美股市场观望联储政策动向的背景下，

预计港股后市将更多关注内地市场动向， 周二

港股大幅反弹，且中资金融股全线上扬，反映出

对A股后市及未来政策利好的憧憬， 加上港元

汇率近日有所回升，反映热钱外流压力减轻，恒

指有望乘势上试22300-22500点附近阻力。

比特币最大交易平台

暂停提现

据路透社11日报道，电子货币比特币价格

10日下跌至近两个月来低点。 总部位于日本东

京的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 � Gox10

日称，其7日宣布的“暂停比特币提现” 决定将

无限期延长。

据悉， 比特币在各交易平台的价格差异很

大，Mt.Gox是全球最知名的比特币电子交易平

台，承担着超过80%的比特币交易。 10日，该平

台比特币价格跌幅已接近历史最大单日跌幅。

Mt.Gox数据显示，10日比特币价格最低

曾跌至500美元， 较7日收盘价692美元下滑逾

27%。 Mt. � Gox7日宣布因技术问题暂停提现

后，比特币价格就开始加速下滑。 Mt.Gox随后

在10日发布最新声明表示，将无限期延长暂停

提现的决定，因“已发现比特币钱包的异常活

动，在过去数周对该事项开展了调查，并证实对

有的交易需进行更密切的审查” 。

Mt.Gox还称，比特币软件的一处漏洞可能

导致交易细节能被修改。 “这意味着有人可以

修改交易细节， 使得比特币电子钱包之间发生

的转账被隐藏，这可能导致重复转账。发现的这

个问题并不仅限于该交易平台， 将影响到所有

比特币转至第三方的交易” 。（张枕河）

伊坎放弃敦促

苹果回购股票提议

激进投资者、 亿万富翁卡尔·伊坎10日宣布

放弃敦促苹果公司额外回购500亿美元股票的提

议。 伊坎表示，考虑到苹果近期已采取行动大规

模回购股票，加上代理人顾问公司ISS的反对，已

经没有理由再继续坚持对苹果回购股票的提议。

由于增长放缓且竞争加剧， 过去一年间投

资者对苹果的信心出现明显动摇， 苹果股价承

受下行压力。 去年8月，伊坎首次披露持有大量

苹果股票，并表示苹果股价被严重低估。此后伊

坎一再敦促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推进股

票回购。

事实上， 苹果一直在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

增强投资者信心。 过去12个月，苹果回购股票

的规模超过400亿美元， 为全球上市公司一年

内回购规模的最高纪录。据美国媒体报道，苹果

发言人最新透露称， 该公司在过去两周回购了

140亿美元股票，且2014年有望至少再回购320

亿美元股票。 库克表示，今年3月或4月，苹果将

对股票回购行动进行“升级” 。 截至2013年底，

苹果现金储备规模接近1600亿美元。

今年1月， 伊坎增持苹果股票5亿美元，目

前持有苹果股票总值超过30亿美元。 在10日发

表的声明中，伊坎表示，库克已经证实了苹果今

年将推出新产品的计划，“我们对苹果公司未

来发展感到十分振奋， 苹果的长期未来将是光

明的” 。（杨博）

日本国家债务余额

再创新高

日本财务省1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2013年12月底，日本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

短期证券在内的国家债务余额高达10179459

亿日元， 比2013年9月底增加67673亿日元，再

度创下历史新高。 该金额除以日本约1.27亿的

全国总人口后，人均负债额约达800万日元。

具体数据显示，在日本2013年12月底的国

家债务余额中，国债为8490829亿日元，较同年

9月底增加94733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借款为

552344亿日元，较同年9月底增加6337亿日元。

另一方面， 为干预汇市和填补短期资金短缺而

发行的政府短期证券为1136285亿日元， 较同

年9月底减少33398亿日元。

日本财务省此前曾预计， 截至2014年3月

底的政府债务余额将约为1107万亿日元，但因

政府短期证券发行规模少于预期， 此次预计届

时债务余额将约为1038万亿日元。 日本财务省

还预计，2015年3月底国家债务余额最多将达

1143万亿日元。

2013年6月底日本国家债务余额首次突破

1000万亿日元。 之后受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带

动， 政府支出有所增加， 加之税收短缺现象明

显，日本政府继续大量发行国债,导致其国家债

务余额一直居高不下。 （张枕河）

经合组织报告显示

发达经济体复苏趋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0日发表

的最新月度领先指标报告显示，去年12月衡量

该组织33个成员国经济活动的综合领先指标

升至2011年2月以来最高， 显示整体经济增长

趋于稳定。

报告显示，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前景改善，

其中美国和日本表现最为突出。 去年12月，美

国综合领先指标从前月的100.9提高至101.0

点，为2008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受央行史无前

例的货币刺激政策推动， 日本经济回暖， 去年

12月的领先指标从前月的101.3小幅提升至

101.4，同样创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此外

欧元区领先指标从100.9提升至101.1， 其中法

国和德国领先指标均高于长期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 经合组织追踪的主要新兴经济

体增长情况不乐观。 去年12月，中国综合领先

指标为99.3，与前月持平，俄罗斯指标也稳定在

99.7， 印度领先指标从97.2小幅萎缩到97.0，表

明该国经济活跃程度低于长期趋势。（杨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