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马逊暴跌 网络股下挫

□

本报记者 杨博

上周五科技股的再度重挫引领美股全线下

跌，主要股指抹平了此前数个交易日的涨幅。由

于,业绩预期不佳,网络电商龙头亚马逊上周五

收盘暴跌9.9%，成为主要股指的最大拖累之一,

并带动网络股集体下挫。

相比之下防御板块表现突出， 上周五公用

设施板块上涨1.14%，成为标普500十大行业板

块中仅有的两个上涨板块之一， 另一上涨板块

为必需消费品，涨幅为0.16%。分析人士认为，在

大盘方向不明时， 防御性板块通常受到资金偏

好， 尤其是公用设施板块能够提供稳定持续的

分红，从而获得投资者青睐。

“市场泡沫” 疑云四起

受乌克兰紧张局势升温以及一些企业财

报表现不佳的拖累， 上周五美国股市全线收

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84%， 收于16362.33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

0.81%，收于1863.4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

跌1.75%，收于4075.56点。 上周道指累计下跌

0.3%，标普500指数下跌0.1%，纳斯达克指数

下跌0.5%。

有交易员表示， 基金经理继续抛售去年领

涨的社交媒体、 云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高增长类

股。上周五纳斯达克互联网指数收跌4.2%，触及

去年11月初以来最低收盘水平， 纳斯达克生物

技术指数收跌2.4%。

还有分析师指出， 上周五的抛售与过去几

周曾出现的市场抛售情况相类似， 即小盘股和

科技股成为重灾区， 特别是互联网类股的抛压

严重。 在此前的3月至4月上旬，纳斯达克指数曾

在一个月时间内下跌8.5%， 并在4月10日创下

3.1%的两年半来最大单日跌幅。

25日常规交易时段，亚马逊(AMZN)股价

大幅下跌9.9%，成为主要股指的最大拖累之一。

该公司在此前一天盘后发布的财报预计， 当前

财季利润率将下降，预期运营亏损4.55亿美元，

令投资者颇感意外。 这部分源于亚马逊向诸如

物流服务和电视机顶盒项目等新产品线的扩张

成本上升。出于对亚马逊开支持续增长的担忧，

一些分析师下调了该公司股价预期。

近期美股“过山车” 式的行情引发投资者

对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的怀疑。 因曾准确预言雷

曼兄弟破产而在华尔街享有盛誉的埃因霍恩认

为，市场正在目睹15年内的第二次科技股泡沫。

目前不确定的一点是泡沫“还能扩张到什么程

度” ，以及会如何破灭。

“股神” 巴菲特日前接受采访时则表示，尽

管各大股指重新逼近历史高点， 但美国股市目

前并未出现很大泡沫。巴菲特表示，虽然对科技

板块的估值并不非常了解， 但他认为现在该板

块的情况与2001年以前并不相同，当时“你几

乎可以卖出任何东西， 把任何能吸引人眼球的

事物换成钱，但现在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

社交网络股成重灾区

在几乎全军覆没的科技板块中， 社交网络

股遭遇的抛售最为严重。25日，全球社交媒体指

数ETF� (SOCL)下跌5.3%。 该ETF有一半的敞

口面向美国，25%面向中国， 重仓股包括脸谱、

LinkedIn、Zygna，Yelp、推特等。该基金净值今

年以来累计下跌18%。

截至25日收盘， 社交网络龙头脸谱股价下

跌5.2%。 导致脸谱股价下跌的原因主要是该公

司提交的文件显示， 公司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

近期抛售了28万股脸谱A类普通股， 价值1785

万美元，个人持股降至870万股。

其他社交媒体股中，截至25日收盘，推特下

跌7.2%，今年以来累计跌幅接近40%；LinkedIn

（LNKD）下跌7.8%，今年以来累计下跌24%；

Yelp （YELP） 下跌8%， 今年以来下跌15%；

Zynga （ZNGA） 下跌6.2%， 今年以来上涨

3.3%。

此前已经有一些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板块

中最为令人担忧的是社交网络股， 其中一些公司

营收增长疲弱，盈利历史不佳，明显被高估。

目前脸谱市值接近1500亿美元， 尽管近期

股价下跌了20%， 但市值仍较老牌飞机制造商

波音高出50%以上。脸谱市盈率为75倍，相比之

下波音市盈率为22倍。

另一家社交媒体巨头推特的股价自去年创

下历史高点至今已经下跌逾40%， 但该公司目

前市值仍高达23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推特

创立至今尚未实现盈利。

端点科技公司的分析师罗杰·凯伊认为，一

些尚未经历考验的“未来技术” 已经获得数十

亿美元的估值，“这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

公用设施板块异军突起

标普500指数十大行业板块中，公用设施板

块成为抛售潮中最成功的突围者。尽管标普500

指数大幅收低，但标普500公用设施指数在上周

五逆市上涨1.14%。

标普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标普

500指数累计下跌0.08%，十大行业板块中以公

共设施板块跌幅最低， 为0.1%； 其次是能源板

块，跌幅为0.22%。 跌幅最高的是非必需消费品

板块，下跌1.38%；其次是IT和金融板块，均下跌

1.17%。

年初至今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0.81%，而

公用设施板块以13.34%的涨幅位居十大行业板

块的首位， 远超位居第二位的能源板块4.6%的

涨幅。

个股中，截至25日收盘，第一能源（FE）上

涨1.4%，年内累计上涨7%；Exelon（EXC）上

涨0.7%， 今年以来累计上涨33.5%；PPL上涨

0.5%， 股价创近五年新高， 今年以来上涨

13.1%。 SPDR公用设施精选ETF（XLU）上涨

1.15%，年内累计上涨15.3%iShares美国公用设

施ETF�（IDU）上涨1%，年内累计上涨14.4%。

晨星分析师罗伯特﹒戈尔兹伯勒认为，公用

设施板块表现超群主要受益于寒冬天气导致的

住宅和商业电力需求增长， 以及较低的债务融

资成本。

戈尔兹伯勒表示， 投资者一直视公用设施

股为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一种投资标的。 尽

管不具备其他股票的高增长， 但公用设施股表

现非常稳定，且具备较高的股息收益率，对投资

者而言具有吸引力。

分析师表示， 公用设施板块通常被视为安

全投资， 投资者在对股票市场波动性或经济增

长前景感到担忧时通常买入该板块对冲风险。

虽然在市场上升时表现落后， 但在市场回落时

此类股会相对更安全。 通常公用设施股股息较

高， 特别是目前债券收益率位于历史低位的情

况下，投资者更青睐公用设施股。

目前标普500公用设施公司的股息收益率

为3.6%， 相比之下科技公司为1.5%，10年期国

债收益率为2.7%。

■ 华尔街观察

科技股失宠 能源股吃香

□

本报特约记者 蒋寒露 纽约报道

美国第一季度公司财报季已近过半，由

于电子商务网站亚马逊对二季度的盈利预

期再次引发市场对科技板块的担忧，加上乌

克兰局势重新紧张，投资者要么将资金转向

防御性股票，要么转向债券、黄金等避险资

产。 受此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上周均收

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

斯达克综合指数上周跌幅分别为0.3%、

0.1%和0.5%。

科技股遭抛售

美股的普遍抛售所带来的下行压力在

过去一周半的时间稍有缓解，但在电子商务

网站亚马逊上周公布一季度财报后，科技股

抛售浪潮卷土重来。

亚马逊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显示，由于北美

地区销售强劲，这家总部在西雅图的公司一季

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至197.4亿美元，高

于华尔街预期；当季每股盈利23美分，符合预

期。 但亚马逊一季度的运营支出大幅增加

23%，在科技等方面开支增长44%。 由于这家

公司投入大量成本来开发其自己的原创节目

和电子游戏，以弥补其核心零售业务承受的压

力，亚马逊的运营毛利仅有极薄的1%，并预计

二季度将出现4.55亿美元的运营亏损。

亚马逊股价上周五暴跌近10%，布朗兄

弟哈里曼财富管理的首席投资策略师斯科

特·克莱蒙斯说， 投资者对美国公司本季度

低于预期的表现容忍度很低，“市场现在处

于如履薄冰的状态，对坏消息的过度反应远

高于去年” 。

上周给市场带来最大惊喜的是全球市值

最大的公司苹果的第二财季财报。 苹果公司

股价自上周三公布财报以来已上涨将近9%。

这家iPhone手机制造商当季营业收入456亿

美元，合每股盈利11.62美元，好于华尔街预

期。 此外，苹果公司还公布一项拆股计划，并

宣布增发股息和增加股票回购计划。

但分析人士仍然警告称，投资者要当心

苹果公司面临的发布下一个重量级产品的

压力。 美国福里斯特研究公司分析师弗兰

克·吉勒特说：“现在是时候让苹果给我们展

示一下它实验室里不为人知的产品了。 ”

汤森路透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有225家

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公布了一季度财报，其中

68%的公司公布的盈利好于市场预期， 高于

63%的长期平均值， 也高于过去四个季度

66%的平均水平； 此外，54%的标普500成分

股公司公布的营业收入好于预期， 低于长期

平均值61%， 但与过去四个季度的平均水平

持平。汤森路透预计，一季度美国公司盈利同

比增幅为3.3%，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7%。

格雷沃夫执行合伙人公司首席技术分

析师马克·牛顿评论称， 尽管美股跌至几天

的低点，但从更长的时间看，股市的调整不

应看得那么严重。 他认为，虽然投资者对股

市的上行动力仍存忧虑，但市场尚未显现出

实质性的趋势恶化迹象。

纽交所资深交易员、美国奥尼尔证券公

司场内交易主管肯尼思·波尔卡里说：“人们

利用股市出现的任何走强迹象来兑现，因为

他们担心市场还将继续试探更低的水平。 ”

资金流向能源板块

本周市场关注的焦点还将是公司财报，

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包括能源巨头埃克森

美孚、 雪佛龙石油公司和康菲石油公司，此

外还有美国制药商默克公司、时代华纳和社

交网站推特。

自2月底出现抛售高成长的科技股以

来， 能源板块成为标普500指数十个板块中

表现最好的板块。 而随着几家能源巨头财报

本周的陆续出炉，预计能源板块将继续其近

期的涨势。

根据总回报来计算，自2月25日以来，能

源板块的涨幅超过7%。 相比之下，标普500

指数整体涨幅略高于2%， 其中医疗保健板

块下跌1.8%，为此期间表现最差的板块。

分析人士认为，只要基础商品的价格能

够保持下去，这些支付股息并有稳固回购项

目的大能源公司更具有防御性。 能源板块的

市盈率约为14.2倍， 远低于标普500指数成

分股的17.8倍。

此外， 投资者本周还将关注一系列重

要数据发布， 包括美国第一季度GDP的首

次估测值以及4月份非农部门就业报告。 另

外， 美联储将于本周举行为期两天的货币

政策例会。

企业财报经济数据左右美股后市

□

霍华德·斯韦尔布拉特

上周企业财报继续披露， 虽然整体盈利表

现并不突出，但至少守住了底线。 到目前为止已

经有55%的标普500成分股发布第一季度财报，

虽然销售表现仍显薄弱， 但企业盈利继续受益

于较高的利润率和企业回购股票导致的流通股

数量下降。

上周表现比较好的是苹果公司， 该公司发

布了好于预期的业绩， 并将股票回购计划总规

模从此前的600亿美元上调到900亿美元。 这令

投资者感到兴奋。 上周该公司股票上涨了9.1%，

市值增加370亿美元。 这也令整体市场跌幅受

限。 若剔除苹果，标普500指数上周的跌幅将达

到0.34%。

目前看来， 我们认为上个季度企业盈利可

以说是成功的， 尽管受恶劣天气影响最大的零

售业尚未披露财报。 我们预计，一季度标普500

企业盈利会比去年同期增长7.2%， 但较去年第

四季度的历史最高水平低2.2%。 考虑到恶劣的

天气和干旱情况， 这种环比下跌的情况是可以

接受的。

尽管分析师对企业盈利的预期一再下调，

但到目前为止仍有三分之二的企业业绩好于预

期。 最积极的一点是企业盈利没有显著下降，预

计第二季度的表现将好于第一季度。 不过企业

销售增长水平仍然非常低， 这是市场主要担忧

所在。

上周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0.08%， 收于

1863.40点，其中上周五下跌0.81%。 令整体市场

下跌的部分原因是乌克兰局势的升温， 这已经

令欧洲感到不安，并且开始影响到美国市场。

本周将公布大量经济数据， 其中即将于周

五出炉的就业报告是重头戏。 具体来看，周一将

公布3月待售房屋销售指数，预计从2月的93.9上

升至96.7；4月达拉斯联储制造业商业指数，预计

从3月的4.9提高到6.0。 周二将公布2月标普/凯

斯-席勒房屋价格指数， 预计从165.5小幅下降

到165.0；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预计从82.3上

升至82.7。 周三将公布4月ADP全美就业报告，

预计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将从19.1万上升至19.9

万；第一季度GDP报告，预计增速达到1.3%。 当

天晚些时候， 美联储将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

策例会并发布最新政策声明， 预计将进一步削

减月度购债规模100亿美元。 周四将公布3月个

人收入开支报告，预计个人收入增加0.4%，个人

私人消费开支预计增长0.6%；此外还将公布4月

份ISM制造业指数， 预计从3月份的53.7升至

53.8。 周五将公布4月非农就业报告，预计新增

就业岗位数量达到20.4万个， 略低于此前一个

月，时薪预计增长0.2%，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预计

小幅下降至34.4小时， 失业率预计从3月份的

6.7%下降至6.6%。 此外还将公布3月工厂订单，

预计增长1.2%。

本周市场将主要受到企业财报和非农就业

报告的影响， 预计133家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将

公布业绩报告， 这些公司的市值占整个市场的

20%。 市场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和担忧是乌克

兰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乌克兰的任何事件都

很可能会影响到市场表现。

（作者系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资深指数分

析师，杨博编译)

人气低迷

港股仍有下行空间

□

周宝强

近两周来， 港股市场的整体表现着

实令投资者感到忧虑， 欧美市场的不稳

定因素层出不穷， 对市场虽然没有太明

显的影响， 但却不停敲击着投资者的信

心， 从美经济数据结果到美联储的政策

方向，再到乌克兰地缘局势的变化，这些

都是港股投资者所关心的话题。 但更为

关键的因素还是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情况

及宏观经济政策趋向，在AH股联动性显

著增强的情况下， 其对于港股的运行方

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周因复活节

假期影响，港股仅四个交易日，但市场人

气低迷， 恒生指数全周累计下跌约537

点，跌幅为2.36%，成交方面也较之前有

着明显的缩减。

从各分类指数的表现看， 跌幅最为显

著的是恒生公用事业类， 全周累计下跌幅

度约3.59%， 该指数连续四周攀升之后沽

压快速释放。 地产分类指数上周的跌幅也

超过3%，地产市场最近的消息一直都不乐

观，政策面上也未见有任何倾斜，投资者对

该行业的担心一直存在， 并随时都会有加

大的可能。 恒生金融分类指数以及恒生工

商分类指数上周分别下跌2.66%和1.7%，

欧美局势以及中国内地经济变化对投资者

情绪产生的影响直接作用于金融市场上，

各种经济活动亦会受到影响。 由于中国内

地的经济运行表现出来的状态并不是令市

场满意， 而且不少的隐患问题似乎还没有

有效且明确的解决方向， 投资者因此对中

资股的看法也开始有了落差， 恒生中国企

业指数上周累计下跌2.79%， 亦是连续第

二周回软。 而恒生红筹指数也是连续两周

向下，上周跌幅2.84%。

美国的经济现状不能用乐观或者悲观

来形容，市场关注的就是经济数据的起伏，

并且据此对美国经济做出判断。 而从目前

经济数据的表现看， 整体的上行趋势已经

在减缓， 是已经进入平稳期还是需要新的

刺激因素还不得而知，但市场的表现来看，

在之前的刺激政策还没有完全的脱离之

前，经济出现大波动的可能性并不大。投资

者对就业市场的表现也是十分看重， 在各

种刺激计划下的美国就业市场持续出现好

转，可这种好转的背后，是否有稳固的经济

基础作为支撑， 一旦之前的超级宽松政策

发生变化， 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或许也

不会小。 消费者对经济现况和近期预期乐

观程度上升， 但能否在逆境中具有超强的

抗跌性， 或许才能真正体现出经济的未来

增长活力。

乌克兰当前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已经是

有目共睹， 而这也将成为此后相当一段时

间内市场消息面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联动性不断给港股

投资者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 虽然两地经

济的联动能更增强经济活力， 但也会给投

资者带来负面的影响。 内地房地产调控政

策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增强， 内地房市的发

展或会进入一个历史性拐点。 作为投资者

而言， 对于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产

业链稳定性的担忧在所难免。

从眼前来看，复活节后的香港市场表

现的并不乐观，外围的不确定环境因素给

港股市场带来的影响足以让投资者信心

持续出现流失，避险需求随之增强，接下

来就是五一小长假，市场上投资者的热情

亦会降温，仍然对港股市场表现不利。 从

技术形态上看，连续两周调整之后，港股

惯性下跌仍有可能出现。

美太阳能公司

SunPower扭亏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美国太阳能巨头SunPower(SPWR)

25日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

按照美国会计准则 (GAAP),SunPower

当季净利润为6500万美元， 而去年同期

其出现5500万美元的净亏损； 营业收入

为6.924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6.354亿

美元。 该业绩结果也好于此前市场分析

师的预期，25日其股价大涨 6.75%至

34.18美元。

此外按照非美国会计准则，SunPow-

er净利润为7500万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

2700万美元；每股收益为0.49美元，高于去

年同期的0.22美元， 也超出分析师此前预

期的0.33美元；营收为6.837亿美元，高于

去年同期的5.746亿美元。

德意志银行分析师25日公布研究报

告， 将SunPower的股票评级上调至 “买

入” 。 高盛集团也表示看好SunPower前

景，而在去年年中，高盛曾一度看跌Sun-

Power， 但随着SunPower逐渐开始在美

国加州建设大型太阳能发电厂， 并且在日

本市场上所占份额也出现增长， 高盛的态

度转为积极。

此外， 美国知名投行布莱德集团分析

师弗兰克也表示，SunPower近期业绩和

股价都可能表现强劲， 主要将受到产能扩

张、 国际业务继续增长以及太阳能面板和

系统需求增长的支撑， 给予其股票评级为

“跑赢大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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