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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是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内资融资租赁

试点企业，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资本金 5 亿

元。 股东单位为山东省鲁信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齐星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和锐汇丰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和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因工作需要，经董事会研究决定，面向全

国招聘金鼎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一、招聘职位

金鼎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1 名。 工作地

点：北京。

二、资格条件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法律、管

理等相关专业；

2.年龄原则上在 45 岁以下，身体状况良

好；

3.具有 5 年以上金融、类金融从业经验，

具有一定的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4.熟悉国家金融政策及监管要求，熟悉融

资类业务运作，具有丰富的融资渠道和客户资

源；

5.具有优秀的职业素养和团队精神，责任

心强，具有良好的统筹控制和沟通协调能力；

6.具有良好的守法合规记录和从业记录，

个人及家庭财务稳健。

三、岗位职责

1.受董事会的委托，对公司的经营工作全

面负责；

2.根据内外部环境分析，制定公司的发展

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

3.按照公司制定的发展战略及目标，带领

团队确保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

4.组织开展融资租赁市场、行业和相关监

管政策研究，把握外部环境变化，抓住市场机

遇，及时调整业务策略，合理制定业务规划；

5.根据市场需求和内部业务发展规划，进

行融资租赁产品开发、报批并组织实施；

6.组织落实融资租赁产品的风险管理，指

导和监督公司相关部门和员工遵照公司相关

管理制度和流程，做好租前、租中、租后各项工

作，有效控制业务风险；

7.建立和维护与客户、银行及其它相关机

构的良好合作关系；

8.董事会授权的其它职责。

四、招聘程序及薪酬

招聘工作按照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笔试

（笔试将通过邮件的形式发至竞聘人， 在规定

时间内竞聘人通过邮件回复至指定邮箱）、面

试、体检、考察、聘用等程序进行。 薪酬水平根

据金鼎租赁董事会下达的任务目标及考核情

况，参照行业水平确定。

五、应聘及联系方式

本次招聘仅接受网上报名，应聘人员请登

录鲁信集团网站（www.luxin.cn）查看招聘信

息，下载《招聘报名表》，填好后和其他相关报

名材料一并发送到电子邮箱 jdzhaopin@luxin.

cn， 有关照片和证明材料请发电子版或扫描

件。 报名时间自招聘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14

年 7 月 3 日止。 联系人： 王先生， 电话：

0531-86566831。

六、报名要求

报名时需提供《招聘报名表》、有效身份

证件、学历学位证书、资格证书等相关资料。 应

聘人员需对报名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七、其他事项

所有应聘人员报名材料恕不退还，我们承

诺为应聘人员保密。

太阳城收购Silevo

马斯克盯上太阳能电池板制造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CEO马斯克旗下

的屋顶太阳能安装公司太阳城（SolarCity，纳

斯达克交易代码：SCTY）17日宣布， 其已经收

购了太阳能电池板技术和制造公司Silevo，正

式进军太阳能电池板制造领域。 目前太阳城正

在与纽约州展开谈判， 计划在该州建设其第一

家电池板厂，该厂将在两年内每年生产逾1000

兆瓦的电池板。 这是继稍早前特斯拉投资50亿

美元建超级电池厂后， 马斯克在新能源领域的

又一重大投资手笔。

受此利好提振，截至17日收盘，太阳城股价

大涨17.58%至64.53美元，美股其它光伏股也表

现强劲，第一太阳能(FSLR)上涨3.41%至69.13

美元，SunPower(SPWR)上涨4.32%至40.23美

元，SunEdison(SUNE)上涨2.98%至22.15美元。

或建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板厂

据悉，Silevo擅长生产高效电池板，能够以

低成本生产能源。 太阳城公司17日表示，其需

要建设新工厂来实现Silevo的设计。 除纽约州

工厂外， 太阳城还计划之后数年建设规模更大

的工厂，以大幅扩大年度产能，最终建成一个全

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厂。 太阳城向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 该公司将向

Silevo支付价值2亿美元的股票。如果Silevo未

来能够满足特定条件，太阳城将再支付1.5亿美

元。太阳城最终将以总计不超过3.5亿美元的总

价收购Silevo。

马斯克随后表示， 太阳几小时辐射的能量

就超过了全世界一年消耗的能量， 因此将太阳

能面板和电池配合使用将带来极大的潜力，

“如果不进行此次收购， 有可能我们就无法获

得足够的太阳能面板来确保业务的长期发

展” 。 他强调，尽管目前基础面板的产量很大，

但太阳能行业需要更先进的面板与其他类型的

新能源竞争。对于太阳城而言，他希望通过进军

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业务， 使其在削减成本的同

时，也确保稳定的配件供应。

太阳城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皮特·里

弗也表示，Silevo提供了独特的技术，而这笔收

购将使太阳城成为全球垂直整合度最好的太阳

能企业。 未来太阳城会建设其它大型太阳能面

板工厂，来满足预期的需求增长。

太阳城创立于2006年，目前拥有超过11万

客户，年产能最多可达1千兆瓦。 其独创的“个

人屋顶光伏电站租赁模式” 受到业界看好，目

前股价较2012年上市之初的8美元涨幅已超过

七倍。近一年来，太阳城的收购以及与其它企业

间的合作非常活跃。

旨在大幅降低成本

业内人士指出， 太阳城此次的战略类似于

特斯拉建设超级电池工厂的计划， 旨在能够自

己控制、 并以低廉成本确保太阳能系统和电动

汽车关键组件的供应。

马斯克乐观地预计， 未来太阳城的太阳能

电池板年需求最终将达到数万兆瓦。他说：“对

产能的控制将降低特斯拉的成本，而收购Sile-

vo也将大幅削减太阳城的成本。 太阳城不打算

生产更多的普通面板， 因为这种面板的市场已

经饱和。 相反，它将制造更高效率的面板，并降

低它们的成本，从而降低太阳能电力的总成本。

而Silevo生产的相对复杂的太阳能面板效率比

普通面板高。 ”

研究机构GTM�Research副总裁沙尔·卡恩

18日表示， 这是历史上首次由太阳能安装公司收

购面板制造商，是一次革命性的举措。高盛集团在

随后公布的最新报告中也指出，“非常相信”太阳

城的计划可以实现，只要储存成本能够被降低，该

系统就有非常大的机会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还有业内人士强调，Silevo是基于N型单

晶硅片的高效单晶电池和组件产品， 量产电池

片效率最高可达24%。 此前第一太阳能收购

TetraSun， 美国电池组件生产厂商巨头Sun-

power和日本松下两家生产的高效单晶电池

组件转化率突破22%， 加之此次收购事件均表

明高效单晶或成为未来光伏行业的发展趋势。

收购风险若隐若现

分析人士还指出，在持续的“特斯拉热潮”

下， 马斯克的每一次创新之举都会迎来许多赞

誉和支持， 但此次太阳城收购行为的风险也正

若隐若现。

《华盛顿邮报》的最新评论就指出，太阳

城此次收购Silevo是有风险的，因为当前全球

太阳能面板已经供过于求，特别是最近几年由

于部分国家对太阳能电池板制造行业的巨额

投资， 在使太阳能设备成本大幅下滑的同时，

更造成全球产能过剩，进而令美国制造商难以

竞争，利润大幅下降。其中有些公司，甚至包括

曾经的行业领导者无锡尚德已经破产，而另一

些公司被迫转向太阳能系统开发和安装领域。

尽管太阳城强调Silevo生产电池板的高效性，

但其仍处于全球产能过剩的背景下。

高盛集团在充分看好此次收购的前提下，

也警告称只有在特斯拉汽车的超级电池工厂计

划能够实现的前提下， 太阳能发电的存储成本

才有望真正下降。

内外利好提振 中概光伏股全线上涨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在内外利好共同推动下， 此前已经连续多

个交易日上涨的美股中概光伏板块17日继续

全面上涨。 截至17日收盘， 英利绿色能源

（YGE）上涨12.22%至3.95美元，大全新能源

（DQ） 上涨3.32%至27.99美元， 晶科能源

（JKS） 上涨6.78%至28.49美元， 昱辉阳光

（SOL） 上涨8.24%至2.89美元， 韩华新能源

（HSOL） 上涨8.87%至2.7美元， 晶澳太阳能

（JASO） 上涨9.64%至11.26美元， 天合光能

（TSL）上涨5.55%至12.75美元。

业内人士指出， 当日除太阳城收购太阳能

电池板技术和制造公司Silevo的消息为美股市

场整个太阳能板块带来利好外， 中概太阳能股

还受到近期中国政府持续表示支持新能源行业

以及部分企业业绩向好等因素支持。

英利17日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财报向

好， 直接导致其股价大涨。 英利当季净亏损

为 3.418亿元人民币 ， 较去年同期净亏损

6.118亿元人民币大幅收窄；当季毛利率高达

15.7%，远高于去年同期的4.1%。 除英利外，

其它部分中概光伏企业近日公布的上季度业

绩也大幅好于预期， 提振了市场情绪。 例如

天合光能稍早前公布的财报就显示， 其今年

第一季度每股盈利达37美分，远好于预期的

4美分。

甲骨文拟50亿美元收购Micros

□本报记者 杨博

彭博新闻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IT巨

头甲骨文公司计划以至少50亿美元的报价收

购Micros系统公司，后者主要为酒店、餐馆和

零售业连锁店提供销售终端IT解决方案。 如果

顺利完成，这笔交易将成为甲骨文自2009年收

购太阳微系统公司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桩收购。

行业分析师指出，Micros拥有健康和持续

增长的业务， 其50%的销售收入来自餐厅和零

售店， 另外50%来自酒店。 甲骨文能够给Mi-

cros带来更多资源，推动其在国际市场的扩张，

同时甲骨文也能够获得新的业务增长点。 此前

Micros就是甲骨文数据库的经销商之一，借助

本次收购，甲骨文将可以直接与Micros的客户

建立联系，这些客户包括希尔顿、凯悦、万豪等

酒店集团。

FBR资本市场分析师艾维斯认为，甲骨文

的竞争对手如IBM、SAP等有可能以更高报价

对Micros发起竞购。最新交易有可能引发云计

算领域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特别是在电子商

务方面。 眼下多个科技公司都坐拥大量现金储

备，市场已经做好了整合的准备。

目前甲骨文正积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主要布局电子商务和云计算业务领域， 力求向

设备和软件综合提供商转型。 统计显示， 过去

10年间甲骨文总计斥资500亿美元收购了100

家公司，其中超过20家面向特定行业。

受上述收购消息影响， 美股电子支付概念

17日全线走强。 当天Micros系统上涨15%，

NCR上涨4%，Diebold上涨1.5%，PAR技术上

涨5%。

标普下调阿根廷主权评级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17日宣布将阿根廷长

期外币评级由CCC+下调至CCC-，前景展望为

负面，理由是阿根廷外币债务违约的风险上升。

本周早些时候，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维

持下级法院判决，驳回阿根廷的上诉，要求阿根

廷全额支付积欠部分不接受债务重组的债权人

债务。 但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随后表示这一

裁决不可接受， 不会向那些在多年前拒绝参与

该国债务重组的投资者进行偿付。

阿根廷经济部长基西略夫17日表示，政府

正依照本地法律， 通过启动债务互换向接受此

前债务重组方案的债权人履行还债义务。

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政府宣布

停止偿还总计约1000多亿美元到期外债。 在

2005年和2010年，阿根廷政府曾分两次进行债

务重组，约92%的债权人接受了重组方案，但在

危机期间低价买入阿根廷主权债券的部分垃圾

债券投机商们拒绝接受重组方案，并自2005年

开始上诉美国纽约联邦法院， 要求阿根廷政府

全额偿还所欠其债务本息。（杨博）

Sunpower推出

住宅光伏安装项目贷款

16日， 美国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Sun-

power与Admirals� Bank联合推出两亿美元

的合作伙伴计划，为美国50个州及华盛顿特区

提供为期两年的住宅光伏安装项目贷款。

受上述利好消息提振，Sunpower（Nas-

daq:SPWR） 股价当日上涨4.32美元至40.22

美元，近5日来公司股价上涨20.18%，今年以来

累计上涨24.55%。

根据此次SunPower与Admirals� Bank的

合作声明， 客户可以申请最多达6万美元的贷

款用以安装一个SunPower系统。SunPower首

席财务官查克·博因顿表示， 通过Admiral�

Bank的资金投入，SunPower可用以拓展其住

宅贷款计划， 进而使得更多的美国房主享有最

可靠和有效的太阳能技术所带来的益处。 “一

旦贷款被偿还完毕， 房主将拥有一个产生清洁

电力的系统， 还可以获益于由于屋顶太阳能系

统而增加的房屋价值。 ”

今年以来，SunPower已经从美银美林和搜

索引擎巨头谷歌分别获得2.2亿美元贷款和1亿

美元投资，用以支持美国住宅太阳能租赁项目。

资料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美国已约有2

万人租用了SunPower的太阳能面板， 上述资

金陆续到位后，SunPower就可为更多的美国

房主提供太阳能服务。

17日，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表示看好美国太

阳能行业及Sunpower发展前景， 并将该公司

股票评级维持为“买入” 。（刘杨）

美CPI环比增幅

创16个月新高

美国劳工部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1%、环比增

长0.4%。 环比增幅为2013年2月以来最大增幅。

数据显示， 美国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季

调后环比上涨0.4%，其中食品价格上升0.5%，为

连续第5个月走高， 并创下2011年8月以来最大

升幅；能源、汽油、新车价格分别上涨0.9%，0.7%

和0.2%。剔除食品和能源因素，5月美国核心CPI

环比上升0.3%，是2011年8月以来最大升幅。

富国证券高级分析师萨姆·巴拉德认为，消

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加速， 表明通胀正逐步接近

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因此美联储将不

得不承认该国物价正在逐步攀升的事实。

美联储将于18日至19日举行为期两天的

货币政策会议，会上将会评估包括17日公布的

通胀指标在内的一系列反映美国经济的经济

数据。

摩根大通分析师迈克尔·费罗列说：“最新

公布的通胀数据， 使美联储首次升息时间较我

们预期的2015年第四季度提前的概率进一步

增加。 ”（刘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