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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推出3D技术手机

亚马逊18日发布其首款智能手机产品Fire�

Phone。 该产品配有4.7英寸显示屏，高通骁龙

800处理器以及1300万像素摄像头， 用户可以

使用该手机获得基于亚马逊云服务的无限量照

片存储空间。

此前有传闻称亚马逊新推出的这款手机将

采用裸眼3D技术，但事实上该手机采用的是一

种称为“动态视角” 的3D技术。 这款手机在正

面设置了四个摄像头， 利用重力感应和摄像头

识别用户的观看视角， 对屏幕显示效果进行实

时调整， 以便用户在任何角度都可以获得最好

的视觉体验。

此外Fire� Phone还配有Firefly功能，通过

拍照进行物体和二维码识别， 从而帮助用户找

到相应物品的购买渠道和价格， 或者正在收听

收看的音乐或电视剧信息，甚至名家画作。据亚

马逊CEO贝佐斯介绍， 该功能可以识别多达1

亿种物体， 亚马逊希望这一功能能够辅助用户

进行网络购物。

目前智能手机市场竞争已非常激烈， 特别

是高端智能机市场接近饱和。 一些分析人士认

为，亚马逊现在杀入智能手机市场，主要是为完

善自身产品线， 并力求将更多用户流量导入其

购物网站。 此外其动态视角3D技术有望吸引研

发人员开发相关游戏和软件。 （杨博）

南非罢工再添变数

铂金期价盘中走强

据路透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上

周本已经出现转机、 传将于本周最终达成协议

使工人复工的南非金矿罢工谈判再度出现了变

数，领导罢工的南非矿工与建筑业联盟（AM-

CU）提出了新的薪资要求，而几大金矿企业对

此“无法接受” 。

受此影响， 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铂

金、钯金期货价格19日盘中再度走强，截至北

京时间当日19时，二者分别上涨0.5%和0.47%，

至每盎司1457.8和826.5美元。

据南非三大金矿商之一英帕拉铂金公司

（Implats）新闻发言人透露，正当罢工谈判出

现转折的时候，AMCU提出了矿企需向工人每

人每月提供3000兰特 （约合280美元）“复工

补贴” 的新要求，并要求企业今后禁止所有的

重组和资金紧缩，“AMCU的该反馈远超出此

前达成的原则性协议范畴，这使矿企无法接受，

因为罢工给企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甚至可能会

在一两年内都无法盈利。若连重组都禁止，会使

企业更加无以为继” 。

对于全球最重要的铂金生产国南非而

言，此次从今年1月23日开始的铂金行业罢工

活动是南非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 代价最惨

重的罢工。

野村证券指出， 预计由于停产带来的损害

以及全球铂金供应过剩， 遭到罢工的矿企将不

得不进行裁员，“薪资要求与经济现状之间的

问题将继续发酵，矿企没有太多选择，将会坚守

其立场。 而僵持不下的局面会使铂金价格维持

高位，甚至有继续上探的可能” 。（张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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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公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二0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博天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等47笔企业债权，现公告如下：

一、转让债权：上海博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47笔

企业债权，本金余额约8.85亿元及利息。

二、交易方式：在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责任公

司挂牌转让。

三、公告期限：2014年6月20日至2014年6月26日。

四、报名截止时间：2014年6月26日下午17:00。

五、报名方式：意向受让方请于截止日前向天津金

融资产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提出受让登记申请。

转让方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 020-38322861

交易所联系人：黄君运

联系电话：022-58835660-236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http//www.tjfae.com。

美氢燃料电池板块全线反弹

□本报记者 刘杨

18日美股氢燃料电池板块全线反弹，其中

普拉格能源（Nasdaq:PLUG）大涨17.72%，领

涨该板块。 截至18日美股收盘， 普拉格能源

（Nasdaq：PLUG）上涨至5.05美元；巴拉德动

力系统（Nasdaq：BLDP）上涨16.57%至4.15

美 元 ； 燃 料 电 池 能 源 公 司 Hydrogenics

（Nasdaq:HYGS） 上涨13.58%至18.57美元；

Fuel� Cell� Energy （Nasdaq：FCEL） 上涨

5.96%至2.49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能源部（DOE）为提

高制氢技术和运输技术特别设立了一笔2000

万美元的项目补助金。 当日为推动Fuel� Cell�

Energy燃料电池公司最新的分布式制氢技术，

美国能源部特批90万美元的项目补助金。

美国媒体指出， 美国能源政府推动氢能源

等清洁能源发展的决心很大， 加之华尔街投行

Jennings� Capital当日将巴拉德动力系统和

Hydrogenics的股票评级定为“买入” ，上述因

素导致美股氢燃料电池板块当日大幅上扬。

自今年3月中旬以来，美股氢燃料电池板

块呈现高位回落态势， 个股累计跌幅普遍超

过50%。

近期耶伦口中的“货币政策”

2013年11月14日 耶伦在美国会参议院

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关于她被提名为美联储主席

的听证会上说， 美国经济复苏还有很远的路要

走，长期失业者占总失业人口的比例还太高，美

联储当前还应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来支持就业创

造和经济复苏，以帮助美国实现充分就业。

2014年2月11日 就职美联储主席后第

一次公开表达政策构想的耶伦在美国会众议

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她将继续实

施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并对经济增长、就

业和通胀形势表示乐观。 她同时重申，即使购

债行动结束， 美联储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维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4年2月27日 耶伦在美国会参议院

银行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美联储将密切关注

今后几个月的经济表现是否符合预期， 对经

济复苏走势进行评估。 除非经济前景发生明

显变化， 否则美联储不会改变目前购债缩减

计划的步伐， 目前全球市场的波动也不会导

致美联储改变立场。

2014年3月19日 美联储在议息会议后

宣布， 继续削减月度购债规模

100

亿美元，同

时调整有关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前瞻指引。

本次会议是美联储主席耶伦就任后主持的第

一次货币政策例会。 迫于记者们的 “穷追猛

打”，当耶伦在发布会上被问及加息应在“相

当长一段时期”之后究竟是多长时，她终于做

出界定称“可能为六个月左右”。

2014年3月31日 耶伦在芝加哥一场会

议上发表演讲说称，从就业数据看，美国经济

在“一段时间内”仍需要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

支持。 美国媒体分析称， 耶伦这一表态意味

着， 美联储即使今年晚些时候退出月度资产

购买，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提高短期借贷利率。

2014年4月16日 耶伦在纽约经济俱乐

部说，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仍然非常宽松，现

在的关键问题是有必要继续坚持或适当调整

宽松政策，以确保美国经济复苏不偏离轨道。

就业和通胀数据距离设定的目标差距越大，

以及它们向目标迈进预期的速度越慢， 目前

超低利率维持的时间将会越长。

2014年5月7日 耶伦在国会联合经济委

员会作证时表示， 美国经济增长预计将在今

年提速，但房地产、就业疲软以及持续低通胀

为复苏前景增添了风险， 美联储将继续维持

宽松的货币政策助力复苏。（陈晓刚 整理）

摩根士丹利：下半年中国市场股票估值有望提升

□本报记者 卢铮

“相较MSCI新兴市场指数， 中国股票市场

指数是被低估的” 。 摩根士丹利亚洲及新兴市场

股票策略部主管郭强盛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他认为，投资者过分关注

中国经济短期周期性疲弱，而没有看到长期改革

带来的好处。“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中国市场股

票价格会有一个重新评估，估值将有所上升。 ”

郭强盛指出， 中国股市目前的估值在五年

平均值中，处在相对低端，在投资组合中应该买

入。 他指出，从经验看，中国每一次重大改革消

息宣布时，持股成本都会出现下降，而股票估值

有所提升。与一年以前相比，目前持有中国股票

的成本没有太大变化，但随着未来改革加速，今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股市将有望提升估值。

郭强盛预测，今年恒生指数的目标点位将

达到25000点，而MSCI中国指数的上升空间大

约是11%，高于恒指的涨幅。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郭强盛认为，官方数据

可能低估了消费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此外，

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 但中国制造业生产力也

在不断提升， 当前去过剩产能和降低企业杠杆

率的举措，也将有望提升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

郭强盛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下

半年将有所好转， 将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由7.2%下调至7.0%， 而明年经济增长有望回

升，全年增速将达到7.2%。

需求上升库存吃紧

NAND闪存价格或上涨

行业研究机构DRAMeXchange最新报告

显示， 由于苹果以及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备

货加强导致需求上升，同时NAND闪存供应商

收紧供货，6月上旬NAND闪存部件合约价格

上涨了2%-4%。该机构预计价格上涨趋势可能

延续到今年第三季度。

据悉，包括美光和SK海力士在内的主要供

应商已经通知下游存储器客户，其NAND闪存

部件库存即将见底。 苹果将于下半年推出i-

Phone� 6，其NAND闪存的主要供货商是San-

Disk，还有一小部分来自SK海力士。

日前，SK海力士宣布已收购白俄罗斯

Softeq发展公司的固件部门， 进一步提升其

NAND闪存解决方案的技术实力。

自今年初以来， 随着企业应用固态硬盘

（SSD） 设备以及云服务的相关需求上升，

NAND闪存市场逐步走强。 特别是5月以来，

NAND闪存芯片由供给过剩转为供不应求，驱

动合约价持续走高。

据DRAMeXchange预计， 随着下半年多

家智能手机制造商的新品发货高峰到来， 今年

NAND闪存需求将增长近40%， 全行业产值将

增长5%至252亿美元。

通常来讲，下半年是NAND闪存市场的旺

季。分析人士认为旺季到来加之价格走高，将令

拥有大规模低价库存的供应商成为主要受益

者。（杨博）

外围强弱分化 港股上下两难

□香港智信社

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按部就班缩减购

债规模， 美联储主席耶伦的讲话尽显鸽派本

色，她表示在量化宽松措施（QE）结束后，低

利率水平仍将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受此推动，

美元指数及美债收益率走低，标普500指数再

创历史新高。 与美股的强势相对应，内地A股

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跌，且跌幅较高，新股申

购开启对市场资金面构成一定的冲击， 隔夜

Shibor利率升至逾两个月新高。在内外市场强

弱分化的背景下，港股上下两难，维持高位整

固格局，恒生指数已于23000点上方徘徊了九

个交易日。

恒指周四呈现高开低走之势， 最终收报

23167.73点， 跌幅为0.06%； 大市交投依然低

迷，共成交495亿港元。 衡量港股市场避险情绪

的恒指波幅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走低， 周四下

跌4.3%至12.03点。

受到内地A股大幅下挫拖累， 中资股领跌

大市， 国企指数与红筹指数分别下跌0.87%和

0.26%。由于A股跌幅超过H股，导致恒生AH股

溢价指数回落0.4%，收于92.24点，该指数在近

期短暂反弹后，近三个交易日再度走低。就具体

个股而言，在全部86只A+H股中，目前A股相

对折价个股数量已达到29只，而AH比价超过2

倍的个股数量则降至11只。 值得一提的是，近

期以浙江世宝、 山东墨龙为代表的高AH比价

的相应H股受到市场集中追捧， 股价出现大幅

飙升， 这一现象说明了港股市场资金面依然较

为充裕， 当一些权重H股相对于A股的溢价幅

度逐渐扩大之时， 资金开始投向具备较大相对

估值优势的小盘H股。

从周四各行业指数的表现来看，中资金融

股最为疲软， 恒生H股金融业指数跌幅达到

1.18%， 内地银行间市场利率的走高对于金融

股形成打压。 摩根大通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相

信近期中资银行的流动性及资产素质风险会继

续有所放缓，主因政策正在转向，不过相信结构

性改革需时较长，基本面未能令其提升行业评

级。 在息差方面，虽然同业拆借利率下跌，但存

款成本上升，整体融资成本亦向上，即使借贷利

率趋升，第二季度息差仍然受压。

在强势股方面，与中资股的疲弱相对应，香

港本地股在美联储偏向于鸽派的表态下逆势走

强，尤其是对于资金面较为敏感的本地地产股

全线上扬， 恒生地产类指数涨幅为0.51%，其

中，长江实业上涨2.6%。 法国巴黎银行发表报

告表示，近来港府放宽“双倍印花税” 条款，有

利发展商在今年下半年推售新盘， 该行上调一

手房销量预测10%， 预计房价在今年下半年至

2015年保持稳固。 该行表示，香港本地地产股

目前股价较预测每股资产净值折让31%， 随着

下半年一手新盘销售改善， 料地产股股价对资

产净值折让将会收窄。

展望港股后市， 近期恒指之所以持续震荡

整固，主因内地A股与美股市场总是此消彼长，

无法形成合力向上。 预计后市美股仍将延续强

势，并不断刷新历史新高纪录，而内地A股随着

新股申购的结束，资金有望重回二级市场，进而

助推A股反弹；另外，考虑到美元兑港元汇率持

续下行， 周四盘中一度跌穿7.75的强方兑换保

证水平，显示国际资金涌入香港迹象明显，这将

对港股后市形成有力支撑。

耶伦“鸽”声依旧

美联储加息时点仍是雾里看花

□本报记者 刘杨

由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可能提前加息的

预期有所升温，本周二、三举行的美国联邦公

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颇受各方关注。

然而， 为期两日的议息会议却未能传递出提

前加息的信号。 美联储在维持现有削减购债

规模的同时， 分别下调了对美国经济和长期

利率的展望。

与此同时， 美联储主席耶伦还表达了

“无惧通胀快速上升压力” 、“计划在结束购

债后继续维持低利率相当长时间” 等明显鸽

派言论。 受此影响，美国股市再创新高，国际

金价强劲反弹； 而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则

继续下滑。

下调长期利率目标预期

根据FOMC会议声明， 美联储决定将每

月购债规模从450亿美元缩减至350亿美元，

其中200亿美元购买国债，150亿美元购买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上述决定符合市场预期， 但却几乎是本

次会议决定中唯一符合市场预期的一点。 根

据会议声明，FOMC各位委员决定下调2014

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 由此前的2.8%至3.0%

下调至2.1%至2.3%。

与此同时，FOMC出人意料地将长期利

率目标的预期中值由此前的4%降至3.75%。

上述数据调降， 令投资者会前关于美联储是

否会认真考虑提前加息这一考量成为一场误

会。 此前， 由于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环比涨幅由0.3%增至0.4%，同比涨幅

更是突破了“红线” 的2.1%，加之大洋彼岸的

英国央行已暗示将提前加息， 美联储在加息

时点上的态度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在此影响下，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劲

扬，其中标普500指数突破1950点大关，再创

历史新高；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降至

3.39% 。 美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跌破

2.6%。而美元指数则回吐了FOMC会前全部

涨幅，下滑0.3%，最低跌至80.365，为6月9日

以来最低。

耶伦表态无惧通胀

针对金融市场的反应，美国LPL金融公司

投资策略师瓦莱里表示，FOMC会议声明总

体基调和市场反应都比较温和，再减购债100

亿美元与市场的普遍预期一致，“最大的变化

是对长期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中值的下调” 。

但事实上， 更令市场关注的美联储主席

耶伦在议息会后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 才真

正令美联储政策基调由“温和” 变“鲜明” 。

她指出，就货币政策的退出策略进行讨论“绝

不意味着立即改变” 政策，“美联储计划在结

束购债后继续维持低利率相当长时间” ，“相

当长时间”无法用公式机械计算或定义。这一

言辞一改今年3月她曾预计 “美联储将在结

束资产购买计划之后把接近于零的联邦基金

目标利率保持6个月”的说法。

耶伦强调，“不要害怕经济数据的改善，我

们短期内不急于收紧货币政策” ，“如果经济

增长高于预期，可能很快升息；但如果经济不及

预期，可能保持宽松货币政策更长时间” 。

她进一步阐述称， 美国潜在经济增速可

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较低水平———FOMC

预期美经济将温和增长， 而经济增速下调则

缘于首季度经济表现疲软，“预期未来会议将

保持缩减购债规模的有序节奏， 但这仍取决

于就业和通胀前景” 。

东京三菱日联银行分析师表示， 所有迹

象都显示， 目前的美国经济复苏是有记录以

来最为疲弱的， 所以耶伦才会引导FOMC朝

尽可能多支持经济的方向行进。

耶伦还将周三发布的美国CPI数据描述

为“杂音” ，暗示不担心物价加速上行态势。

耶伦指出， 预期全美通胀率将向2%回升，数

据显示我们正朝该目标靠拢， 美联储不希望

看到通胀率长时间低于或者高于2%的目标。

事实上， 美联储最为关心的最新核心PCE指

数为1.4%,虽然向2%的通胀目标已进一步靠

拢，但仍有距离。 对此，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

称：“关于物价的预期， 我认为核心PCE将会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不断上涨， 预计明年才会

接近2%的目标。 ”

另外， 耶伦表达了针对失业率水平是否

足以反映就业市场趋紧的官方怀疑，指出“就

业参与率的显著滑落显示经济弱势， 不过随

着环境的改善， 预计诸多放弃求职的人群会

重返就业市场” 。

美联储已备政策“后手”

针对耶伦的讲话， 美国Landcolt资本公

司执行合伙人绍恩伯格表示， 相信市场会明

确感觉到美联储不再是市场的安全保障，这

将使今年夏季的市场走势变得十分动荡。 在

缩减购债和地缘政治事件等因素的夹击下，

市场将进入一段非常脆弱的时期。

美国媒体则指出， 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GDP）数据是否回升、核心通胀率三

个月内是否达到1.5%以及月度非农就业人数

是否能继续维持在18万至20万， 将是未来值

得投资者关注的三大看点。 但事实上，上述三

个数据很可能出现非同向变化的结果。

好在耶伦与美联储早就留有“后手” 。 她

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决策者拥有必要的工

具，在适当的时候上调利率，并称美联储将继

续持有庞大资产负债表“一段时间” 。

耶伦介绍称，美联储正在测试新的工具，

使其在上调短期利率之后依然可以保持庞大

的资产负债表，在实施首次加息之前，将利用

这些工具从银行体系暂时回笼超额准备金。

据悉， 美联储届时可能利用的相关工具

包括：定期存款机制，美联储会向银行支付溢

价，以换取银行将资金存放于该机制；超额准

备金利率， 美联储向银行存储在美联储的资

金支付利息。

数据

集中趋势预期法 区间预期法

2014 2015 2016

中长期

2014 2015 2016

中长期

GDP

增幅

（

3

月预期）

2.1-2.3 3.0-3.2 2.5-3.0 2.1-2.3 1.9-2.4 2.2-3.6 2.2-3.2 1.8-2.5

2.8-3.0 3.0-3.2 2.5-3.0 2.2-2.3 2.1-3.0 2.2-3.5 2.2-3.4 1.8-2.4

全美失业率

（

3

月预期）

6.0-6.1 5.4-5.7 5.1-5.5 5.2-5.5 5.8-6.2 5.2-5.9 5.0-5.6 5.0-6.0

6.1-6.3 5.6-5.9 5.2-5.6 5.2-5.6 6.0-6.5 5.4-5.9 5.2-5.8 5.2-6.0

PCE

通胀率

（

3

月预期）

1.5-1.7 1.5-2.0 1.6-2.0 2.0 1.4-2.0 1.4-2.4 1.5-2.0 2.0

1.5-1.6 1.5-2.0 1.7-2.0 2.0 1.3-1.8 1.5-2.4 1.6-2.0 2.0

核心

PCE

通

胀率

（

3

月预期）

1.5-1.6 1.6-2.0 1.7-2.0 1.4-1.8 1.5-2.4 1.6-2.0

1.4-1.6 1.7-2.0 1.8-2.0 1.3-1.8 1.5-2.4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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