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田上季营业利润

同比增4.4%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5日公布的2014财年第

一季度（即今年4-6月）财报显示，其当季营业

利润达到6927亿日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4.4%。

丰田稍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包括旗下的大发

工业与日野汽车在内，丰田2014年上半年全球

销量达到509.7万辆， 较去年同期增长3.8%，并

创下历史新高。

5日公布的财报还显示，丰田上季销售额增

长2.2%至6.39万亿日元； 净利润增长4.6%至

5877亿日元。丰田对2014财年营业利润预测仍

为2.3万亿日元，并把2014年国内销量预测上调

至155万辆，1月公布的预测为150万辆。

丰田表示， 日本消费税增税对国内汽车销

量的负面影响正在持续消散， 但认为已摆脱困

境为时尚早，该公司将继续关注市场动向。业内

人士还表示， 尽管日本消费税增税前突击购买

需求带来的回落现象依然存在， 但日元贬值及

成本削减也将帮助丰田业绩提升。

澳大利亚和印度

维持利率不变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澳大利亚央行5日决定， 维持基准利率于

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行自去年8月以来

就将利率维持于纪录低位。 印度央行也于同日

维持基准的回购利率于8%不变，维持逆回购利

率于7%不变，维持存款准备金率于4%不变。但

印度央行强调， 其长期通胀水平依然存在上升

的风险。

澳央行行长史蒂文斯随后表示， 该国经济

前景依然具有挑战性， 该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仍将把利率维持在低位。 资源行业投资支

出开始大幅下滑， 一些其他领域的投资意愿出

现改善迹象， 但这些支出计划仍只能算是初步

迹象。 史蒂文斯指出，从历史标准来看，澳元汇

率仍被高估， 尤其是在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的情况下， 因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撑要低于

平衡经济增长情况下可能发挥的作用。 澳元持

续坚挺依然是出口商面临的一个不利因素，尤

其是对于非矿业行业。

业内人士指出，尽管房价快速上涨，加之通

胀也达至澳央行目标上限， 但由于就业增长仍

然疲软，消费者信心疲弱，该行今年可能并不急

于加息。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

上季盈利大幅下降

□本报记者 杨博

法国第二大上市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5

日发布的财报显示， 因持有大量葡萄牙圣灵银

行股份，该行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仅为1700万

欧元，远低于去年同期盈利6.98亿欧元的表现。

当季收入同比下滑6%至39.3亿欧元。

法国农业信贷持有圣灵银行14.6%的股

权， 上季度因该笔持股计入的损失达到5.02亿

欧元（约合6.73亿美元）。此外在葡萄牙央行宣

布注资接管圣灵银行后， 法国农业信贷还减记

了2.06亿欧元的股权价值， 因此相关的全部损

失规模达到7.08亿欧元。

由于母公司涉嫌会计违规， 向母公司提供

贷款并出售其债务的圣灵银行陷入财务困境。

该行今年上半年累计亏损高达35.8亿欧元，一

级资本充足率仅为5%，上周其股价大跌70%。

葡萄牙央行日前宣布注资49亿欧元接管

圣灵银行， 并将该行资产根据负债情况划分为

“优良银行” 和“坏账银行” 。 包括法国农业信

贷在内的圣灵银行股东和次级债债权人都将持

有“坏账银行” 资产，并将承受相关损失。

港股蓄势后有望挑战25000点

□香港汇丰环球资本市场 刘嘉辉

港股市场近期呈现震荡攀升格局， 恒指此

前曾连续上涨八个交易日， 一度逼近25000点

关口。虽然上周五港股迎来技术性回调，但恒指

调整幅度不算太大。本周港股重拾升势，市场有

拒绝调整之势， 周二恒指持续高走， 最终收报

24648.26点，涨48.18点，涨幅0.2%，成交708.5

亿港元。国企指数收报11009.84点，跌79.12点，

跌幅0.71%。

从周二港股盘面上看，蓝筹股跌多涨少。腾

讯公布业绩前再度上涨，股价劲升3.33%；重磅

蓝筹汇丰控股公布业绩后亦走高，上涨1.83%；

中资金融股普遍回吐，中国平安跌0.98%，工商

银行跌0.95%；地产股全线回调，中国海外发展

跌2.35%，绿城中国下挫12.22%。

港股市场信心正不断确立， 短期调整幅度

料不大，而外围市场走势仍需留意。美国股市方

面，三大股指上周大幅回落，标普500指数大跌

2.7%，创下两年来最大单周跌幅。 而被称为市

场“恐慌指数”的VIX指数亦上升到17以上，美

股高处不胜寒似愈演愈烈。目前而言，美股市场

整体氛围偏空，虽有利好经济数据提振，但困扰

市场的消极因素偏多，短期若无明显改善，美股

或持续弱势震荡格局。

内地A股上周表现强势， 是带动港股摆脱

外围利空的主要动力。 中国官方7月制造业

PMI为51.7%，连续5个月上涨，下半年经济料

将改善。 此外，外围资金入场规模扩大，A股市

场的低估值吸引力正显现。 正面经济数据加上

资金活水流入，市场有理由相信此番反弹行情

能延续更长时间。 短期而言，外围若无重大利

空，A股有机会维持向上趋势， 给港股将带来

正面支持。

总体来看，港股市场重心逐步提高，市场情

绪偏向乐观，“沪港通”效应仍在释放积极的一

面， 资金亦在不断流入股市， 后市行情值得期

待。 但是，外围美股反复偏软，港股高位整固的

概率随之加大。 同时，本周将有CPI、PPI及进出

口贸易等数据公布，市场或保持一定观望，预计

恒指将于24500点与24800点附近整固，待蓄势

充分后，再挑战25000点关口。

（此产品无抵押品，价格可升可跌，投资者

或损失所有投资。投资前应了解产品风险，若需

要应咨询专业建议。 此文章之作者汇丰环球资

本市场刘嘉辉为金管局及证监会持牌人士,并

无就结构性产品或相关资产持有任何直接或间

接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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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全年盈利预期

GTAT蓝宝石工厂将启动量产

□本报记者 杨博

苹果重要供应商、 新材料生产商GT� Ad-

vanced� Technologies （GTAT）4日发布财

报，上调今年每股盈利预期，并表示其与苹果合

作打造的蓝宝石工厂即将完工， 并将开始步入

量产阶段。 受此提振，该公司股价在4日盘后交

易时段大涨11%。

市场普遍预计苹果iPhone� 6将于今年9月

上市，但可能不会大规模应用蓝宝石屏幕，这导

致了GTAT股价在过去一个月中显著下跌。 但

业内人士仍对蓝宝石长期应用前景感到乐观，

认为量产将降低蓝宝石材料成本， 吸引更多厂

商使用蓝宝石屏幕。

蓝宝石新厂投产在即

GTAT财报显示，公司第二季度收入5800

万美元，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68亿美元，不及预

期。 其中来自蓝宝石设备和原材料的收入为

4410万美元， 来自光伏业务的收入1100万美

元，来自多晶硅业务的收入未290万美元。 公司

当季每股净亏损0.16美元，高于预期。

GTAT旗下业务中， 光伏和多晶硅业务上

季度的毛利润率分别达到45%和12%， 蓝宝石

业务毛利润率为20%。 尽管蓝宝石设备销售收

入毛利润率较高， 但GTAT与苹果公司在亚利

桑那州合作的原材料工厂运营成本较高， 拖累

了整体利润率。

GTAT预计今年全年收入在6亿-7亿美元

之间，与市场预期持平，但上调了今年每股盈利

预期至0.12-0.18美元，显著高于市场平均预期

的0.03美元。该公司表示，更高的利润预期反映

出下半年毛利润率的改善。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古铁雷斯称， 位于亚利

桑那州的生产设施已接近完工， 蓝宝石面板正

迈向量产。 他表示对蓝宝石原材料业务的长期

增长潜力抱有信心， 来自合作伙伴和潜在客户

的反馈非常强劲。

GTAT主要出售并运营生产蓝宝石材料的

高级蓝宝石熔炉。 去年底， 该公司与苹果达成协

议，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合作建厂，生产电子设备所

用的蓝宝石配件。 根据协议，苹果投资近6亿美元

用于工厂的基础设施建设，GTAT负责在工厂内

运营蓝宝石熔炉，并从2015年开始向苹果发货。

到目前为止，蓝宝石材料仅出现在iPhone�

5的指纹扫描器和镜头上， 但市场普遍预计未

来苹果会将蓝宝石材料推广至iPhone屏幕和

其他更多配件上。分析人士认为，量产将降低蓝

宝石成本，随着蓝宝石产能扩张，GTAT将告别

亏损状态。

iPhone蓝宝石应用仍是谜

由于投资者预期蓝宝石材料的需求将显著

上升，GTAT股价在过去一年中大涨近200%，

主要生产蓝宝石晶片的卢比肯科技（RBCN）

股价上涨近70%。但在过去一个月中，两家公司

都出现大幅下挫，GTAT下跌28%，卢比肯科技

下跌20%。

近期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对iPhone� 6会否

大规模采用蓝宝石屏幕仍表示质疑。 6月时有媒

体报道称， 只有5.5英寸的iPhone� 6会配备蓝宝

石屏幕，4.7英寸的仍将使用康宁公司的大猩猩

玻璃屏幕。而由于蓝宝石的生产率较低，5.5英寸

的iPhone� 6今年内将面临供应短缺的问题。

瑞银分析师斯蒂芬日前将GTAT股票评级

下调至“中性” ，他表示对该公司与苹果相关的

蓝宝石业务增速感到担忧。 另一机构Canac-

cord的分析师将该公司评级下调至 “持有” ，

表示对iPhone� 6会否大量使用蓝宝石屏幕感

到怀疑，除非新iPhone和未来的iWatch都使用

蓝宝石屏幕，否则预计GTAT到2016年的每股

盈利不太可能实现增长。

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分析师上周发

布报告认为， 到目前为止观察到的供应链订单

情况不支持iPhone� 6使用蓝宝石屏幕的观点，

因为如果该款手机在9月份上市， 蓝宝石屏幕

需要在6月份发货以确保组装进度。 但苹果也

有可能限量发售配备蓝宝石屏幕的iPhone� 6。

不过Trendforce分析师对今年下半年蓝

宝石价格和需求前景持积极看法， 认为在i-

Phone� 6开始发售后， 新一批蓝宝石基板的订

单可能会上升。

除苹果外， 多家手机制造商开始对蓝宝石

屏幕产生兴趣。 韩国媒体ET新闻网的报道称，

三星和LG都有兴趣在未来的手机中采用蓝宝

石屏幕取代现有的大猩猩玻璃屏幕。 此前相关

公司都因成本担忧而推迟采用蓝宝石屏幕，但

在苹果行动后都开始考虑加入这一行列。

相比于传统材料，蓝宝石屏幕硬度更高，具

有更轻薄且更耐用等优势。但由于切割、打磨以

及抛光的难度极高，生产成本高昂，这也令诸多

潜在客户望而却步。

通缩压力加大 欧版QE或提前出炉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欧央行将于本周四举行议息会议， 随着欧

元区近期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疲软， 加之通胀

率持续低迷，使该区域通缩风险激增，市场对欧

央行将再度放宽货币政策预期明显升温， 此前

预计在今年年底前不会推出的欧版量化宽松措

施（QE）很可能提前出炉。

通缩挥之不去

研究机构Sentix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 欧元区8月投资者信心指数仅为2.7， 创下

2013年8月以来的最低值， 远低于预期的9.0以

及前一个月的10.1， 显示出投资者对欧元区前

景并不看好。

此外，欧元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仅环比增长0.2%，低于去年四季度。近

期多家机构也下调了其今年二季度的GDP增

速预期， 由此前预测的0.4%—0.5%下调至

0.2%—0.3%。

除增长动能疲软外， 通缩渐近是困扰欧元

区的更大问题， 也是欧央行面临再宽松的最大

压力。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欧洲区

7月CPI初值年率仅为0.4%， 差于预期和前值

0.5%，创2009年10月以来最低，已经连续第十

个月不及通胀目标2%的一半。

荷兰国际集团首席欧元区经济学家霍特对

此表示，欧元区通胀率进一步下滑至0.4%的水

平，说明该区域根本没有脱离通缩“危险区” ，

而且如果其不能在短期内开始上升， 欧央行将

承受更大的压力， 尽管该央行管委会内部对再

宽松持强烈的保留意见。 特别是随着地缘紧张

局势持续， 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很可能受到损

害，有关通货紧缩的担忧情绪不可能很快消散。

或提前推出再宽松措施

欧洲央行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下调了三大

关键利率，其中存款利率首次降为负利率，并公

布了一项新的宽松计划， 包括从9月开始将向

主要银行提供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以激励这

些银行增加放贷。市场人士曾认为，欧元区经济

复苏势头将持续， 且欧央行还有时间来评估降

息措施效果， 因此在今年年底前该行不会采取

进一步行动。 但目前来看，由于经济疲软、通缩

预期升温，该行很有可能提前出台欧版QE。

路透社对分析师的最新调查显示， 欧洲央

行将于9月和12月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中提

供4000亿欧元资金，而银行料将申购3000亿欧

元。有分析师指出，目前预计长期再融资对市场

影响会相对有限。 欧央行可能不会等到9月定

向长期再融资操作的集中投放， 而在本周四的

议息会议上就推出以购买资产抵押证券

（ABS）形式的欧洲版量化宽松。

而花旗分析师则认为， 欧央行也有可能等

到第一次集中投放结束后， 通过观察该区域金

融机构申请贷款额度的热情来评估长期再融资

刺激实体经济的有效性， 以及该区域CPI后续

数据是否好转来决定是否推出QE。如果刺激力

度仍不够，该行会在10月议息会议上再度放宽

货币政策。

法国兴业银行也指出， 欧央行6月推出存

款负利率等宽松货币政策对消费等促进有限，

更多人对物价持续走低的严重后果开始担忧，

认为这将影响消费和就业， 因此市场期待本周

欧央行能够推出再宽松政策， 同时希望能在本

次会议上寻找到欧版QE的更为明确的信号。法

兴银行表示， 即使欧洲央行在今年底前不考虑

采取更多的大胆行动，那么美国在2015年开始

加息之前， 欧洲央行将仅有一个很小的机会窗

口来采取行动。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强调， 欧洲央行行长德

拉吉曾在7月数次表示， 欧洲央行采取的一系

列措施已有所成效， 且市场已经出现了积极的

信号。 欧洲央行仍会继续使用负利率和长期再

融资计划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欧版QE的推出会

相对谨慎。

专注云计算

IBM欲抛售芯片制造业务

□本报记者 刘杨

为迎合云计算和大数据业务的发展，“蓝

色巨人” IBM日前正在计划抛售其半导体芯片

制造业务。 该公司4日表示，愿意向格罗方德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支付10亿美元， 让其接管

IBM的芯片制造业务。

分析人士指出，IBM目前正在向大数据、

云计算和安全与移动等高端业务转型， 并努力

甩掉如芯片制造业务等非盈利部门， 以期尽快

走出连续九个季度出现的营收同比下滑的窘

境， 缩短其向云服务提供商转型过程中必经的

“阵痛期” 。

抛售亏损“大户”

据彭博社8月5日报道，IBM正计划向格罗

方德支付巨额补贴， 吸引后者接受目前正陷亏

损之中的IBM半导体芯片制造业务。

该报道称，IBM计划为此次收购提供高达

10亿美元的补贴，但格罗方德希望获得20亿美

元的补贴，用以抵消该业务部门的亏损，目前双

方谈判陷入僵局。

业内人士指出，IBM的“倒贴抛售” 意愿

显示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罗睿兰希望尽早退出

芯片制造———这一对IBM利润施压业务的迫

切心情。

一直以来， 半导体芯片制造业务一直是

IBM的亏损“大户” 。 根据IBM提交的监管文

件，去年IBM的半导体芯片制造业务的亏损高

达15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半导体芯片制

造业务营收同比下滑17%。

分析人士指出，IBM之所以愿意以倒贴

的方式促进此次收购达成， 是由于其芯片制

造工厂的设施过于陈旧，如果与该公司云计算

和安全与移动等高端业务发展的战略步骤保

持一致， 并在芯片生产上保持一定的行业竞

争优势，IBM至少需要追加十亿美元更新其

设备与技术。

据悉，格罗方德对IBM半导体芯片工厂的

估值接近于零，该公司对此次收购最为看重的

是IBM的工程师和知识产权， 而非芯片制造

设施。

发力云计算

IBM公司7月18日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

由于该公司当季软件业务增长低于预期， 公司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同比下滑2.2%至243.6亿美

元， 但仍高于市场预期的241.3亿美元。 至此，

IBM的营收已经连续第九个季度出现同比下

滑， 显示出该公司仍难以彻底走出业务转型所

带来的“阵痛” 。

不过，财报显示，当季IBM在云计算业务

的营收大增50%（尚未披露具体金额），而在云

基础设施服务上，当季IBM的营收更是可圈可

点，甚至超过了云计算领域的领军企业亚马逊。

市场研究公司Synergy最新报告显示，今年

第二季度，IBM在云基础设施服务上的营收大增

86%。 相比之下，当季在云基础设施服务方面的

营收虽不及微软（同比大增164%），但仍高于亚

马逊和谷歌的营收，二者分别上涨49%和47%。

事实上， 在收购云计算服务创业公司

SoftLayer的带动下，IBM云计算业务增长就非

常快，尽管目前尚未成为该市场上的领头羊，但

罗睿兰依旧看好IBM在云计算业务的发展前

景，并预计今年云计算业务营收将达到50亿美

元。 罗睿兰已表示公司会继续追加在云计算和

分析软件等领域的投资。

业内人士指出，在目前的信息技术市场，云计算

是信息技术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研究机构

Gartner数据显示，去年全球云服务市场规模增

长了20%，预计达到1310亿美元。 另据IBM预

计， 到2020年全球云服务市场的规模将达到

2000亿美元。

为了迎合市场的发展方向，IBM近两年开

始在云计算业务发力。 上月10日，IBM宣布计

划在未来五年投资30亿美元专门研发用于云

技术和大数据系统的新型芯片， 这主要是由于

云计算和大数据系统发展迅猛， 原有的基本芯

片研发技术正在面临从带宽到内存容量等诸多

物理量度方面的扩充压力。

研究机构Gartner在其最新公布的《Gartner

魔力象限———安全信息与事件管理》 报告中，将

IBM的安全系统定义为“行业领先者”。 上周四，

IBM还宣布收购了意大利云安全厂商CrossIdeas。

伯克希尔子公司

收购医疗器械生产商

□本报记者 杨博

“股神” 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旗

下子公司路博润（Lubrizol）4日宣布，收购医疗

器械生产商Vesta。 后者主要产品包括注射用一

次性硅胶配件、体外诊断试剂等，覆盖心脏病、泌

尿外科、伤口护理等多个领域，此外还从事医疗

设备装备服务。 伯克希尔未披露交易细节。

路博润是全球领先的特种化学品及化学添

加剂生产商， 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品及工业

领域。 伯克希尔于2011年斥资90亿美元收购了

这家公司。 路博润旗下生命科学部门主管兰格

表示， 收购Vesta显著增强了公司在生命科学

领域的力量，Vesta的专业性将“令我们拥有提

供更有价值服务的能力” 。

伯克希尔此前已涉足医疗保健领域。 过去

两年中， 伯克希尔一直在增持美国肾透析服务

商达维塔的股票。据彭博数据，目前伯克希尔持

有达维塔的流通股比例高达18%。 达维塔是美

国肾脏保健的领先供应商， 提供慢性肾功能衰

竭和终末期肾病患者的透析服务。

伯克希尔上周五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今

年第二季度利润同比飙升41%，创历史新高，截

至第二季度末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价值

高达555亿美元。 一直以来，巴菲特都表示有意

进行大规模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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