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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iPhone� 6“东风”

NFC支付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本报记者 杨博

苹果iPhone� 6上市在即， 业内人士提供的

信息显示该款手机很可能搭载近场通讯技术

（NFC）。 分析人士指出，苹果拥有庞大的用户

基础和更完善的支付环节， 其采纳这一技术有

望推动NFC支付行业发展出现重大转折。 随着

近场行业标准、受理环境、应用场景、应用内容

等基础条件的逐步成熟，NFC支付市场将迎来

爆发式增长。

NFC或成移动支付标准

科技业人士日前曝光的iPhone� 6芯片示

意图显示， 该款手机采用了恩智浦半导体公司

(NXP)生产的PN65系列NFC芯片，印证了此前

台湾媒体有关iPhone� 6将会支持NFC功能的

报道。

NFC是一种短距离的高频无线通讯技术，

允许电子设备之间进行非接触式点对点数据传

输。借助NFC技术，用户只需要将智能手机等移

动设备与POS终端接触便可完成支付， 无需刷

卡，更加便捷。

目前包括三星、HTC、小米等在内的诸多安

卓手机普遍搭载了以NFC技术为支撑的手机钱

包功能。 根据IHS的报告，2013年全球NFC手机

出货量达到2.75亿部，较前一年增长128%，预计

2014年出货量将达到4.16亿部。

恩智浦半导体公司执行副总裁欧文表示，

集成NFC技术的手机正经历出货量突破性增长

的阶段， 中高端机型普遍已搭载该技术支持的

移动支付功能， 这一趋势正在向低端智能手机

蔓延。 NFC已逐渐成为移动支付的一项事实上

的行业标准。 今年以来恩智浦半导体股价累计

上涨44%，过去两年累计涨幅超过150%。

一些IT巨头、 电信运营商也在积极布局

NFC支付领域。早在2010年，美国三大电信运营

商AT&T、T-Mobile� 和威瑞森就联合发布了

一个基于NFC的支付系统。2011年，谷歌推出了

具有NFC支付功能的谷歌钱包。

平安证券报告指出，NFC支付的能耗要求

低、信号建立时间短、短距离传输精确度较高，

特别是在安全性方面，NFC卡或终端内部都设

置有SE安全芯片，通过密钥认证来保证安全性，

上述优势使得NFC成为目前最适合近场支付的

一种技术。 NFC支付将成为移动支付技术发展

终极方向。

行业发展有望突破

NFC技术问世至今已接近十年， 虽然在安

卓手机中配置广泛，但使用情况并不理想。2013

年，全球移动支付交易总额为2350亿美元，其中

仅有2%使用了NFC技术。

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NFC技术在硬件层面

上解决了移动支付的技术难题， 但在应用生态

上， 安卓系统不够安全的口碑导致用户真正使

用该功能的机会不多。 不过苹果加入到NFC技

术应用的阵营， 有望推动NFC移动支付行业实

现突破性发展。 这一方面由于苹果在应用生态

创新方面的引导力更强， 能够迅速推动相关应

用开发的增长，另一方面在于，运营商已经在基

于NFC技术的手机钱包方面做好了技术标准统

一、后台系统建设等大量工作，可谓万事具备，

只欠“爆品”的东风。

摩根士丹利此前发布的研究报告称， 苹果

正与信用卡公司维萨、 万事达和美国运通建立

更紧密关系， 准备凭借今年秋天发布iPhone� 6

的契机进军移动支付市场。 这一动作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因为苹果的6亿全球iTunes用户数

据库已经与信用卡账户相挂钩。 目前维萨和万

事达都已推出了各自的NFC支付技术。

市场信息调研机构Gartner预计， 到2017

年，5%的移动支付交易将采用NFC技术。 而知

名财经资讯网站SeekingAlpha上的专栏文章

指出，由于苹果iPhone� 6采纳NFC技术，预计到

2017年将有10%到20%的移动支付交易采用

NFC技术。

平安证券研究报告认为， 从苹果整体战略

布局来看,iBeacon位置服务、NFC支付工具、指

纹识别、APP运营平台以及用户账户体系将构

成完美的支付闭环。移动支付作为新兴事物，需

要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司来做大量的商业推广和

产业整合。 苹果具备强大的商业模式定义能力，

如果苹果加入NFC推广行列， 无疑将对移动支

付产业注入强心针。 随着近场行业标准、受理环

境、 应用场景、 应用内容等基础条件的逐步成

熟，NFC支付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俄罗斯供应恐锐减 钯金价格创13年来新高

□本报记者 张枕河

18日盘中， 现货钯金价格最高上涨至每盎

司902.09美元，自2001年2月以来首次升破每盎

司900美元大关，创下13年多以来的新高，但截

至当日收盘，其涨幅有所收窄。截至北京时间19

日19时，其价格上涨0.3%至每盎司895.75美元。

业内人士指出，钯金价格走强主因投资者，

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担忧主要供应国俄罗斯受到

西方制裁将限制全球钯金供应， 从而选择大举

买进。

多重利好支撑

南非和俄罗斯是全球两个主要钯金生产

国，二者占全球钯金产量的约80%。

钯金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上涨近25%， 在全

部大宗商品中涨幅位居第三， 此前主要的上涨

动力是南非的供应受到罢工威胁。 南非长达五

个月的矿工罢工潮令该国钯金产量遭受重创，

并推动全球市场进一步趋向供应短缺， 尽管该

罢工已于7月结束，但目前该国产量尚远未恢复

到罢工之前的水平，且仍存在罢工复发的可能，

因此这依然成为钯金价格有力的支撑因素。

目前更为关键的因素是， 另一大钯金出口

国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 市场担忧其供应将明

显下滑。 高盛集团指出，尽管制裁并未真正伤及

俄罗斯贵金属产业， 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地缘

紧张局势持续升温背景的拖累下， 欧美进一步

制裁俄罗斯的阴影挥之不去， 投资者担忧俄罗

斯潜在的钯金供应问题， 这将助推钯金价格持

续走高。

钯金是稀有金属之一， 具有耐高温、 耐腐

蚀、耐磨损和具有极强的伸展性，通常作为汽车

催化剂，以处理尾气，也被用于制造特定计算机

芯片， 因此钯金价格上涨将会对汽车和芯片的

相关行业产生显著影响。

钯金后市被看好

目前有多家业内机构看好钯金后市。 TD

证券公司在最新研报中指出，近期看多钯金的

投资者明显增多，他们普遍预计由于近期欧美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俄长期供应或将承压，但

同时全球需求又很强劲。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也

表示，钯金价格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

支撑。 南非的邻国出现埃博拉病毒以及俄罗斯

乌克兰地缘危机等一系列因素，都可能导致目

前钯金的供应出现潜在的中断，使得这种贵金

属继续上涨。

三菱贵金属分析师伯特勒认为， 在今年接

下来的时间内，钯金价格将和铂金同步走强，但

涨幅有可能放缓。 化学和金属研究公司John-

son� Matthey指出， 今年全球钯金市场会产生

历史上最大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差距， 鉴于俄

罗斯对钯金市场的影响力， 其或有选择地限制

钯金供应。

瑞银集团分析师戴维斯表示，钯金价格自

3月至今连续走高， 因为钯金有着 “最有吸引

力” 的基本面。例如，南非持续的劳工罢工带来

供应中断的担忧， 美国汽车销售数据强劲，俄

罗斯地缘局势紧张等均为钯金提供了积极的

基本面，推动钯金价格大幅走高。 不过戴维斯

同时表示， 钯金持仓确实存在过度扩张的情

况，价格短期可能出现回调，然而这也将是一

个买入时机。

华尔街看好中概电商股前景

□本报记者 刘杨

随着近日中概电商企业陆续披露二季度业

绩，华尔街机构相继对当当网、唯品会、聚美优

品等前景表示看好。 机构普遍认为，随着上述公

司业绩的逐步改善， 经过两年多洗礼的美股中

概股危机正在退去， 特别是在细分市场有着强

大市场竞争力的中概电商企业将越来越得到投

资者的认可。

二季报业绩表现优异

18日，聚美优品发布了其于今年5月16日赴

美上市后的首份财报。 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

日的今年第二季度， 聚美优品当季实现净营收

1.544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1.088亿美元增长

41.9%；其归属于聚美优品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为15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000万美元增长

了53.6%，合每股收益为0.13美元，当季实现毛

利率46%，超出市场预期。

聚美优品二季度总订单数量和活跃用户数

均实现同比增长。 二季度活跃用户数量同比增

长42.9%至500万人，去年同期为350万人；总订

单数量同比增长39.2%至1100万份， 去年同期

仅为790万人。

此外， 另外两家中概电商的财报业绩也

十分出彩。 唯品会和当当网（DANG）同日

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度财报。 唯品会当季实现

营收8.294亿美元，同比大增136.1%；当季实

现净利润达2640万美元， 同比大增192.1%，

合每股收益0.64美元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

则）； 当季毛利率 24.8% ， 高于去年同期

23.5%的表现。

比较起专注于化妆品业务、 专为女性客户

群体打造购物平台的聚美优品， 唯品会的专注

点显得另具特色。唯品会上市初期主打“明牌折

扣+限时抢购” 的商业模式，并受到市场认可，

目前该公司也盯准了母婴市场和女性化妆品及

服装市场这一细分市场。

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由于越来越多的用

户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倾向于选择联合购买，

即买化妆品的同时也购买鞋、箱包等商品，比

如一个准妈妈在购买婴儿用品的同时， 也会

考虑购买化妆品和服装， 因此垂直电商往往

会在女装、女鞋、服饰、箱包等第三品类方面

连带发力。

值得一提的中概电商还有当当网。 财报显

示，二季度当当网实现净利润460万美元，同比

扭亏， 是一季度盈利的14倍； 当季实现营收

3.161亿美元。 近日京东也交出了赴美上市后

的首份财报，上季净亏损9305万美元，净营收

46亿美元。

机构看好中概电商股

今年以来， 用来衡量中概股整体表现的彭

博中概55指数累计上涨10.5%，好于美国三大股

指的同期表现。 由于受今年中概股赴美上市热

潮的驱动， 截至目前该指数成员数已由过去的

55个成分股调升至79个。其中，受投资者看好的

第一牛股当属唯品会，累计涨幅高达164.6%；紧

随其后的是累计上涨76.29%的欢聚时代和

57.49%的当当网。

此前因被曝涉嫌出售假货，聚美优品股价

一度大幅下跌， 上月29日该公司针对售假质

疑在其官网上设置专题页面， 公布化妆品鉴

定方法、 高效液色谱测试介绍及月度审核报

告， 并将部分品牌化妆品列入中国化妆品真

品防伪码联盟（ACA）中，方便消费者在线查

询真伪。

这一系列举措提振了资本市场的信心。 高

盛发布研报， 维持聚美优品买入评级和36美元

目标价不变。 高盛认为，聚美优品从今年7月其

开展的一系列打假活动有望提振其于在线化妆

品市场的市场份额及消费者信心。

在唯品会公布了其二季度表现亮眼的

财报后，德意志银行发布研报将唯品会的股

票评级维持在“买入” 不变，同时将目标价

从218美元上调11.5%至243美元，唯品会当

前股价为221.42美元。 德银认为，唯品会持

续强劲的业绩表现显示出其特卖运营模式

的可行性， 因此将唯品会PEG从1倍提升至

1.1倍。

摩根大通也于8月18日维持对唯品会的

“增持”评级，并将目标价从210美元上调至250

美元。 报告显示，摩根大通预计，唯品会在未来

几个季度将采取更为积极的营销策略， 以推动

用户增长，并认为这一策略是合理的，这主要由

于唯品会的执行力已得到证明，其在未来1-2年

时间里的营销策略将带来更快的营收增长和不

断上涨的活跃用户数。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中概电商行业的当

前毛利率普遍较低。 眼下，最高的聚美优品毛

利率为46%， 而唯品会的毛利率仅为24.8%，

当当网为18.3%，京东商城仅为11%。对此，分

析人士指出，电商概念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

毛利率不高甚至是亏损， 都不会影响美股投

资者的投资热情， 因为目前该行业正处于争

夺市场的阶段。 另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中概电

商战场的激烈角逐中， 在细分市场有着特色

营销模式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公司更受美国投

资者认可。

港股站上25000点大关

□香港汇丰环球资本市场 刘嘉辉

港股市场近期呈现强势格局，上周五个

交易日中有四日上涨，恒指更一度高见6年

来高位。 就涨幅来看，恒指单周累计升幅逾

600点，但稍显不足的是，大市交投未有明

显放量。 本周一，港股走势偏反复，恒指于

尾盘勉强收涨；周二港股震荡走高，恒指午

后 拉 升 最 高 涨 幅 逾 200 点 ， 最 终 收 报

25122 .95点，涨167 .49点，涨幅0.67%，成交

886 .6亿港元。国企指数收报11094.59点，涨

29 .38点，涨幅0.27%。

从周二港股盘面上看，蓝筹股涨多跌少。华

润置地劲升7.57%，领涨蓝筹；受业绩利好提振，

银河娱乐涨3.43%， 金沙中国亦随之向上，涨

2.07%；中海油涨1.05%，中石化涨1.32%，中石

油涨0.93%；此外，联想集团涨2.74%，长江实业

涨1.81%，昆仑能源跌2.44%。

现时恒指虽然升破25000点关口，但是短

期冲高动能强劲与否仍然有待考验， 而外围

市场走势将继续影响港股后市。 就美国股市

而言， 困扰市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然改

善，三大股指上周则重拾升势，展开了一波震

荡反弹。 经济数据方面，美国7月零售销售环

比持平，创下6个月来最差表现；8月消费者信

心亦下滑至9个月新低； 但是6月职位空缺指

标刷新了2001年2月以来新高；7月PPI指数亦

环比增长0.1%， 为连续两个月增长。 经济数

据表现好坏参半， 表明复苏前景并非显著乐

观，美联储低息政策的可持续性或有理可据。

总的来说， 由于俄罗斯方面此前释放和平信

号，乌克兰局势短期有机会显著改善，市场焦

点或重回经济复苏的前景上来。 美股经历了

前期的一波调整， 亦为短期市场打开了反弹

空间。

关注本周美股市场动态， 需要特别留意即

将公布的CPI及房地产销售数据，美联储会议纪

要及联储官员的讲话。美股短期下行空间收窄，

而支持大市走势的决定性因素仍将是经济的复

苏动能，若本周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有较好表现，

美股或可维持震荡上行趋势， 有机会给港股带

来正面支持。

内地A股延续震荡向上格局，新发布的7月

宏观数据整体偏空， 说明经济下行的压力依旧

存在。但是政策层面利好频出，国务院出台保险

业新“国十条” ，通过税收优惠，吸引保险资金

等长期资金入市，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此

外，目前A股市场“吸金力” 不断加强，市场热

情亦不断升温，A股短期仍有机会突破关键阻

力位，呈现冲高态势。

综上所述，外围市场氛围整体向好，掣肘大

市上行的负面因素正不断减弱， 目前恒指已经

突破25000点大关，短期或呈现震荡格局，高位

蓄势充分后， 有机会续创新高， 冲击下一个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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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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显示

澳央行将长期维持低利率

澳大利亚央行在19日公布的8月货币政策

会议纪要中表示， 其目前已经处于历史低位的

基准利率很可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维持不变。

澳央行指出， 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前景存在

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原因是矿业投资繁荣期

消褪。 目前该国实现失业率上升的趋势还将持

续一段时间， 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则已经对澳

大利亚近几个月的贸易情况形成冲击。 自今年

年初开始， 利率变动的累计影响已经使得金融

环境明显宽松， 因此目前保持利率稳定是最谨

慎的做法。 过去一个月基本未变的澳元汇率水

平仍处于高位， 是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障碍因

素，且如果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跌，澳元汇率水

平对于经济增长的阻碍将更为明显。

为刺激澳大利亚非矿业经济领域的增长，

该国央行自2011年底以来已多次降息，但其仍

未全面提振该国经济。 澳大利亚7月份失业率

升至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近期也下调了澳大利亚今明两年的经

济增速预期。（张枕河）

华尔街为英国“退欧”

未雨绸缪

据《金融时报》报道，因担心英国可能退出

欧盟， 华尔街巨头正计划将部分在伦敦开展的

业务迁移至爱尔兰。

报道称，来自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和美国

银行的内部人士透露， 如果未来公司旗下的欧

洲公司需要迁出英国，爱尔兰将是最佳选择。原

因是爱尔兰企业税率低，母语为英语，采用英式

法律法系，并且是欧元区成员国。 此外，德国法

兰克福和法国巴黎也可能成为美国银行转移部

分欧洲业务的目的地。

目前， 大部分美国和亚洲银行选择将欧洲

业务总部设在英国， 以便能够自动获得在欧盟

28个成员国开展业务的通行证。 但华尔街业界

人士担心，一旦英国退出欧盟，那么该国将不可

能继续被授予发放这一通行证的权利。

英国首相卡梅伦近日表示， 如果他能在明

年5月的大选中连任， 英国将与欧盟重新磋商

英国在欧盟的地位问题，并在2017年年底前就

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内举行公投。这一消息，令市

场对英国可能退出欧盟的担忧升级。

此外，今年4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银行

业单一清算机制 (SRM)，旨在为欧盟破产银

行成立总额达550亿欧元的破产清算基金，为

欧洲银行业联盟的成立铺路。 英国则表明，

“将不会为单一清算机制掏腰包或为欧元区

成员今日的决定带来的后果埋单” ， 英国担

心， 欧洲银行业联盟的成立会令其在欧洲金

融监管中被边缘化， 使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动摇。 （陈听雨）

英国7月CPI同比增1.6%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1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由于服装价格下跌， 英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同比增长1.6%，低于预期的1.8%及6

月份的1.9%。 分析人士认为，低于预期的通胀

数据可能缓解英国央行的加息压力。

最新数据显示， 英国7月份CPI环比下滑

0.3%，降幅大于预期的环比下滑0.2%，也不及6月

份的环比增长0.2%。 将受气候和季节因素影响较

大的产品价格剔除后，英国7月份核心CPI同比增

长1.8%，增幅不及6月份的2.0%；7月核心CPI环比

下滑0.1%，同样不及6月的环比增长0.2%。

7月份英国CPI同比下跌的最大影响因素

是服装价格下跌， 其他拖累CPI增速的分项还

有酒类、金融服务、食品及非酒精饮料。 对CPI

增长起到最大提振作用的是交通价格。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此前表示， 该行并不需

要等待薪酬水平有增长才决定提高英国的利率

水平。 英国央行自2009年3月以来一直维持基

准利率在0.5%不变，投资者普遍预期，鉴于经

济强劲增长，英国央行会在2015年早些时候开

始提高利率。（陈听雨）

澳港口罢工

恐重创铁矿石供应

据彭博社报道， 澳大利亚黑德兰港包括甲

板水手在内的港口拖轮船员正以罢工相威胁，

要求雇主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否则将停止

作业，破坏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港口的出货量。

黑德兰港位于澳大利亚西北海岸， 是澳大

利亚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输出港。 澳大利

亚政府预计， 该港口承担着全澳洲近半货船出

口的任务，预计在明年6月之前，该港口总出口

规模将达到765亿澳元。

必和必拓表示，假如任何罢工达到两天，那

么采矿活动就可能因此放缓。目前，澳大利亚黑

德兰港水手工会已批准了时长为2小时—12小

时的无限次停工。必和必拓数据显示，甲板水手

一年的收入大约为13.7万澳元， 如果加上奖金

和补贴，总收入能够达到21.1万澳元。

必和必拓预计，一旦罢工，澳大利亚铁矿石

矿主每天的总计损失可能高达1亿澳元。

CMC� Markets驻悉尼首席策略官迈克

尔·麦卡锡则认为，罢工带来的并不都是负面后

果，任何供应紧缩，都将引发铁矿石价格作出反

应，这可能会抵消任何短期收入的损失。随着中

国市场需求放缓的风险增加。上周，国际铁矿石

价格降至近两个月的最低水平。（陈听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