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股四连阴

短线有望扭转颓势

□香港智信社

本周以来，尽管美股市场继续高歌猛进、再

创历史新高，而内地A股也是高位横盘，但是港

股则现独自走弱之势，截至周四，恒生指数已连

续四个交易日走低，且成交量逐日萎缩。

恒生指数昨日高开低走， 最终收报

23649.31点，下跌46.31点，跌幅为0.2%；大市共

成交583亿港元。 尽管股指不断下行，但在外围

市场强势背景下， 港股市场的避险情绪却持续

走低，恒指波幅指数昨日下挫1.84%，自10月17

日以来，该指数已累计下挫33%。

从昨日盘面上看，中资股跑输大市，国企

指数与红筹指数分别下跌0.5%和0.43%。由于

H股市场显著跑输内地A股， 导致恒生AH股

溢价指数上涨0.32%，报99.02点，自10月30日

以来，该指数已累计反弹3%。 截至目前，在全

部86只A+H股中，A股相对折价个股数量为

23只， 而AH比价超过1.5倍的个股数量则增

至31只。

在各行业指数的市场表现方面， 恒生消费

者服务指数以2.17%的跌幅领跌所有行业。 资源

类股份依然表现疲软， 恒生原材料业指数与恒

生能源业指数分别下跌0.73%和0.19%，美元指

数持续飙升以及全球需求不济引发大宗商品市

场进入新一轮熊市的预期， 使股市中的资源类

板块成为投资者回避的对象。 此外，恒生电讯业

指数逆市上扬1.2%，其中，重磅蓝筹中国移动涨

幅达到1.41%。

展望港股后市， 预计恒指在四连阴之后，

短线有望重拾升势，一方面，尽管美联储QE终

结，但考虑到日欧央行的宽松措施，全球市场

流动性仍保持较为充裕的状态，美元兑港币汇

率也再度下行至7.752水平， 这显示港股市场

的资金面依然充裕；另一方面，出于对内地未

来经济政策的乐观预期，A股后市有望保持强

势，这将对港股市场后市运行起到较为显著的

正面作用。

全球最大债基

10月失血275亿美元

据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最新公告，

该公司旗下总体回报基金在10月份遭遇约275

亿美元资金赎回， 创有史以来单月最高赎回规

模。 此前的9月份，该基金刚刚遭遇235亿美元

的巨额资金赎回。

Pimco总体回报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债券共

同基金， 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700亿美

元。 而在2013年最高峰时期，该基金管理的资

产规模曾高达2900多亿美元。

今年9月底，执掌总体回报基金的前Pimco

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有“债券天王”之称的比

尔·格罗斯意外宣布辞职， 转投另一家基金公

司。 此举成为引发该基金大规模赎回的重要因

素。 截至今年10月，总体回报基金已经连续18

个月出现资金净流出，累计流出规模接近1200

亿美元。（杨博）

太阳城上财季扭亏为盈

美国最大的太阳能企业之一太阳城公司

（SolarCity）5日盘后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益于

屋顶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需求上升， 该公司上

季实现盈利1920万美元，合每股盈利0.19美元，

扭转了去年同期亏损210万美元的表现。当季收

入同比增长20%至5830万美元，低于市场预期。

财报显示， 太阳城上季来自光伏租赁业务

的收入同比翻番，达到5220万美元，来自太阳

能系统销售的收入同比下滑74%至620万美元。

上季度美国太阳能系统安装需求上升， 与一项

重要的联邦税费抵免政策将结束有关，2017年

联邦政府对家用和商用屋顶太阳能系统的税费

减免幅度将从30%下调至10%。

太阳城预计今年第四财季收入将在6700

万-7600万美元之间，高于市场预期，但每股调

整后亏损预计将达到1.25-1.35美元，不及市场

预期的每股亏损1.22美元。

展望未来， 太阳城将2015年新增装机容量

预期从900-1000兆瓦调整为920-1000兆瓦。

此前的第三季度该公司新增装机容量137兆瓦，

其中119兆瓦是家用太阳能。 目前太阳城已经成

为全美最大的太阳能屋顶租赁运营商。（杨博）

原油价格战硝烟弥漫

美页岩油企欲增产对抗沙特

□本报记者 刘杨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5日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 美国最新原油日产量创下1983年1月

以来最高水平，此外美国原油库存也在不断增

加。 在全球原油供应量充足、经济疲软导致需

求低迷的大背景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不仅未选择减产以

提振油价， 还主动降低出口到美国的原油价

格，分析人士强调，这显示出沙特正在放弃以

支撑油价为目标的策略，转为关注保持长期的

市场份额，其他一些欧佩克成员随后可能采取

类似举措，而并不急于转变原油市场供过于求

的局面。

受到冲击的美国能源企业却纷纷表示，对

低油价具备承受力，并决定以保持、甚至增加产

油量作为“良方” ，这无疑更加剧了市场对国际

油价持续下行的预期。 此外，沙特等欧佩克国家

实际上对油价有“容忍底线” ，一旦油价出现断

崖式下跌，这些国家经济也将遭受恶果，沙特的

价格战也未必能完全如意。 截至北京时间6日18

时30分， 纽约商品交易所今年12月交货的原油

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8.61美元，较今年6月份的阶

段高位107美元已经累计下挫逾30%。

美油企增产回应沙特

在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的背景下，3日全球

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宣布降低出口

到美国的原油价格，以捍卫其市场份额。

对此，大量开采页岩油的美国能源企业却

并未因沙特的价格战而更改其增产的计划。 据

外电报道,本周依欧格资源公司、切萨皮克能

源公司等多家能源企业的高管在公布其公司

财报时表示，将继续维持现有的原油产量、甚至

增产，认为即使油价进一步下跌，企业也能通过

成功降低成本获利。

美 国 原 油 运 输 管 道 公 司 Plains� All�

American� Pipeline（PAA）5日发布的最新财

报显示，受益于美国原油生产商通过PAA的运

输和存储设备输送给美国炼油厂商较此前更多

的原油量，该公司在今年第三季度盈利同比大

增40%。 这成为美原油企业增产的最新例证。

美国投资银行MLV分析师查德·马博睿表

示，沙特的价格战很显然主要是针对美国的页

岩油，那是沙特市场份额最大的威胁，沙特寄望

低油价最终能把一些美国页岩油生产商挤出市

场。 RJO期货公司资深市场分析师菲利普·施

特赖布尔认为，油价持续下行，特别是当油价持

续低于75美元时，许多高负债的美国能源小企

业将出现亏损，并不得不停产或减产。

切萨皮克能源董事长阿切邓罕姆认为，沙

特的价格战是“一场赌博” 。虽然如果最终油价

被压到每桶60或者70美元之后，部分美国原油

生产商可能会因此减产， 但实际上只要油价持

续低于每桶80美元，大部分欧佩克成员国就无

法维持政府预算， 其国民的生活质量也会大打

折扣，综合受损可能甚至会高于美国。业内人士

指出，特别是对于欧佩克实力较弱的成员来说，

油价持续过低绝对是个坏消息。

供需或进一步失衡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供需关系或进一步失衡，

国际油价可能继续走软， 一旦跌穿沙特等国的容

忍底线，多个相关国家的经济也将遭遇重创，目前

谁是此轮价格战的最终赢家还难下定论。

今年10月多家华尔街机构纷纷下调油价

预期，以看多原油闻名业内的高盛也扭转风向，

该机构预计明年第二季度布伦特原油跌至每桶

80美元。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油价下跌中的一个主

要因素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导致需求减

弱，尤其是欧洲经济面临再次衰退的风险。 另

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供应增加的因素更大。

美国能源投资大亨、 亿万富翁皮肯斯认为，眼

下能源市场的大问题并不在于欧佩克或者美

元，而是供应。

皮肯斯表示，美国原油开采已经过度，美国

国内石油公司需要停止开采， 只有这样才能缓

解因北美页岩油开采技术的改进而催生出的大

量页岩油所导致的供给失衡问题。

业内人士还指出，在全球需求减少、美国原

油产量激增之际， 沙特对美国页岩油的忌惮不

无道理。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报告显示，

上周美国国内油田日产原油增至897.2万桶，刷

新198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欧佩克本月27日将召开会议，但目前尚无

明显迹象显示该组织会下调原油产量。 欧佩克

目前的原油产量约占全球原油产量的40%。 其

上周还表示，2015年欧佩克的原油产量不会发

生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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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三季度发货量创新高

马斯克:加紧投资 提高产能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5日盘后发布

的业绩报告显示， 第三季度实现营收8.52亿美

元，显著高于去年同期的4.31亿美元，当季净亏

损7470万美元， 尽管相比去年同期接近翻番，

但仍好于市场预期。 此外特斯拉对市场整体需

求情况仍表示乐观， 公司CEO马斯克表示,特

斯拉正加紧投资提高产能， 预计明年发货量将

增长50%。

新车型上市再度推迟

财报显示， 第三季度特斯拉来自汽车销售

业务的收入为8.5亿美元，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

倍，来自服务方面的收入为280万美元，同样高

于去年同期的110万美元。 第三季度非美国公

认会计准则下的毛利润率为23%， 较第二季度

26.8%的水平下降，但高于去年同期的22%。

特斯拉称利润率下降主要受到研发成本升

高的影响。 第三季度该公司研发支出为1.36亿

美元，显著高于去年同期的5640万美元，较前

一季度增长28%。 该公司预计第四季度毛利润

率将回升至28%。

在发布业绩报告的同时， 特斯拉还宣布

Model� X跨界车型的推出时间将推迟到2015

年第三季度。 今年初特斯拉曾计划在今年底推

出这款车型。

据特斯拉方面的表态，Model� X再次推迟

上市主要是希望进一步完善功能并进行验证测

试，“花更多时间进行完善，才能拿出最好的产

品” 。 上个月， 特斯拉推出了四轮驱动版的

Model� S。 该公司CEO马斯克表示，市场对该

款车兴趣浓厚， 预计明年相关订单数量可能高

达7万辆。

此前市场对特斯拉新车型上市的乐观预期

曾推动该公司股价在7月至9月初期间连续上涨，

并频频刷新历史新高，但近期股价有所回落。

需求预期乐观

财报显示， 上季特斯拉Model� S出货量为

7785辆，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未能达到公司此前

预期的7800辆。 特斯拉预计2014财年全年产量

为3.5万辆，发货量约3.3万辆，同样低于此前预期。

对于发货量不及预期，特斯拉认为这仍是

供应而非需求方面的问题。 一直以来，产能限

制都是困扰该公司的重要难题。

在最新的致股东信中，马斯克表示，Model�

S在全球的曝光度持续上升。 近期特斯拉已经

开始在香港和日本启动销售，并计划年底向澳

大利亚发货。 在深圳新开的门店已经成为特斯

拉全球范围内毛收入最高的门店之一。

马斯克表示，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增长，同时为

Model� X的订单做准备，特斯拉正致力于投资提

高产能， 预计到2015年底每周产能将达到2000

辆。 马斯克预计明年Model� S的发货量将较今年

提高50%，这一增速水平甚至可以延续几年。

晨星公司股票分析师韦斯顿认为， 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足以令特斯拉增长下滑的

重大因素， 特斯拉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

产能不足以满足需求，而这是一个“幸福的

烦恼” 。

太平洋皇冠证券分析师布莱德·埃里克森

认为， 作为一家汽车制造商同时也是一家高科

技企业，特斯拉增长前景“充满吸引力” ，预计

该公司2013-2016年的收入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到66%，每股盈利年复合增速将达到117%。 埃

里克森认为， 未来几个季度市场对特斯拉电动

车需求不太可能出现下滑。

由于业绩表现好于预期， 加之马斯克对未

来几年的发货量增速表态乐观， 特斯拉股价在

5日盘后交易时段大涨近7%。 今年以来特斯拉

股价累计上涨54%，目前市值288亿美元。

流动性盛宴仍将支撑全球牛市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经济基本面向好和充裕的流动性环境一向

被认为是支撑牛市两大最重要利好因素。 当前全

球经济增速放缓迹象明显，随着美联储日前正式

结束已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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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之久的第三轮量化宽松（

QE

）

措施， 市场对流动性将趋紧的担忧开始加重，有

观点甚至认为全球股票市场将因此迎来一轮熊

市。 综合来看，随着美国自身经济持续复苏，加之

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货币宽松欲望强烈，由此引

致的流动性盛宴仍将支撑全球牛市。

全球货币宽松仍在路上。

一方面，全球头号经济体美国的

QE

只是结

束“额外”的货币刺激，但联储会议纪要中“仍将

在很长时间内维持超低利率”的表述，奠定联储

货币宽松基调。多位美联储高层强调，美国并未

进入真正紧缩周期， 此前已向市场注入的大量

流动性并未收回，仍在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结

束

QE

正是因为美国经济已强劲到无需更多“货

币外力”刺激，从长期来看强劲经济将成为美股

利好因素。相反，如果经济再度出现丝毫疲软苗

头，不排除联储重回量宽时代的可能，正如联储

所言，货币政策绝非板上钉钉，会视对经济和金

融市场影响而随时调整。

另一方面， 其他经济体货币宽松进程正紧

锣密鼓，以应对美联储结束

QE

后可能带来的冲

击。日本央行上周五意外宣布，将扩大量化宽松

规模， 把每年资产购买规模从目前的约

60

至

70

万亿日元增至约

80

万亿日元。 日央行表示，决

定在货币政策方面为经济提供更多支撑，以防

止

4

月的消费税率增加导致经济继续下滑。 在

饱受通缩和衰退威胁的欧洲，其央行对全面量

化宽松政策跃跃欲试。 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

10

月通胀率仅为

0.4%

， 徘徊于历史低位附近，

连续一年不及欧央行设置的通胀目标

2%

的一

半，通缩风险已愈演愈烈，欧央行在近期购买资

产支持证券和在明年初之前推出全面量化宽松

政策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大。

除欧日两大央行外，瑞典央行和韩国央行近

日纷纷加入再宽松行列。 前者降息

25

个基点，正

式加入零利率阵营； 后者为提振经济在

8

月和

10

月均连续降息，且市场预计仍有继续降息可能。

近期国际油价比较罕见的持续下跌，有

效缓解了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压力， 使各国

货币政策将拥有更大的放松空间， 特别是在

经济增速可能放缓的背景下， 或促使更多经

济体加入宽松阵营。 很多经济体近日只是表

露出宽松意愿而并未采取行动， 实际正是基

于对通胀上涨过快的担忧。原油、黄金等大宗

商品步入熊市后带来的资金分流， 会对股市

继续向好提供补充。

在经历

10

月前两周持续下跌后， 全球股市

在

10

月后两周快速反弹， 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

股市反弹幅度都在

10%

以上， 即便是月底美联

储宣布彻底终止

QE

政策，也未对股市带来下行

压力，新兴市场股市近期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资金流向监测机构

EPFR

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联储退出

QE

的

10

月的最后一周， 流向全球股

票基金的资金反而明显增长， 全周净吸金额达

204.4

亿美元，创

53

周最高水平。表现最好的正是

美国股基， 其资金净流入额占到全球股基净吸

金额的四分之三以上，创下

58

周来最高水平。

纽约油价近期走势 新华社图片 制图/王力

新闻集团

上季净利同比大增141%

新闻集团5日发布的上季度财报显示，该

集团当季总营收为21.5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

20.7亿美元增长4%；归属新闻集团股东的净利

润为650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700万美元大

增141%。 良好业绩带动新闻集团股价，5日该

公司股价在纳斯达克市场常规交易中上涨

1.02%，在盘后交易中，股价上涨3.86%。

按部门划分， 新闻集团新闻和信息服务部

门当季营收为14.51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

14.95亿美元下滑3%；未计入利息、税费、折旧

和摊销之前的利润为1.05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

的1.33亿美元下滑21%。 新闻和信息服务业务

是对新闻集团营收贡献最大的业务。 这一业务

包括了该集团持有的位于巴西、 澳大利亚和美

国的报纸资产。 其中，《华尔街日报》和《泰晤

士报》等报纸的发行营收是一大亮点，主要原

因是这些报纸订阅价格上涨。 （陈听雨）

欧央行即将购买资产支持证券

□本报记者 陈听雨

欧洲央行在6日结束的议息会议后宣布，

维持基准利率于0.05%不变， 将存款利率和边

际贷款利率分别维持在-0.2%和0.3%不变。 英

国央行同日宣布， 维持基准利率于0.5%不变，

资产购买规模维持于3750亿英镑不变。 两家央

行的最新货币政策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6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 欧洲央行将很快开始购买资

产支持证券(ABS)，购买计划至少将持续两年

时间。 如有必要，将采取更多措施。 德拉吉讲

话开始后，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欧元汇率

和黄金价格下跌，美元汇率上涨。截至北京时

间6日22时， 欧元对美元汇率下跌0.6%，从

1.2500上方跌至近 1.2400， 美元指数上涨

0.5%，黄金期货价格下跌0.3%，布伦特原油

价格下跌0.99%。

欧央行释放宽松信号

德拉吉6日表示，欧元区经济仍然存在下行

风险， 风险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和改革不足的风

险。在此情况下，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对于

在必要情况下推出更多刺激政策没有异议，央

行采取的措施将影响政策传导和信誉。 资产购

买、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等措施将明

显影响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正迈

向2012年的水平，即扩大1万亿欧元。 欧洲央行

管理委员会正密切关注欧元区中期通胀走势，

预计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将维持低位， 并将在

2015年和2016年逐步上升。 德拉吉特别指出，

触发欧洲央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有两个条件：

一是当前的行动还不足够； 另一个是欧元区通

胀前景恶化。

近期欧元区出炉的一系列经济数据表现疲

软， 经济增长陷于停滞状态， 通缩趋势愈发明

显。 欧洲央行在9月决定，将所有利率全部降低

10基点。欧元区基准利率降至0.05%，隔夜存款

利率降至负0.2%， 隔夜贷款利率降至0.3%，并

于10月启动了担保债券购买行动，未来进一步

扩大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不断升温。

欧盟委员会4日发表秋季经济报告， 全线

下调欧元区今明两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

长预期，将欧元区2014年GDP增速预期由此前

作出的1.2%下调至0.8%；2015年预期由1.7%

下调至1.1%。同时将欧元区2014年通胀率预期

由0.8%下调至0.5% ，2015年通胀率预期由

1.2%下调至0.8%。

路透社6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 接受调

查的机构外汇策略师大多认为，欧洲央行刺激

通胀率的唯一途径是购入主权债。 德国商业银

行外汇策略师艾斯特·瑞切特称，只有购买主权

债，欧洲央行才有希望达到可媲美美联储量化

宽松政策的效果。

英国加息时点或延后

英国央行定于12日公布经济预测报告，机

构预计， 英国央行将在报告中下调通胀与经济

增长预估，可能预示明年年中以前不会加息，甚

至可能要到更晚才加息。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

家霍尔丹此前表示， 他对经济的看法较几个月

前更悲观，部分是因为欧洲经济环境恶化，同时

英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所下滑。 英国央行将

薪资增长作为考虑加息时间点的关键因素。

加拿大丰业银行分析师阿兰·克拉克称，英

国央行12日可能将未来两年通胀预期由1.8%下

调至1.7%，若如此，首次加息则要等到明年较晚

才有可能。

5日，Markit公布，英国10月服务业PMI指数

由9月的58.7跌至56.2，创17个月来新低。 Markit

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称，服务业成长放

缓，直接打压了英国央行短期内加息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