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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通告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公司由“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更名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特此通告。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股全年表现平淡 机构看多明年走势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机构乐看明年港股

截至 12月 30日收盘， 恒生指数报收

23501.1点，年初至今涨幅仅为0.84%，恒生国

企指数报收11844.1点，年初至今涨幅达9.5%。

从板块看， 金融板块是蓝筹中表现最好的板

块，恒生金融指数涨幅为6.79%。 数据显示，香

港主板市场中， 全年表现最好的是光启科学，

年内涨幅高达2253%，其次为新传媒年内涨幅

为1158%，确利达国际为812%，此外阿里旗下

的阿里健康涨幅也高达801%。

从海外机构已发布的策略报告看， 大部

分对于明年港股仍抱乐观情绪，而对于国企

股更是乐观。 瑞信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部亚

洲首席投资总监范卓云预测，恒生指数未来

一年目标为25000点，相对于目前点位有6%

左右的涨幅。 未来一年股市最重要的推动力

为内地改革及宏观经济因素，相信定向降准

及财税激励政策的推出，会有助稳定中资企

业的前景。

花旗集团报告则表示，预计明年上半年

内地会进一步降息， 有望减少投资者对宏

观经济过度调整和出现通缩风险的担忧。

明年恒生指数有望突破27500点，即涨幅超

过16%。 高盛同样乐观，该行预测明年底香

港恒生指数的目标将指向26500点， 预估有

11%的潜在回报；而国企指数的目标则有望

指向12300点。

汇丰报告则认为， 恒生指数将升至

26000点，相当预测市盈率10.9倍，潜在升幅

11%、明年成分股盈利增长预测为7%；恒生

国企指数由12000点升至13500点， 相当预

测市盈率7.4倍，潜在升幅19%、明年成分股

盈利增长预测8%。

具体板块上，汇丰报告表示，明年首季应

保持防守性，减少非银行类金融股持仓并转

至新经济板块，包括资讯科技、环保、医药及

消费，报告预测国企、农地改革将是大型投

资主题。

港股通仍有潜力

此前，在沪港通消息的刺激下，以港交所

为首的恒生指数成分股走出一波急促的上升

走势。 不过正式开通之后，资金参与的热情显

然低于市场预期，而内地资金参与港股通的规

模更是大幅低于市场预期。

上交所数据显示，港股通总余额为2395亿

港元，即开通至今仅使用105亿港元。从日均额

度看，除开通首日11月17日使用21.32亿港元，

12月5日使用16.51亿港元外，其余交易日均在

10亿港元以下， 绝大部分交易日使用额度在3

亿港元左右。

对于内地投资者参与港股通热情低迷，

南下资金规模偏小的原因， 港交所行政总裁

李小加指出， 主要是短期套利机会缺失，与

2007年“港股直通车” 不一样，两地市场间巨

大的估值差已经不复存在， 不少A+H股票的

H股甚至已贵过A股；内地机构投资者还未来

得及进场，包括公募基金、保险公司在内的很

多大型内地机构投资者还在等待监管机构公

布相关的投资指引。

此外，李小加还认为，目前投资门槛仍过

高，港股通合资格股票无小盘股,内地投资者

需要时间熟悉香港市场和沪港通的规则。 不

过李小加认为，短期来看，沪股通的成交确实

远远超过了港股通。 但是，长期来看，港股通

的增长潜力一定会超出外界的预期， 因为相

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 中国内地居民的海外

资产配置需求更大。

IPO有望表现出色

2014年，共有115家公司在港上市，创下

10年新高， 集资规模将达到2250亿港元。 与

2013年97家公司上市， 集资额1690亿港元相

比，增长33%。 这对于失去阿里巴巴的香港市

场而言，显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今年香

港IPO集资额仅次于纽交所。

从今年的IPO情况看， 中广核是市场最为

追捧的上市公司， 参与新股申购的资金高达

3500亿港元，超额认购倍数达300倍，参与投

资人高达10多万。

毕马威中国合伙人兼香港资本市场主管

陈清珠表示；“在中国持续推出刺激经济措施

及美国经济复苏的带动下， 香港IPO市场仍将

有强劲表现，集资水平于2015年能维持现时水

平左右。 市场表现将取决于预期的大型招股项

目是否能够顺利开展。 ”

毕马威分析，在2015年将会有110家公司

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IPO集资额将超过

2000亿港元， 其中金融服务业将会是市场焦

点，包括中资银行及保险公司。 另外亦会有其

他来自医药和环保相关行业的上市计划。 此

外，安永也认为，香港证券市场交投活跃，令资

本可以大量流入，成为吸引企业来港上市的原

因之一，预计2015年香港IPO集资规模仍可保

持在2000亿港元左右。

华尔街巨头盈利全面复苏

美金融股整体估值仍处历史低位

□

本报记者 杨博

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度令华尔街金融机构遭

遇重创，独立投行模式走向终结。 过去近七年的

时间里， 告别投行时代的华尔街巨头一直在努

力修复创伤， 目前盈利和营收水平均已恢复至

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从股价表现看，在本轮美股

牛市中，金融股整体跑赢大市，其中商业银行显

著好于以投行业务为主的机构， 但目前美国金

融业整体估值水平仍处于历史低位。

华尔街巨头盈利复苏

次贷危机的爆发令华尔街遭遇重创， 五大

投行中有三家破产或被收购， 仅存的两家大型

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被迫“转型” 成为银

行控股公司， 以便从美联储获得紧急贷款。 至

此， 现代华尔街引以为傲和赖以立足的独立投

行业务模式走到尽头。

经历危机后，华尔街重新归于理性，杠杆率

大幅下降。 危机前，为了追求更高利润，各大投

行纷纷提高杠杆，大量进行衍生品交易，从2001

年到2007年，华尔街投资银行业杠杆率从24.72

倍急剧增至37.98倍。 危机爆发后，投资银行纷

纷通过降低融资融券规模、 削减自营业务等方

式大规模降低杠杆比率，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到2012年时，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杠杆率就已

降至13到14倍。

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的盈利也持续稳健复

苏。 据最新财报，今年第三季度高盛第三季度净

收入84亿美元，同比增长25%，调整后净利润21

亿美元，同比增长34%；摩根士丹利净收入89亿

美元，同比增长12%。

其他主要金融机构中，摩根大通第三季度

净收入达到242亿美元，位居主要金融机构的

首位， 同比增长5%； 美国银行收入212亿美

元，同比下滑1.5%；花旗集团收入196亿美元，

同比增长10%； 富国银行收入212亿美元，同

比增长4%。

商业银行表现突出

在业绩恢复的同时， 华尔街金融机构股价

也大幅反弹。 彭博数据统计，自2009年3月本轮

牛市启动以来，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209%，其

中金融板块整体上涨303%，位居十大行业板块

的第二位。 其中，商业银行的股价表现显著好于

投行，富国银行上涨462%，花旗上涨421%，美

国银行上涨383%，摩根大通上涨296%，而摩根

士丹利和高盛的涨幅分别为136%和165%，均

不及大市。

相比之下，在此前2002年9月-2007年9月

的五年牛市期间 ， 标普 500指数累计上涨

87%，其中金融板块整体上涨66%。 此间高盛

上涨228%，摩根士丹利上涨124%，均显著跑

赢大市。

据彭博数据， 今年以来标杆股指标普

500指数累计上涨13%，目前市盈率18.5倍，

总市值19.136万亿美元。 而标普500金融指

数今年以来上涨14.63%，位居十大行业板块

的第五位。

目前标普500金融指数成分股平均市盈率

为14.99倍，处于历史低位，市净率为1.45倍，超

过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但也处于历史低水平。 相

比之下在2007年时该指数成分股平均市盈率为

16.3倍，市净率为1.58倍。

主要金融机构中， 以市值计美国最大的银

行富国银行今年以来股价上涨26%， 目前市值

2760亿美元， 市盈率13.65倍； 摩根大通上涨

10.55%，市值2212亿美元，市盈率10倍；美国银

行上涨17.16%， 市值1772亿美元， 市盈率11.2

倍；花旗上涨5%，目前市值1600亿美元，市盈率

10.14倍；高盛上涨12%，市值835亿美元，市盈

率10.33倍；摩根士丹利上涨25.6%，市值703亿

美元，市盈率16.27倍。

目前标普500金融指数总市值3.116万亿美

元，占标普500指数全部市值的16.6%。 仅次于

IT板块19.7%的占比，位居第二位。

俄经济5年来首现萎缩

俄罗斯政府29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11

月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萎缩0.5%，这

是该国经济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月度下滑。

同日，俄罗斯货币卢布贬值7%，结束了之前连

续5个交易日的涨势。 盘中最高跌幅为9.5%，创

12月15日以来最大盘中跌幅。 截至北京时间30

日17时，今年以来卢布对美元已累计下跌43%。

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11月俄罗斯GDP同比

下降0.5%；2014年前11个月，该国GDP增长0.6%。

经季节调整，11月俄罗斯经济同比下降0.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认为， 经济下滑的主要

原因是加工业、建筑业、批发业、农业等多个部

门增长收缩； 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部门为采矿

业、零售业和电力、水利、燃气等行业。

据俄罗斯央行预测， 今年俄罗斯经济将增

长 0.3% ，2015年为零增长 ，2016年将增长

0.1%。 在采取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等措施前提

下，2017年经济有望增长1.6%。

油价暴跌、 西方制裁和卢布危机三重冲击

之下，俄罗斯经济正滑向衰退边缘。俄罗斯经济

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表示， 若油价继续维持在

每桶60美元左右，且西方制裁继续实施，俄罗

斯经济在2015年将萎缩3%， 要到2016年才可

能恢复增长。（陈听雨）

摩根大通建议

明年继续超配股票资产

摩根大通在最新发布的2015年金融市场

展望和策略报告中指出， 该机构明年最主要的

策略是维持对股票资产的超配，其自从2009年

年中以来一直建议超配股票。

摩根大通认为， 股市通常所面临的风险来

自于三方面： 衰退、 通缩以及不确定性急剧上

升，而这三种情况明年均不大可能出现，因此股

市上涨的阻力较小。具体而言，通缩在某些国家

出现甚至强化都是可能的， 但在全球增速达到

3%的情况下， 全球经济整体并不会出现通缩。

明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是美联储加

息的影响，摩根大通预计，联储明年可能只有三

次加息， 然而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也不会促使投

资者转为持有现金太长时间。

对于其他投资类别，摩根大通预计，美元将

在2015年继续走高，大宗商品将小幅走高，原油

价格可能出现反弹。 摩根大通指出，尽管近期美

元被普遍看涨，但目前其市场价格仍未反映全部

宏观因素，包括美联储未来加息轨迹以及日本和

欧洲央行不断加码宽松政策等。 若油价继续下跌

的预期将最终迫使欧佩克在明年年初减产，布伦

特油价明年年底将上涨到每桶88美元；如果欧佩

克不减产或减产未能充分执行，最终油价将大大

低于每桶88美元的水平。 不过摩根大通分析师也

承认，欧佩克减产可能性只有60%。（张枕河）

日本明年或下调

企业税税率

据媒体报道，日本执政联盟12月30日批准

了一项税率改革计划，希望于2015年春季开始

下调目前过高的企业税税率， 以刺激经济加速

复苏。 按照该计划，至2016年，企业所得税的实

际税率将比目前至少下调3.26%。 日本执政联

盟希望该计划能够在明年1月中上旬推出。

此前，日本政府曾表示，将在未来数年间通

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方式来减轻该国企业的经

营负担，以提振该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应对

国际市场上的严峻挑战。 而近期以来日本经济

表现显著不及预期， 日本政府或被迫提前推出

这一举措来抢救经济。

目前，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累计征收的企业

所得税平均税率为34.62%， 低于美国的水平，但

高于其他主流经济体。 而在此次发布的税收调节

计划中，日本执政联盟承诺，将考虑在2016年3月

份时把平均企业税税率降低到32.11%， 之后在

2017年同期进一步降低到31.33%。（张枕河）

恒生指数今年走势

尽管沪港通一度刺激港股

走出一波急促的上攻走势，不过

开通之后，由于资金参与的热情

显然低于市场预期，年初至今涨

幅仅为

0.84%

。不过，从海外机构

已发布的策略报告看，大部分机

构对于明年港股仍抱乐观情绪，

而对于国企股更是乐观。

此外，受益于中国刺激经

济措施及美国经济复苏，

2014

年赴港

IPO

集资规模再次夺得

全球第二把交椅， 并有望在

2015

年维持今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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