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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资27亿美元

惠普收购WiFi设备商

据路透社报道，惠普公司3日宣布，将以约

27亿美元的总价格收购无线网络设备生产厂

商Aruba� Networks， 旨在提高惠普在移动设

备市场的占有率， 在网络业务领域追赶行业领

头羊思科公司。 该交易将是惠普在2011年后规

模最大的一笔收购。

这笔交易出价为全现金每股24.67美元。在

收购传闻传出后，2月27日Aruba股价涨9.7%，

并创两年新高。截至3月2日，今年以来Aruba股

价累计涨幅为36%。

惠普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

曼称，Aruba的无线移动解决方案将与惠普的

交换机产品线结合在一起， 让惠普能提供最安

全的网络解决方案， 帮助企业轻松部署新一代

移动网络。

Aruba总部位于美国硅谷，主要为商店、企

业园区、酒店及大学等建立WiFi网络。 美国加

州州立大学和中国大连万达集团都是其客户。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用户使

用移动设备上网，更多企业也允许员工使用无线

设备访问工作系统，Aruba的业务蒸蒸日上，收

购交易将帮助惠普利用这一趋势，扩大在无线网

络市场的份额。 同时，收购Aruba还有助于惠普

获得进入亚洲市场、 特别是中国市场的新入口，

在网络业务方面同思科竞争。（陈听雨）

上月澳门博彩收入超预期

港股博彩板块受提振

澳门政府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澳

门博彩收入达到195.4亿澳门元， 同比下滑

48.6%，为2011年初以来最低水平，但这一数据

仍好于市场预期的下滑54%。 花旗当天发布报

告称，2月最后五天澳门博彩业日均收益达到

11亿澳门元， 显著高于此前一周5.58亿澳门元

的日均水平。

受上述消息提振， 香港市场多只博彩股3

日反弹，扭转了此前的连续下跌趋势，其中龙头

公司美高梅中国、金沙中国、永利澳门、银河娱

乐的股价涨幅都在2%左右。

相比之下， 受部分网络彩票业务暂停的影

响， 港股市场上的互联网彩票概念股则大幅下

跌，其中第一视频下跌11.3%，中彩网通控股下

跌12.3%，御泰中彩下跌5.3%。

此前的2月底，《体育总局关于切实落实彩

票资金专项审计意见加强体育彩票管理工作的

通知》发布，此外财政部、民政部和体育总局联

合下发《开展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自

查自纠工作有关问题通知》， 部分省级彩票管

理中心从2015年2月25日起暂停接受互联网彩

票销售订单。 受此影响，第一视频发布公告称，

自3月1日起集团业务伙伴已暂停网上销售无

纸化彩票及手机销售彩票业务， 该集团业因此

同时暂停彩票相关业务， 目前尚未明确恢复相

关业务的时间。（杨博）

金管局再出手

港贷款商股价坐过山车

继上周五推出三项房贷收紧措施后， 香港

金管局2日再度出手，在执行的相关细节上进一

步收紧。受此影响，可为贷款者提供二次按揭的

香港本地贷款商股价3日普遍走软，逆转了前一

天的上涨行情。

在香港金管局上周五发布公告后， 一些市

场人士认为部分无法通过银行满足按揭需求的

贷款者可能转向本地贷款商借款， 从而刺激部

分贷款企业股票2日大涨。 但金管局2日晚间再

次发出通告， 宣布如果按揭申请人通过额外融

资导致整体按揭贷款比例超出金管局正常允许

的比例20个百分点，银行需要将适用的供款占

收入比例 (DSR)上限调低5个百分点，并重申

DSR上限的规定适用于借款人的所有负债，包

括任何来源所得而用于购置物业额外按揭融资

和负债。 此外金管局还要求与银行有信贷业务

关系的贷款商遵守上述按揭贷款指引， 否则可

能终止其与银行业的业务关系。

香港市场上的贷款企业股份中， 华人策略

控股(8089.HK)3日大跌38%，此前一个交易日

曾暴涨27%； 霭华押业信贷 (1319.HK) 下跌

2.2%， 前一日上涨1.7%； 环球信贷集团(1669.

HK)下跌4.93%，前一日上涨1.91%。 （杨博）

便携摄像市场再添竞争者

GoPro霸主地位遭遇挑战

□

本报记者 杨博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便携运动摄像机生

产商GoPro� (GPRO)股价3日大跌5%，当天中

国厂商小米推出了与前者产品相似的便携摄像

机，不但具备GoPro产品的多数功能，且售价只

是后者入门级的一半。 有投资者担心小米带来

的冲击只是第一波， 随着越来越多对手加入竞

争行列，GoPro的市场主导优势最终将消失。

中国市场遇劲敌

小米2日正式发布便携式运动摄像机 “小

蚁” 。 据小米官网介绍，这款新品重量仅72克，

体积是一个火柴盒的大小， 配备155°超大广

角镜头和专业运动影像处理器。 与GoPro的

HERO系列产品相比，小蚁拥有1600万像素索

尼背照式图像传感器， 高于HERO的500万像

素，视频记录每秒60帧，是HERO的两倍。 小蚁

最低售价为399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GoPro�

HERO入门级产品的最低售价为130美元。

此前的1月中旬，GoPro首席执行官伍德曼曾

表示已在中国市场迈出第一步，产品开始在天猫和

京东两大电商以及一些精选的线下零售店销售。

财报显示，2014年GoPro总收入14亿美

元， 其中超过5亿美元来自北美洲以外的地区。

该公司称国际扩张将是未来收入增长策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

然而小蚁的问世无疑给GoPro拓展中国市

场带来挑战。有投资者担心，由于具备价格优势，

来自中国制造商的竞争将给GoPro带来巨大冲

击，小米可能只是第一波。但也有行业人士指出，

小米与GoPro的目标受众完全不同，就像智能手

机市场上，小米手机的用户与苹果手机用户是两

个群体一样，此外小米在中国以外市场的品牌知

名度不算高，很难吸引发达市场消费者。

市场竞争加剧

路透统计显示， 目前GoPro仍牢牢占据便

携摄像市场龙头地位，市场份额高达94%，位居

第二位的索尼市场份额仅为3%。 但GoPro面临

的竞争正有加剧之势。

不只是小米，全球多家主流消费电子厂商

都已进军便携摄像市场。索尼在今年初的国际

消费电子展上推出采用蔡司镜头的4K高清运

动 相 机 FDR-X1000V， 直 接 与 GoPro�

HERO4展开竞争。 全球知名的导航系统制造

商佳明（Garmin）和台湾电子制造商HTC也

都发布了相关新品。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初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披露的文件显示，苹果已

经获得一项远程摄像控制技术专利，能够帮助

用户远程控制电子摄像器材，这意味着苹果也

有能力生产相似的产品。

受竞争加剧的因素影响，GoPro近期股价表

现低迷，今年以来股价累计下跌37%，自去年10月

创历史新高以来的累计跌幅达到56%。 目前花旗

和巴克莱等都给予GoPro股票“中性”投资评级。

大众汽车

去年销量创新高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 (VOWG)2日发布的

2014财年年报显示，集团去年全年汽车交付量

1014万辆，销售收入2025亿欧元，两项数据均

创集团历史新高。 截至2日收盘，大众汽车股价

今年以来的累计涨幅达24%。

2014年，大众汽车税前利润增至148亿欧元。

主要得益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大众在中国的

两家合资企业的股权利润均高于去年同期。

大众汽车表示，2014年除中国市场外，大众

汽车在全球其他地区增长前景疲弱， 该公司

2015年的增长前景仍存一定不确定性。“部分国

家表现出政治的不确定性、 货币的强烈波动，这

为大众汽车在该地区的增长前景带来了诸多挑

战。 ”大众汽车预期，今年销售收入有望同比增

长4%。（陈听雨）

港股民营医院板块

估值存提升空间

□

本报记者 刘杨

在港交所挂牌的民营医院概念股华翰生物制药（0587.HK）2月12

日以来其股价已累计上涨16.88%。 内地相关扶持政策可能出台的预期

同样导致港股同一板块中的凤凰医疗（1515.HK）和复星医药（2196.

HK）等走强。

分析人士指出，在沪港通背景下，港股民营医院板块与A股相关板

块相比，估值更具吸引力，未来的投资价值不容小觑。

估值具备吸引力

去年，国务院出台多项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创办医院，并提出2015年民营

医院服务量的占比要达到20%，另外允许医师到不同机构“多点执业” ，支持

民营医疗行业发展的政策面基础已然确立。

截至目前，香港第一家纯民营医院概念的上市公司凤凰医疗，其托

管加收购的大型二、三甲医院总数已达5家，以IOT(投资、营运、移交)的

模式提供医疗机构管理，以及对医疗机构提供药品、器械及耗材，目前

该公司正在积极拓展医疗服务业务。 其TTM市盈率为72倍。

该行业的后起之秀是华翰生物制药，其床位数规模目前已接近凤凰

医疗。 并且其现有业务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财报显示，2014至2015财

年上半年华翰生物制药公司净利润为2.989亿港元， 同比增长20.9%，

TTM市盈率为22.5倍。 该公司年报披露，医疗服务业将会成为华翰生物

制药2015年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其核心竞争优势在于，该公司不仅为当

地公立医院引进先进医疗设备和诊疗技术， 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还积极发展包括干细胞存储库、胎盘血蛋白等血液制品生产基地、抗衰

中心等新业务。

此外，内地医药巨头复星医药目前TTM市盈率为17.9倍，目前医

疗服务业务占集团总收入的10%。齐鲁国际预计，其医疗服务业务占比

未来将会继续扩大。 该公司此前以收购民营的营利性医院为主要并购

方式，而去年其开始积极进入公立医院领域，加快医疗服务业的布局。

相比之下，A股民营医院板块中的爱尔眼科（300015）、 恒康医疗

（002219）、金陵药业（000919）的TTM市盈率分别为69.3、65.8和37.1倍。

医疗服务业增长有望提速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医疗服务的增长要高于制药行业，加上民资改

善公立医院的运营效率，配合供应链管理，民营医院的潜在盈利能力不

容忽视。

华安证券指出，通过提升医疗服务的价格，提升服务收入在医药总

收入中的比重，降低药品收入比重及医院对药品收入的依赖，可从根本

上改变“以药养医”的模式。 医疗服务价格的上升，将改善医院的收入

结构，并提升医院的利润率。

事实上，近年来民营医院在内地的增长十分强劲。 花旗银行指出，

截至2014年9月，中国内地民营医院达到11963家，同比增长10.8%，占

全国医院总数的47.3%。

与此同时，医疗行业的总需求预计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安信国际

研报指出，2000年以来，国内年度诊疗人次增长超过2倍，近几年的增

速也保持在8%至10%区间。此外，老龄化和医保等因素，也是未来提升

该行业保持需求稳定增长的支撑点。

此外，内地的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配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为满

足不断增长的行业需求， 安信国际认为， 内地应增加医疗服务行业的投

资。 同时，内地已明确提出要把医疗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自2万亿元人民

币提升至8万亿元人民币，因此该行业未来具备较大的增长空间。

今年以来股价上涨87%

汉能薄膜发电市值超港交所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继2日上涨5.1%后， 汉能薄膜发电(0566.

HK)3日涨10.5%至5.25港元， 再度刷新上市以

来的新高，当日成交额9.1亿港元。 至此，其今年

以来累计涨幅高达87%， 总市值已达到2186.5

亿港元，超过了港交所（00388.HK）2081亿港

元的市值。

尽管薄膜发电技术本身应用范围远不如晶

硅技术广， 特别是欧美主要光伏企业很少采用

薄膜发电技术， 汉能薄膜发电本身前期也曾遭

遇媒体对其财务等状况的质疑， 然而近期有多

家机构开始看好薄膜发电技术以及汉能应用该

技术的前景，汉能在公司层面也传来利好，这都

对其近期股价构成支撑。

机构看好技术前景

所谓薄膜光伏发电， 即为把一层特制薄膜

制成太阳能电池。 目前全球硅供应整体处于趋

紧状态，由于薄膜光伏发电用硅量非常少，因此

与当下应用最广泛的晶硅光伏技术相比， 其最

明显的优势无疑是成本低。此外，薄膜发电还具

有弱光性好、灵便等优点，可以在光线较差的地

方发电，还可以和建筑物很好地结合。

然而薄膜发电也具有明显的缺点， 它的效

率和稳定性都远远不及晶硅技术， 因此众多欧

美企业纷纷弃而不用。多家机构认为，通过不断

的收购和发展专利， 汉能薄膜发电正在不断完

善该项技术，并且扩展着自身的发展领域。

高盛集团指出， 汉能薄膜发电具有自身的

技术优势，值得投资者关注。 资料显示，自2012

年起， 汉能薄膜发电完成了针对全球领先薄膜

发电技术知识产权的一系列收购， 包括德国

Solibro的铜铟镓硒共蒸发技术； 美国Mia-

Solé的铜铟镓硒溅射制造技术； 美国Global�

Solar� Energy的铜铟镓硒整合电池互联和封

装技术。 其铜铟镓硒组件经德国弗劳恩霍夫太

阳能系统研究院认证的最高转化率达到21%。

目前， 该公司拥有全球领先的研发团队和遍布

全球的六个研发中心，拥有多项相关专利，在薄

膜发电技术和装备制造方面具备全球领先的竞

争优势。

南华金融表示， 汉能薄膜发电能够长期供

应价格稳定的电池板，完成技术收购后，整线原

材料及生产成本下降， 加之政府补贴等利好政

策作为支持， 有助于该公司掌控快速增长的柔

性薄膜太阳能市场。

里昂证券太阳能行业分析师杨立志坦言，

与晶硅技术相比， 目前薄膜发电技术在全球光

伏市场占比并不高， 而且过去几年大多数薄膜

发电企业发展状况不佳， 但汉能薄膜发电有三

点优势： 规模效应、 协同效应和母公司雄厚实

力。 他指出，除了Solar� Frontier，汉能是目前

全球唯一做到大规模CIGS(铜铟镓硒)量产的公

司； 汉能收购的多家全球技术领先的薄膜发电

企业拥有的各种技术可以产生协同效应。

利好消息频传

除技术外， 汉能薄膜发电近期在公司层面

上也频传利好消息。

该公司3日发布盈利预增公告，预计其截至

去年底止的全年净利润将增长55%以上， 主要

由于年内收入大幅增加。 其中特别是非关联交

易产生的下游业务收入，在去年取得重大突破，

占集团年度总收入约35%以上， 较2013年度出

现大幅增长， 此外其去年出售旗下五个光伏电

站项目也取得显著收益。

汉能薄膜发电还于2月27日公布， 将向新

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增发15亿股， 每股价格3.64

港元，总共筹资达54.6亿港元。 此外，汉能还宣

布与新华联旗下的山东新华联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已经订立销售合同和服务合同，向其出

售BIPV(光伏建筑一体化)业务生产线设备，总

产能为600MW，价格为1.98亿美元，并对此生

产线设备提供技术服务， 服务费用为4.62亿美

元。 这是迄今为止汉能获得的上游生产线销售

和服务合同中最大的单一订单，预计将为该集

团带来共6.6亿美元(约51.5亿港元)收入。 分析

人士认为， 与新华联的合同具有示范效应，将

推动汉能在BIPV(光伏建筑一体化)领域的快

速扩展。

在汉能薄膜发电市值持续创新高后， 杨立

志表示， 市场目前可能仍然严重低估了汉能的

成长潜力。汉能是一家被低估、有远见的高科技

公司。杨立志强调，投资者不应仅局限于短期的

盈利预期看待汉能。 一旦汉能成功进入民用光

伏产品市场，其盈利将爆发式增长。 目前，汉能

已经宣布研发全太阳能电动汽车，并在今年2月

正式发布了其移动能源战略。 而即便汉能采取

最保守的 “单纯出售光伏组件” 的方式，到

2020年其年净利润也将达到18亿美元(约合141

亿港元)，相当于2013年的7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