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新车销量

料连续两年下降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19日发布的最新预测

数据显示，2015财年 （2015年4月—2016年3

月） 日本国内新车销量预计将跌至499.19万

辆，比前一财年减少5.4%。若此预测成为事实，

将是日本新车年销量连续第二年减少，同时也

是四年来首次跌破500万辆。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认为， 虽然日本经济未

来有望整体温和复苏， 但仍对国内汽车销量前

景不乐观。 除了消费税增税后消费者持续抑制

购买行动之外， 今年4月起微型车加税也将使

购车需求逐步陷入低迷。（张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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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 � � � �编号：临2015-0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发行了201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

工具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

债务融资

工具简称

15 沪 电 力

SCP001

债务融资

工具代码

011569001

债务融资

工具期限

90日

计息方式 付息固定 发行日

2015年03月

18日

起息日 2015年03月19日 兑付日

2015年06月

17日

实际发行

总额

11亿

计划发行

总额

11亿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票面利率 4.39%

主承销商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已经在中国货币网（http:

//www.chinamoney.com.cn） 和 上 海 清 算 所 网 站 （http://www.

shclearing.com）上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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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联合重组事宜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今日有关媒体刊登了 《国家核电与中电投正组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方

案将公布》的报道，公司股价涨幅达到10.01%。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 ）联系，中电投集团告知联合重组

事项仍在拟制具体方案，待具体方案制订完毕后仍需上报批准。 中电投集团

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向公司通报重组进度， 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已于2015年2月4日披露了《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

告》，2015年2月6日披露了《股价异动公告》，分别对中电投集团与国家核电

技术公司联合重组事项进行了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060� � � � � � � �证券简称：海信电器 公告编号：临2015-007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的时间和方式：会议召开十日前以通讯方式通

知。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八人，实际出席的董事八人。

（四）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董事长。

（五）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15年3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肖建林先生辞职的议案》，因工作调整原因，

肖建林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董事会同意上

述申请，并感谢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上述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辞任后，肖

先生将不再在本公司任职。

表决结果：同意八票、反对零票、弃权零票。

特此公告。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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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01、12永泰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9月12日召开201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014年3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14]� CP58号），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60亿元（相关公告已于2013年9月13日、2014年3月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

2015年3月19日，公司完成了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工作。

本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18亿元，期限为366天，单位面值100元，发行的利率为

7.1%，起息日为2015年3月19日，兑付日为2016年3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截至本期发行为止，公司短期融资券已累计

发行金额为53亿元。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及具体发行情况已在中国货币网（www.

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激光显示前景光明 MVIS年内涨1.3倍

□本报记者 杨博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视觉应用解决方案提供

商Microvision(MVIS)股价18日大涨13%，年

内累计涨幅高达130%，成为美股市场上表现最

好的公司之一。

去年以来， 由于自主研发的超微激光投影

技术得到客户认可，MVIS持续接获订单。 眼下

市场对激光显示技术应用前景普遍看好， 认为

其有望取代LCD成为下一代主流显示技术。

技术获顶级企业认可

MVIS是一家专门从事数字图像产品和视

觉系统应用解决方案研发、推广的高科技企业，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该公司的拳头产品PicoP是

一种超微激光投影技术，适用于微型投影仪、汽

车挡风玻璃和移动消费电子产品等终端设备。

与其他使用LED光源和面板的投影技术不同，

PicoP主要使用微电机系统和激光完成成像，因

此在产品尺寸、成本、耗电量等方面具有优势。

本周一，MVIS宣布获得来自一家财富全球

100强客户的价值1450万美元的PicoP投影仪

模块组件订单。本月初MVIS刚刚与该客户签订

PicoP技术非独家授权协议， 作为协议的一部

分，该客户将在本月内向MVIS支付800万美元

的先期授权费用。 另据悉， 早在2013年4月，

MVIS就已经与该客户建立合作关系， 去年9月

和12月该客户曾订购了价值190万美元的元件，

并签订150万美元的服务合约。

MVIS未透露该客户的具体资料，但外界普

遍猜测其很可能是索尼。去年初，索尼曾宣布正

在开发具有更高分辨率的微型投影仪模块，Pi-

coP技术将应用于这一模块之中。

行业观察人士认为，MVIS与顶级消费电子

品牌签订的技术授权协议，堪与2011年时Uni-

versal� Display（OLED）与三星签订的类似协

议相比，后者标志着AMOLED显示技术得到市

场认可， 具有改变市场格局的意义。 眼下的

MVIS， 就如同是2010年时的Universal� Dis-

play。

事实上除了索尼以外，MVIS的技术也获得

了其他顶级企业的认可。 去年该公司与物流巨

头UPS达成供货协议， 向后者提供定制化投影

显示模块， 与UPS的扫描系统结合以提高包裹

分拣流程的效率。 在今年初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 上， 以生产镭射键盘闻名的韩国厂商

Celluon推出了两款微型投影仪产品，均采用了

PicoP显示技术。

MVIS上周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去年收入

仅为350万美元， 但运营亏损从前一年的1510

万美元收窄至1320万美元。 该公司CEO托克曼

乐观表示，2015年将成为MVIS “转变的一

年” ， 预计元件销售和授权带来的收入将实现

“显著”增长。

今年以来MVIS股价强势上涨，年内累计涨

幅高达130%，目前市值1.8亿美元。

激光显示堪称“蓝海” 市场

MVIS受到追捧，还源于市场对激光显示技

术应用前景的看好。 激光显示技术使用激光光

束透射画面，具有色域范围广、寿命长、效率高、

功耗低、 节能环保等优点， 被认为是继黑白显

示、标准彩色显示、LCD高清数字显示之后的下

一代主流显示技术。

在中国，激光显示技术正迅速发展。 截至

去年， 中国在激光显示技术领域所申请的专

利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位， 仅次于美国和

日本。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支持。中国在

2012年颁布的 《新型显示科技发展 “十二

五” 专项规划》中明确提出，显示产业是年产

值超过千亿美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国的

激光显示是最可能领先国际水平的显示技

术。 规划要求开展超高亮度激光显示、高性能

低成本激光显示、 大屏幕激光电视以及便携

式（含微型）激光显示等整机产品的工程化

与产业化开发，并制定了“产值100亿元/年，

产量50万台/年” 、“激光显示影院系统：30%

占有率” 等目标。

在技术应用方面， 中国企业已走在前列。

比如在电视机领域，最初的显像管时代是由日

本企业掌控技术，在平板时代韩国企业掌控面

板专利技术， 眼下在激光显示技术和产品领

域，中国企业已占据主流。 去年国内厂商集中

爆发，海信、康佳等纷纷推出大尺寸激光电视

产品， 其中海信发布的完全自主研制的100吋

激光影院系统，采用超短焦技术，只需距离墙

体不到50厘米的空间就可投射出100吋的显示

画面。在今年初的CES展上，海信举办了“电视

的无屏时代” 新闻发布会，正式向海外推介了

“激光影院” 产品。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预

计，未来“无屏” 的激光显示一定会以巨大的

成本、重量和功耗优势为消费者所接受，最终

取代LCD平板显示。

国海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激光显示

产业目前在国内还处于启动阶段， 但未来可以

在全息投影、激光电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市

场想象空间巨大，潜在市场空间在100亿元人民

币以上。 激光显示正处在产业化加速期，产品需

求爆发在即。

油价二度探底

美石油行业展开新一轮“瘦身”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国际原油价格在今年1月中旬开始企稳两

个月后，在近两周内持续走软，显现出新一轮大

跌走势的“先兆” 。 许多业内机构和专家指出，

美国各石油企业可能展开新一轮“瘦身” 行动，

以保留实力在低迷时期生存下去。

穆迪在19日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计， 其追

踪的北美石油勘探和生产企业之中， 约有五分

之一在今年削减预算幅度将超过60%， 超过半

数的企业减支幅度不低于40%。

产量料继续下降

路透社指出，美石油企业加大幅度减支将会

产生深远影响。进一步节支会让已经受到重创的

油田服务行业继续失血，市场确信，美国今年稍

晚时候的页岩油产量将会有更大幅度的下降。

美国大型油服企业贝克休斯公司的最新监

测数据显示，上周美国陆上钻机数量为1069个，

已较去年11月创下的2014年高点1876个减少

了43%，而且未来可能进一步减少。 分析人士指

出， 这股减产趋势加上部分项目已经推迟了完

工时间， 已使得一些油企高层预言美国石油产

量出现下滑的时间，可能将比官方预估的更早。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在公布的最新预估

中称， 美国原油产量将在5月触顶， 达到每日

946万桶， 之后在6月回落至每日941万桶。 但

EIA目前预计，美国两大油田，即得州的Eagle�

Ford和北达科达的Bakken4月产量可能将出

现2013年以来的首度下滑，这被许多市场人士

认为是美国整体原油产量下滑或许将更早来临

的迹象。

美油企被迫“收缩战线”

业内人士指出，低油价可能迫使更多的美国

油企暂时“收缩战线” ，美国数十家较强的油企

在市况低迷时能迅速收缩战线，在市况好的时候

也可以很快提高产量，而目前进一步投入无疑将

带来更大的亏损，因此离场观望是较好的选择。

奥本海默基金石油分析师盖特表示， 目前

美国油企最关心的事恐怕就是“还能削减多少

成本，其它事情他们也控制不了” 。其预计，今年

5月将开始新一波的行业性资本预算削减，“不

论是综合油企还是偏重页岩油业务的企业在去

年11月至今年2月间都削减了大量资本预算，很

多公司已经接连两次削减成本，待5月公布一季

财报后，可能还会再次收紧支出。 ”

美国石油公司阿纳达科日前表示， 在当前环

境下已经难以看到高增长的可能， 很多项目都将

推迟计划以减少开支， 预计截至今年底处于未完

工状态的油井将高达420-440口。 石油生产商

EOG资源也预计，今年年底处于未完工状态的油

井将有285口，延后完工日期将会节省约5亿美元。

美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康菲石油也再度表

示将会节省开支， 预期未来三年每年的支出将在

115亿美元左右，低于之前预期的160亿美元。

市场分析人士还表示，一旦油价上升，油企

可能会迅速让“等待完工” 的油井投产。 虽然石

油生产商准备进一步减产， 但并未放弃对油价

反弹的期望。油企希望给投资者这样的印象，油

价一旦反弹就可以启用有待完工的油井， 并增

加钻机的数量。EOG首席执行官托马斯表示，该

公司今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为油价复苏做好准

备，以便在油价好转时可以迅速做出反应。

欧央行第三轮TLTRO

规模远超预期

欧洲央行(ECB)19日宣布，其通过第三轮

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释放了978亿欧

元的资金，远超市场预估中值。此前接受彭博社

调查的24位经济学家对第三轮TLTRO资金投

放量的预期从150亿欧元到1000亿欧元不等，

预估中值为400亿欧元。

分析人士指出，向银行业提供低成本贷款

是欧洲央行向欧元区经济注入资金的主要方

式之一，欧央行此举旨在把欧元区通胀率提高

至略低于2%的目标， 而该地区通胀率目前为

负值。 第三轮TLTRO规模扩大在一定程度也

反映出欧元区经济复苏逐步好转，已经开始提

振信贷领域，银行业未来向实体行业的贷款额

也有望增加。

欧洲央行在去年9月18日的首轮及12月11

日的第二轮TLTRO中分别放出了826亿欧元和

1298亿欧元的资金。（张枕河）

调查数据显示

美逾半数共同基金今年以来跑赢标普指数

□本报记者 陈晓刚

据彭博社报道 ， 基金研究机构Fund-

strat � Global � Advisors最新发布的调查数

据显示， 通过对美国3265只共同基金进行

统计， 截至3月6日有超过半数的基金净值

年内涨幅超过美国股市基准指数———标普

500指数。 该水平为2012年以来的最佳同期

表现。

数据显示， 去年仅有25%的美国共同基金

跑赢标普500指数，为1995年以来最低水平。 去

年标普500指数涨幅为11%。

Fundstrat联合创始人托马斯·李在研究报

告中称：“有助于提升主动型基金经理业绩的

因素在2015年都有所加强，主动型基金有可能

重演上世纪90年代初以及2000年到2007年的

辉煌， 当时主动型基金经理一般都能跑赢基准

指标。 ”

Fundstrat� Global� Advisors认为， 主动

型管理的基金策略比以往更容易获利， 因为美

国股票市场走势不会呈现普涨格局， 今年以来

美股呈现出2011年以来未曾出现的震荡行情。

今年1月以来， 标普500指数已经有两次连

续5个交易日下跌。 单日波幅超过1%的交易日

数量较去年增加了50%。 该指数今年以来仅上

涨不到2%，若3月底前再无良好表现，今年第一

季度将为标普500指数在2009年以来同期表现

最差的一次。

高银地产考虑私有化 本周股价上涨60%

□本报记者 杨博

在港交所挂牌的高银地产（00283.HK）19日大

涨27%，收于8.04港元，近一周的累积涨幅达到60%。

高银地产本周一股价大涨16%，周二早盘上

涨17.6%，随后因股价异动停牌。该公司随后发布

公告称，确认主席兼控股股东潘苏通获多家金融

机构就公司重组和私有化作出的建议。公司近期

委任一名财务顾问就当前架构进行策略审核，并

得到草拟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出售公司资产的主

要部分给潘苏通的可行性研究结果，以及由潘苏

通进行私有化可行性的推荐意见。

公告称， 潘苏通及公司仍在审核上述建议

及草拟报告， 公司并未订立任何有关出售事项

的协议，也未接获潘苏通提出的私有化建议。

资料显示， 高银地产主要发展中国房地产

业务， 特别是高端优质物业。 集团总部设在香

港，目前在天津发展大型高档房地产综合项目。

潘苏通旗下另一家港股上市公司高银金融

（00530.HK）19日上涨3.85%，近一周上涨近20%。

打击代购

香奈儿欧洲涨价亚洲降价

据路透社报道， 法国知名奢侈品牌香奈儿

18日宣布将协调全球各市场的价格差距，计划

自4月8日起调价， 具体方式是在欧洲市场涨

价，并在中国、韩国、泰国等亚洲市场降价，使产

品售价全球趋于一致。

香奈儿表示， 调价的主要原因是应对欧元

贬值，抵制代购对品牌形象带来的困扰等。分析

人士指出，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奢侈品销售下

滑，也是促使香奈儿调整价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香奈儿表示， 此次价格调整涉及的产品范

围包括手袋、皮具与服装。首先迎来价格调整的

将是香奈儿最畅销的三大经典手袋系列：2.55、

11.12和Le� Boy。

据美国《女装日报》数据，价格调整后的

Le� Boy手袋在欧洲市场的价格将涨至3720欧

元 (约合24617元人民币)， 在中国市场将降至

26000元，差价缩小至1300元。 11.12手袋在欧

洲市场的价格将涨至4260欧元 (约28190元人

民币)， 中国市场价格降至30000元， 差价约

1800元。 经调价，两款手袋的售价在欧洲市场

的涨幅约为20%，在中国市场的降幅约为20%。

另据香港媒体报道， 香奈儿在中国香港市

场的调价已经开始， 数十款经典款手袋售价下

调超过20%。调价后，香奈儿香港铜锣湾门店顾

客大增。

香奈儿品牌事业部总裁布鲁诺·帕夫洛夫

斯基表示，中国是香奈儿全球第三大市场，之前

由于关税等原因， 导致香奈儿在中国的售价比

欧洲高出近40%。降价后，除香水外的所有产品，

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将最多比欧洲价格高5%。

行业分析人士指出，近来因欧元贬值，进一

步拉大了各国市场之间原有的价格差距。 大批

亚洲消费者选择代购或亲赴欧洲市场购买奢侈

品， 导致奢侈品品牌在亚洲市场的销售遭受重

创。 此次香奈儿调价，意在打击代购市场，提升

顾客在店内的购物体验。（陈听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