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标普500下跌4.27%

□霍华德·斯韦尔布拉特

标普500指数上周创下自2012年11

月以来最差的单周表现，从上周一收盘点

位2102点步步下挫， 连跌四个交易日后，

跌破2000点大关，最终收于1970点。 全周

累计跌幅达到5.77%，市值蒸发高达1.1万

亿美元。 今年全年的表现也由涨转跌，累

计跌幅为4.27%。

十大板块全线下跌，前一周表现最好、

被誉为近期最抗压的公共事业板块也累计

下跌1.2%， 表现最差的能源板块和科技板

块则分别累计大幅下跌8.65%和7.37%。

具体而言，上周一（17日），当日没有

过多重要数据公布。 标普500成分股公司

中已有超过90%的公司公布今年第二季

度财报，其中逾七成的公司盈利情况好于

市场预期， 这成为美股的一个积极因素。

标普500指数收涨0.52%。

上周二（18日），经济数据方面，美国

7月新房开工量按年率计算为120.6万套，

环比上升0.2%， 同比大增10.1%， 创下

2007年10月以来最高值。 标普500指数小

幅收跌0.26%。

上周三（19日），美联储当日公布的

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委员判断目前

尚未满足启动加息的条件，还需要进一步

的经济数据来判断首次加息的时机。这使

市场此前几乎已经默认的9月加息时点再

次出现变数，也为金融市场接下来巨幅波

动埋下伏笔。经济数据方面，7月份美国消

费价格指数环比微升0.1%， 低于市场预

期，扣除波动性较大的能源和食品的核心

消费价格指数也环比微涨0.1%。 标普500

指数收跌0.83%。

上周四（20日），各界对于美联储加

息不确定性的担忧情绪升温，成为主导股

市的最重要因素。 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

工部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在截至8月15

日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27．7万，比前一周修正后数据上升4000

人，略高于市场预期。7月份美国旧房销量

经季节调整按年率计算为559万套， 比前

一个月的修正值上涨2％，为近八年新高。

标普500指数收跌2.11%。

上周五（21日），市场悲观情绪继续

蔓延，美股盘前，亚洲和欧洲多数主要股

市大幅走软。经济数据方面，8月份美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7月份的

53.8降至52.9， 为2013年10月以来新低，

显示美国制造业扩张势头放缓。标普指数

继续大幅下跌，当日收跌3.19%。（作者系

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资深指数分析师，张

枕河编译）

中概股继续下跌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上周五美国股市再度遭遇抛售，道琼

斯暴跌530.94点， 较5月19日收盘高位已

跌10%， 标普500指数也跌破2000点大

关。 市场震荡之下，中概股也难以独善其

身，受市场担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民

币贬值等利空因素影响，中概股上周五继

续遭遇重挫，板块跌多涨少。

仅一成公司上涨

数据显示，200多家中概股中，仅有34

家公司股价上涨，超过半数公司股价下跌

超过2%。 从个股表现来看，担忧中国经济

增速进一步放缓等宏观因素叠加个股业

绩低于预期是部分个股大跌的主要原因。

上周五跌幅最大中概股是蓝汛通讯，

公司股价收于5.59美元， 跌幅达34.31%。

业绩不佳是蓝汛通信大跌的主要原因，公

司发布的财报显示，蓝汛通信第二季度净

营收为人民币3.533亿元 (约合5700万美

元)，比上一季度下降2.9%，比2014年同期

增长2.0%；期内净亏损为人民币730万元

（约合120万美元），上一季度净亏损为人

民币520万元，2014年同期净利润为人民

币690万元。

跌幅第二大的聚美优品已经是连续两

个交易日大跌。公司股价上周五收于11.76

美元，下跌9.19%。 而在上周四股价更是一

度重跌28%，最终股价大跌22.59%。 聚美

优品股价大跌部分原因源自于财报表现不

佳，其20日公布的财报显示，第二季度净

营收为3.081亿美元，同比增长99.5%；归属

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710万美元，同

比增长11%。 但公司第二季度营业费用为

7830万美元，同比增长55.4%。营业费用在

净交易额中所占比例为20.8%， 高于去年

同期的17.4%。 有分析师表示，聚美优品在

财报中强调了营收的增长和连续13个季

度持续盈利， 但其营业利润大幅下降与运

营成本大幅增长令投资者担忧。

阿里巴巴股价创上市以来新低，收于

68.18美元，下跌3.04%，较2014年11月10

日的119.15美元历史高价相比下跌超过

40%，目前的股价已经接近阿里巴巴去年

招股的价格。 有分析指出，阿里巴巴公布

的财报显示，该集团的季度销售额低于预

期。 据路透数据显示，该集团通过在线市

场出售的商品总价值增长34%，创下三年

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概股回归是趋势

尽管板块上周五跌多涨少，但仍有部

分中概个股表现不错，橡果国际收于1.01

美元，涨8.83%；优酷土豆收16.81美元，涨

6.46%；中网在线涨5.94%。 不过这些上涨

的个股普遍是对前一交易日大跌的估值

修复。

分析人士认为，中概股整体市盈率与

国内股市相比仍较低。 另一方面，近期由

于中国经济数据不佳，外界普遍担忧中国

经济增速放缓后将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加之８月PMI初值下降，显示中国制造业

下滑呈加速之势，因此中概股很容易“中

枪” 。 一旦内地资本市场企稳，IPO重启

后，中概股回归仍是潮流。

近期一个关于中概股回归的研讨会

上的数据显示，2015年8月中旬， 已有30

只中概股企业收到私有化收购要约，而

在整个2015年第二季度， 私有化成为中

概股最热的概念，20余家中概股企业宣

布私有化退市。 相关法律人士表示，尽管

中概股私有化中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但内地资本市场的高溢价仍将导致众多

中概股企业踏上私有化回归A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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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1� � � � � � �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15—065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票（西安饮食，000721）交易价格连续二个交易日内（2015年8月20日— 8月21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核查，并就有关事项征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如下：

1、经核实，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北京嘉和一品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2015年第62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有条件审核通过，正在等待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文件。

3、关于公司筹划涉及收购资产的重大事项， 2015?年?7?月?15日，公司与自然人王阳发已签订了

《合作意向书》，就拟与对方所控制的迪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业务合作、参股或股权投资等事项达

成一致合作意向。该事项公司于?2015?年?7?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依

法进行了披露。

4、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旅集团” ）于2015年7月27日通过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证护航6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增持了公司股份217.80万股。

除前述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外，近期西旅集团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5、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6、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西旅集团，不存在关于对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7、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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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752� � � � � � �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2015—023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股票（西藏发展，000752）连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8月19日、20日、21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根据深圳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管理层沟通确认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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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远洋地产上半年利润同比降2%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在港交所挂牌的远洋地产（03377.HK）日

前公布的中期业绩显示，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额为人民币151亿元，同比跌15%；利润为人民

币21.95亿元，同比下跌2%；每股基本盈利为人

民币0.28元。 上半年， 远洋地产利润率保持稳

定， 其中核心净利率较2014年底上升2个百分

点至11.2%。

上半年，远洋地产继续以去库存为主，使现

房资源由172亿元下降至109亿元，在销售均价

同比持平情况下，带动协议销售额同比上升4%

至人民币138亿元。 随着去库存取得一定成效，

远洋地产预计下半年将推出人民币420亿元新

增资源，确保完成全年销售计划。

上半年，远洋地产进一步巩固、完善一二线

城市的土地储备，首次进入广州、南京和香港三

个城市。 上半年，远洋地产共获取9个项目，总

规划面积达160万平方米， 平均土地成本约每

平方米人民币6900元，主要集中于一线城市和

核心二线城市。

远洋地产日前还大力发展养老业务， 经过

两年多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进入收获期。继北京

“亦庄椿萱茂” 和“双桥椿萱茂” 两个项目开业

以后， 第三个养老项目也将于2015年底开业。

除与中国人寿开发建设养老物业外， 远洋地产

还与美国专业养老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促使养

老业务发展更加专业化、规模化。

远洋地产今年将进一步深化与两大股东中

国人寿及南丰集团的合作。 远洋地产总裁李明

表示， 未来将继续与两大股东共同探讨商业地

产、海外投资领域的合作。

■ 窝轮看台

权证市场资金

部署恒指多仓

□法国兴业证券（香港） 周翰宏

港股市场过去一周显著下挫，恒生指数单

周累积跌幅近1600点， 跌穿了7月初的调整低

位22836点， 并于上周五进一步创出年内新低

至22185点。恒指当前技术走势偏淡，进入超卖

区域，投资者避险情绪较浓，故仍未见有企稳

迹象，下一个支持位或在过去三年的横行整固

区间下沿约21500点附近， 操作策略上适宜先

行观望。

大市接连向下， 近日多数蓝筹股亦跌至一

年来低位，反映到衍生工具市场方面，资金则偏

向逢低布局。 一方面，上周有超过400多只牛证

被强制收回， 暴跌行情下杀伤力陡升； 另一方

面， 资金却呈现加速流入超卖标的资产相关好

仓部署反弹机会，就恒指而言，上周四当日即有

1.28亿港元资金净流入其相关认购证及牛证部

署好仓。此外，上周大市成交额重返千亿港元以

上水平， 后半周认股证与牛熊证成交量亦有所

放大，反映市场资金参与度未减。

截至上周四，恒指牛证共获得约9800万港

元资金净流入， 好仓部署于收回价在21900点

至22700点之间，相当于约3300张期指合约，加

仓约2080张； 熊证也获得约170万港元资金净

流入，新的看淡资金加仓于较贴价条款，收回价

23900点至24200点之间，相当约630张期指合

约，加仓约340张。

行业资金流数据方面，过去一周大量资金

流入网络媒体板块部署， 相关认购证获得约

2160万港元资金净流入；另外，保险股板块股

价显著调整，亦吸引资金部署技术反弹，相关

认购证获得约6110万港元资金净流入。交易所

板块则见多空争持激烈，认购证及认沽证分别

获得约900万港元及920万港元资金净流入。

近日大市跌势转急 ， 恒指波幅指数

（VHSI）攀升近30点附近，权证市场的引伸波

幅也普遍显著上升。 一般来说，投资者在比较

其他条款相近的窝轮，发现整体引伸波幅普遍

有上调的现象时，即意味着市场预期正股未来

的波动性会增加，亦即股价未来有可能出现较

大幅度的上升(或下跌)。 所以在这不稳定的投

资环境下部署，投资者首先要做的是重新检讨

对正股的看法，以认购证而言，若预期正股将

有足够的反弹动力，可选择继续持有，以期从

正股及引伸波幅两方面争取回报； 而反之，则

需考虑套现避险。

另外， 如发现引伸波幅的上升仅出现在个

别窝轮上的情况， 而外围同类条款的窝轮引伸

波幅却没有太大变化， 此时投资者便要提高戒

心。 因为单个窝轮引伸波幅的上升可能是市场

过度需求所致，发行人基于某些原因(例如街货

已经高达90%) 而未能将引伸波幅调控在合理

范围之内。鉴于市场的供求关系会随时变化，供

不应求可能只是短暂现象， 建议投资者可趁机

套现窝轮，以赚取来自引伸波幅的利润。若投资

者维持看好， 可选择换筹至其他引伸波幅较低

的同类认购证。（本文并非投资建议，也非就任

何投资产品或服务作出建议、 要约、 或招揽生

意。读者如依赖本文而导致任何损失，作者及法

国兴业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若需要应咨询专业

建议。 ）

惠普已完成分拆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据媒体23日报道， 惠普CEO梅格·惠特曼

表示， 尽管惠普在11月1日之前还不会正式宣

布分拆为两家公司，但实际上，该公司目前已经

以两家独立公司的身份运营，在内部完全分拆。

惠特曼指出：“惠普在8月成功分拆了业务

和IT系统，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整个团

队执行得都很到位。为了完成过渡，我们仅仅暂

停了3天的业务， 整个商业部门的关键操作系

统现在已经在全球恢复正常。 ” 据悉，惠普与

3500家规模最大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展开了直

接合作，为分拆做好了准备。这一过程需要分拆

该公司750套系统，涉及其95%的业务。

惠普此前就曾表示， 将会分拆为两家公

司，一家是主营PC（个人电脑）和打印机的惠

普公司，还有一家则是主营服务器、存储和网

络设备、软件、企业服务和云服务的惠普企业

公司。

有业内人士指出，惠普营收已经连续16个

季度下滑， 该公司希望能够通过分拆让两家公

司集中精力发展各自的业务， 以便加快反应速

度，提高竞争力。 然而悲观的观点认为，即使其

顺利分拆也不意味着前景将好转。 由于各大企

业去年赶在微软停止支持Windows� XP之前

更换新PC，导致今年的PC销量再次下滑，预计

惠普的情况短期内难以好转。

道指上周创近四年最大跌幅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相对于其它股市堪称稳健的美国股市上周遭遇

“血洗” ，全周道指和标普500指数的累计跌幅均高达

5.8%， 分别创下2011年9月和2012年11月以来之最，

而科技股领军的纳指的周跌幅更高达6.8%。

市场人士指出， 如果说部分新兴市场股市出现一

定波动，影响力尚且有限，但美国股市如果走入下行通

道、资金加速出逃，可能会对全球股市投资者信心带来

明显冲击，还会冲击全球经济，甚至不排除美联储改变

已经被市场“默认”的加息时点。

美股大幅下挫

上周四和周五，美股惨遭血洗。 特别是周五，三大

股指的日跌幅都超过3%，道指重跌530点以上，和纳指

均较近期高点回落10%以上，步入调整区域。

市场分析师表示， 美股连续两日的重跌源自市场

的极度恐慌， 而源头是投资者担心全球增长放缓以及

新兴市场暴露更多问题。

纳斯达克咨询服务公司高级主管克劳斯滕表示，

美股的行情由恐惧主导，许多动能型股票都出现回调。

衡量美股波动性的重要指数，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VIX

指数上周五单日大涨24%，一度至23.82点；上周大涨

85%以上，涨幅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它体现的是市场

的高度恐慌。

彭博分析师表示，道指的近期盘中最高纪录是今

年 5月创下的 18351.36点， 而纳指是 7月创下的

5231.94点， 两大指数回落10%以上对美股而言是一

个重要标志，市场所担心的调整宣告正式成立。 此外，

中小股云集的罗素2000指数上周五下跌15.73点，报

1156.79点， 跌幅为1.34%。 与6月23日创下的峰值相

比，美股中小股早已回落10%以上，也进入公认的调

整区。标普500指数整体跌幅虽不及前者，但内部的非

必需消费和科技板块损失惨重，科技股标杆苹果的股

价更创下1月20日以来新低。

威尔斯资本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保尔森指出，其

注意到华尔街存在大量的恐惧情绪，但与此同时，投资

者并没有狂奔向国债和环境。 美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将比较脆弱， 今年出现10%-15%的回调并不会令人

吃惊。

还有分析师强调， 一些新兴市场疲软的经济数据

也将对美联储施压， 可能导致联储推迟市场所普遍预

期的9月加息。 任何的推迟加息可能让投资者感到担

心，因为这意味着联储忧虑全球通缩的问题。

瑞信集团分析师就在最新研报中指出， 鉴于全球

经济增长前景恶化和美元走强，9月加息可能导致风

险偏好的进一步下降。此外，近来的形势发展已略微降

低了美国核心通胀在近期内升向2%的可能性。瑞信分

析师预计联储将在12月开始加息， 目前联储9月加息

的概率已低于50%。

资金大规模撤离

令全球金融市场担心的是， 近期美股下跌还引来

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截至上周五收盘， 美元指数下跌

0.89%，美元对日元汇率明显走软。 抗跌的金价涨幅略

有所收窄，纽约油价盘中失守40美元大关。

亚洲和欧洲股市更是全线走软，主要股指自近期高

点下跌超10%， 正式步入调整。 上周欧股的表现也创下

2015年以来最差。 更多投资者和资金竞相出逃股市。

美银美林最新数据显示， 随着股票市场出现更多

焦虑情绪，投资者转向货币基金、国债等避险资产，在

过去一周，全球股票基金资金净流出规模高达83亿美

元，为15周以来的最大规模。

其中，大规模撤离令新兴市场股票基金资金净流出

规模高达60亿美元，为连续第七周出现净流出，同时也

是五周以来的最大撤出规模。 新兴市场债券基金资金净

流出规模达25亿美元，为2014年1月以来的最大规模。

然而上周全球债券基金出现25亿美元资金净流

入。 此类基金已连续第七周出现资金净流入，为2012

年11月以来资金持续净流入的最长周期。 全球货币市

场基金资金净流入规模达82亿美元，为2014年11月以

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资金净流入。 贵金属类基金吸引了

1800万美元资金净流入，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两周。

美银美林称，欧洲和日本股票基金上周共获得37

亿美元资金净流入， 但这种形势可能受到新兴市场资

产抛售的影响，从而不太可能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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