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３１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2．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 责编：陈晓刚 美编：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230 E-mail:hwb@zzb.com.cn

■ 2018年1月11日 星期四

海外财经

verseas

A04

O

机构看好行业发展

全球汽车股“底气十足”

□

本报记者 高菲

进入2018年以来，全球汽车股表现抢

眼，欧美及日本股票市场多只车企股票价

格大幅上涨，相关产业链其他股票也有不

俗表现。 机构预测，由于定价能力相对稳

定、销量保持稳健扩张态势，加之全球发

展环境良好，2018年有望迎来汽车行业的

全面爆发， 相关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不容

小觑。

汽车板块跑出“开年”行情

根据彭博提供的数据， 自年初至今的

近十个交易日内，标普600汽车零售行业指

数上涨 7.84% ， 大幅跑赢标普 500指数

2.91%的同期涨幅。 个股方面，美国汽车制

造商菲亚特-克莱斯勒股价暴涨23.15%，通

用汽车上涨7.47%，法拉利上涨9.04%，福特

汽车上涨4.72%；德国汽车公司奥迪集团增

长了7.45%，大众汽车上涨6.88%，戴姆勒上

涨4.65%，宝马上涨2.38%；法国标致公司上

涨5.54%；日本汽车公司本田上涨6.21%，丰

田（7203）也录得6.83%的涨幅。

汽车行业产业链上其他相关公司股价

也有亮眼表现。彭博数据显示，斯托克600汽

车及配件指数 （STOXX� 600� Automo-

biles� &� Parts� index）今年迄今为止已经

上涨了6.58%。自年初至今，美股电动汽车设

计商Workhorse集团股价上涨了10.94%；

德国汽车配件生产商大陆集团股价上涨

8.15%；法国米其林集团上涨7.36%；日本汽

车电子配件生产商日本电装上涨4.86%，爱

信精机增长4.27%。

汽车行业基本面向好

近期汽车板块的爆发主要受益于该行

业基本面向好。 宏观来看，汽车业定价能力

相对稳定，销量保持稳健扩张态势，全球经

济发展环境良好。 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

推行的税改政策也将利好汽车行业。在新的

税制下，企业税负大幅减轻，企业净利润增

加，加上本土企业有回流预期，有望进一步

加速美国国内汽车企业进口替代的进程。

行业层面，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盘整和

稳固阶段之后，汽车行业向新能源化、智能

化、无人驾驶化发展的中长期大趋势已得到

普遍认可。 特别是2017年以来，产业研发和

布局节奏显著加快，更是引起了投资者的广

泛关注。

本月9日，2018年CES国际消费电子展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拉开序幕。 本次会展中，

智能汽车成为焦点，各种颠覆性的智能驾驶

系统令在场人员叹为观止。 媒体认为，CES

国际消费电子展作为行业风向标，在展现了

外界对智能驾驶憧憬的同时，也给出了一个

明确信息：2018年智能汽车将在全球范围内

成为更大热点。

细分市场投资机会显现

对于2018年汽车及相关产业链条的发

展预期，华尔街机构普遍持乐观态度。 摩根

大通近期一份报告称， 受全球销量增长和

全球定价能力相对稳定等因素推动，2018

年将有望成为汽车行业的牛市， 建议投资

者增持相关板块。 报告认为，该行业没有重

大利空消息， 且在向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

技术过渡， 因此投资者情绪将对该板块形

成利好。 摩根大通将菲亚特克莱斯勒评级

从“中性” 上调至“增持” ，维持德国大众

汽车增持评级。 摩根大通还看好汽车零部

件公司， 将大陆集团和海拉集团评级分别

从“中性” 上调至“增持” 。

瑞银集团分析师柯林·兰甘认为，汽车

经销商将成为美国税改的最大赢家， 汽车

制造商福特和通用也将分别因税改而大幅

度获利。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亚当·乔纳斯尤

其看好菲亚特-克莱斯勒的Jeep品牌，认

为其将迎来一个“法拉利时刻” 。

机构认为，汽车及相关产业的投资机会

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最先受益的可能

是汽车零部件，特别是动力部分，因为新能

源车同传统燃油车最大区别是动力系统的

差异，也就是说，电机、电控、电池三电系统

将成为纯增量的市场，这部分可能将会最先

受益。 其次，未来拥有“爆款” 整车的车企，

亦是值得关注的投资机会。 最后，随着新能

源汽车的普及， 特别是在汽车的动力电动

化， 以及车内控制系统的电气智能化以后，

汽车就变成了一部智能汽车。 进入这个阶

段， 将会有大量基于智能汽车的应用出现，

研发这些应用的服务企业有望迎来较好的

投资机会。

坚定鸽派考虑“退路”

日本央行释放收紧货币政策信号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在多家央行追随美联储加息或收紧货币政

策的背景下， 日本央行一直被外界认为是最为

坚定的 “宽松派” ， 此前不仅没有任何收紧举

措，甚至连相关暗示都非常罕见。

然而在9日，日本央行宣布，削减部分长期限

国债的购债规模，其中10年-25年期国债的购债规

模减少100亿日元至1900亿日元；25年期以上国

债购买规模减少100亿日元至800亿日元。 这被认

为是日本央行释放的收紧货币政策信号。 另据日

本媒体10日最新报道， 日本央行考虑在本月22至

23日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2018年度经济增长

率预期从目前的1.4%上调为1.5%至2.0%之间。

日央行缩减国债购买规模

日央行9日宣布，削减部分长期限国债的购

债规模，该消息发布后，日元汇率、日本国债收

益率均上涨。受此影响，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也上涨。

自2013年以来， 日本央行一直坚持超宽松

的货币政策，其不仅将利率降至负值，还购买了

包括股票在内的各类资产。 日本央行的最新政

策改变可能暗示其在未来将调整政策。

目前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均在收紧货币政

策， 自2015年开启加息周期以来美联储已经连

续五次上调利率。机构预计，美联储2018年将至

少加息两到三次。此外，通过减少取代即将到期

债券的证券购买量， 美联储正在缩减其资产负

债表规模。 欧洲央行还没有加息，目前仍处于量

化宽松的中期， 但其正在大幅放缓债券购买计

划。 截至去年结束，欧洲央行已将债券购买量削

减了一半， 而且有消息称， 欧洲央行可能打算

2018年晚些时候结束债券购买计划。

但也有策略师表示，尽管日本央行可能发

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但只是基于其2016年

债券购买计划做出的改变而已。 美联储和欧洲

央行的目标是平衡资产负债表规模，而日本央

行的目标是利率， 其债券购买是基于价格做

出的。

经济复苏提供支撑

市场猜测日本央行或改变货币政策的主要

原因是日本经济出现复苏， 这为收紧货币政策

提供基础。

数据显示，日本的薪资数据出现上涨，这被

认为是潜在的早期通胀信号。 日本11月基本薪

资较上年同期增长0.4%，10月增长0.3%。 加班

费增长2.6%，奖金增长7.5%。整体现金收入增长

了0.9%， 高于预期并创下2016年7月以来的最

好水平。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央行考虑在本月的

货币政策会议上将2018年度经济增长率预期从

目前的1.4%上调为1.5%至2.0%之间。

这主要是由于在海外经济形势良好的背

景下，日本出口增加，企业对设备投资态度

积极。

日本共同社的评论指出，日本经济已确保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7个季度保持增

长，企业收益达到最高水平。 海外发达国家与

新兴市场国的增长率均缓慢上升， 日本央行

行长黑田东彦认为 “全球经济已实现平衡增

长” 。 预计2018年度以后，加上美国税制改革

对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产生一定拉动效果，海

外经济将继续回暖。 日央行认为在日本国内，

迎接东京奥运会建设等需求也保持坚挺，企

业的设备投资进一步增强， 将成为推动增长

的因素。

汇控股价

逼近历史高点

□

本报记者 倪伟

汇丰控股（00005.HK）连续两个交易日

上涨， 分别上涨0.56%和1.42%，10日收盘报

82.10港元，离其2007年创下的84港元（前复

权） 历史高点仅一步之遥。 该股当日成交

57.85亿港元，最新总市值16683亿港元。

公开资料显示， 从2017年12月4日起，

香港恒生指数公司公布的恒指季检结果正

式生效，汇丰控股占恒指的比重由9.68%升

至10%。 作为与腾讯控股占比相同的恒指

最大的成分股之一， 汇丰控股去年表现强

势， 涨幅超30%， 基本与恒生指数涨幅同

步。 除了受到香港投资者的钟爱，汇丰控股

也受到了内地资金的关注。 去年该股一直

稳居各个时段南下资金净流入个股前三

名，而2018年截至1月10日收盘，该趋势得

以延续。 据万得数据显示，近7日南下资金

通过港股通净买入汇丰控股逾7.48亿元人

民币，位居第二。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一方面，汇丰控股

基本面良好，目前全球货币政策和行业监管

的收紧，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公司强大

的资本实力、稳健的经营风格和丰厚的股息

率对于价值投资者极具吸引力，估值溢价有

望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今年开年以来恒

生指数已上行约3.86%， 汇丰控股仅上涨

2.69%，有一定的补涨空间。 此外，该股2017

年三季报业绩显示，总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达

到7.3%，总存款余额同比增速达到3.1%。 未

来即将公布的四季度业绩和全年业绩引市

场期待。 预期该股股价突破历史高点是大概

率事件。

港股市场去年多数据破纪录

券商板块应声普涨

□

本报记者 倪伟

日前，香港交易所公布2017年港股市场

数据，数据显示，恒生指数于2017年底收市

报29919.15点，较2016年底上升36%；2017

年香港证券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882

亿港元， 较2016年的669亿港元上升32%。

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在去年最后一个交易

日为近34万亿港元，创下历史新高，按年上

升37%，打破2015年5月26日约31.55万亿港

元的纪录。 同时，港股年内新上市公司数目

达174家，亦创历史新高，较2016年的126家

上升38%。 2017年的香港新上市公司总集

资金额为5799亿港元， 较2016年的4901亿

港元上升18%。截至年底港交所上市公司总

数达到2118家。 此外，“沪港通” 及“深港

通” 年内的成交量显着增加。 去年北向成交

总额按年增加1.94倍；南向成交总额按年上

升1.7倍。

受此提振，10日港股市场券商股都普遍

上涨汇盈控股大涨7.33%，英皇证券涨3.28%、

申万宏源涨8.15%，第一上海涨4.12%。 另外，

香港交易所股价继前两交易日上涨3.48%和

2.67%后，10日继续上涨1.04%， 收报271.80

港元，再创逾2年新高。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近日表示，2018

年第一季度，港交所计划推进上市规则的细

则咨询，实施最有利于香港市场发展、最能保

持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方案，尤其是一定要设

定好相应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很多新经济公

司都对香港的上市机制改革表现出了浓厚的

兴趣，近期港交所已经收到了越来越多新经

济公司有关来港上市的查询。市场人士分析，

叠加近日落地的H股全流通试点， 今年港股

市场的成交量将会有大的飞跃，券商股将直

接受益。

南下资金抢筹

地产板块成新年港股市场领头羊

□

本报记者 倪伟

今年开年，港股市场走出持续上攻趋势，站

上31000点重要心理点位，剑指历史高点31958

点。截至10日收盘，恒生地产建筑业年初至今涨

幅为9.67%，11个行业指数中涨幅居首。 而地产

板块中中资房产股上攻势头尤为明显， 多股刷

新历史股价新高。

市场人士表示， 近日内地龙头房企年销售

额陆续出炉提振市场、 内地房企土地购置面积

增速稳步上升、南下资金强劲抢筹等因素，都促

进了该板块新一轮升浪的展开。

多因素利好共振

市场人士表示，此轮中资地产股强势上攻，

主要由以下几个主要因素推动。

首先， 近日内地房企年销售额陆续出

炉，龙头房企业绩靓丽，行业集中度继续提

升。 克而瑞近日发布《2017年中国房地产企

业销售TOP200》排行榜，其中碧桂园销售额

人民币5500亿元，万科5238亿元，恒大5151

亿元， 三大巨头都在5000亿元以上， 融创中

国、保利地产、绿地控股进军3000亿阵营，而

千亿房企数量预估在20家左右。 数据可见龙头

房企集中度提升幅度远超前一年水平，业内人

士表示， 在偏紧的政策基调及高企的地价背

景下，龙头集中度仍将继续提升，房企“分化

与转型” 的趋势仍将持续，龙头房企仍将强

者恒强。

其次， 内地房企土地购置面积增速稳步

上升。 据克而瑞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前11个

月， 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22158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16.3%，增速比1至10月提

高3.4个百分点，并且拿地较多的均是龙头企

业。 2017年全年，十强房企的拿地货值超过

6.2万亿元人民币。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备好

粮草的企业无疑将表现更好，土地购置面积

稳步上升证明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将维持

高位。

第三，据业内人士称，平安银行、工商银行

和中信银行的投资部门在2017年度房企业绩排

行榜出来后， 针对几家排名前茅的房企迅速预

估了2018年的授信额度， 并且制定了多套融资

方案，准备在2018年2月前提交。 龙头企业将在

各方面充分享受龙头溢价。

此外数据显示，截至10日收盘内地资金净

流入港股市场逾200亿港元， 而中资房产股是

南下资金持续加仓的重要标的。 融创中国持续

稳居港股通净流入资金前十， 其他多只中资房

产股近几个交易日港股通持仓占比也出现走高

趋势。

地产股仍有潜力

近日从盘面看， 地产股成为了市场的核

心，而无论是基本面还是资金面，都促进了此

轮地产板块的快速反弹。 业内人士相信房地产

行业集中度的提升正在持续加速，叠加高毛利

项目进入结算阶段，2018年地产公司将迎来

规模与业绩的双升， 板块存在较为确定的投

资机会。

银河证券日前发布报告称，“大者愈大、强

者恒强” 的企业分化与集中度提升局面已经持

续数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数年，这种局面基本

不会改变。 房企巨头集中度提升幅度远超去年

水平，在偏紧的政策基调及高企的地价背景下，

龙头集中度仍将继续提升。

东莞证券近日表示， 在行业集中度持续提

升过程中， 龙头房企整体估值水平仍有提升空

间，股价也具备较大的向上弹性。继续看好龙头

房企2018年整体的行情走势， 建议投资者积极

关注。

花旗也认为， 中资房产股龙头的股价表现

将继续跑赢大市， 具体支撑因素包括盈利及收

入增长、下半年有大型并购、更多资金流入内地

房企以及内地房企回购股份、估值优势等。

中金日前表示，在香港上市的中资房产股

已迎来新一波底部回升， 建议布局增长确定

性高、 攻守兼备且估值有吸引力的一二线优

质标的。

摩根士丹利10日发表报告表示， 去年盈利

惊喜及今年强劲的合约销售增长前景， 将成为

房地产行业下一个催化剂， 预计去年中资房产

核心盈利同比增长41%，高于市场预期的32%；

又预测今年合约销售平均增速达28%。

德勤：成熟数字产品

仍具竞争优势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在最新报告中指出，

在中国数字设备方面， 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

脑、台式电脑等相对成熟的数字产品，无论在

持有率还是在购买意愿方面， 均拥有压倒性

优势，显著高于新兴数字产品（如运动手环、

智能手表、便携式游戏机等）。

报告指出， 其中智能手机持有率达到

89%， 而且用户对于智能手机更换频率也

维持高位，未来一年内有更换手机意愿的用

户占比高达63%，凸显了其在消费者心目中

的不可替代性。 消费者在手机使用方面，逐

渐开始向应用程序精简化和社交类应用使

用频繁化的方向发展，有近五成智能手机用

户属于“手机重度依赖症候群” ，其中有六

成用户的年龄介乎18-34岁，他们每天查看

手机的次数超过50次。

德勤中国电信行业领导合伙人林国恩

认为，智能手机在工作和日常生活始终扮演

着重要角色，消费者从“参数控” 向“体验

派” 转变，更加注重产品是否能够解决自身

需求。 强大的机器学习功能正逐渐广泛应

用，不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便利，更为行业

各个领域创造更多机遇。

机构看好的部分欧洲汽车配件企业

佛吉亚公司（Faurecia）

主营汽车内饰，产品包括座椅、车辆内饰、排

气系统以及前端车身零件。 客户包括标致雪铁龙、

雷诺、大众、戴姆勒克莱斯勒、菲亚特、通用汽车、

福特以及丰田。

最新价（1月9日）：70.40欧元

机构预测目标价：80欧元

海拉集团（Hella）

主营汽车照明和电子技术， 致力于开发和生

产照明设备、电子元件和系统。

最新价（1月9日）：54.7欧元

机构预测目标价：59欧元

米其林集团（Michelin）

主营生产多用途轮胎、车轮、钢缆等，在全球

各地生产和分销其产品。

最新价（1月9日）：129.30欧元

机构预测目标价：145欧元

法雷奥集团（Valeo� SA）

致力于生产汽车零部件，包括离合器、引擎冷

却系统、零件、照明系统、电子系统、雨刷、电动机和

传动装置、安全系统、电子产品以及连接系统。

最新价（1月9日）：65.98欧元

机构预测目标价：75欧元

海斯坦普汽车组件公司（Gestamp�Automocion）

主营汽车金属部件的制造和开发。

最新价（1月9日）：6.065欧元

机构预测目标价：7欧元

倍耐力公共有限公司（Pirelli）

设计、生产并销售用于汽车、摩托车和自行车

的轮胎。

最新价（1月9日）：7.805欧元

机构预测目标价：8.60欧元

（高菲 整理）

新华社图片 制图/王春燕

2018年以来，菲亚特-克莱斯勒成为全球

汽车板块领头羊，股价上涨逾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