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特尔收购

安华高科技网络芯片业务

芯片制造巨头英特尔13日宣布，将以6.5亿美元现金

收购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安华高科技 （Avago� Tech-

nologies）旗下的网络芯片业务，该交易预计将于今年

第四季度全部完成。

英特尔表示， 这笔收购交易将使英特尔在网络设备

芯片供货市场更具竞争力， 并能够为其客户提供更为完

整的产品组合。

此次英特尔收购的是安华高科技旗下的网络芯片业

务部Axxia。 Axxia网络芯片业务原本属于存储芯片厂

商LSI，后者在去年被安华高科技以66亿美元收购。 安华

高科此前剥离了LSI网络业务部门，希望以此来应对其主

要的无线业务的下降， 并关注增长迅猛的存储芯片市场

及移动网络领域。

资料显示，Axxia的主要业务是向企业网关提供网

络和基础设备产品， 其提供的网络系统主要是网络芯片

系统，同时也关注移动网络基础设施服务。2013年Axxia

网络芯片业务的营收为1.13亿美元。 （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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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持续疲弱

韩国15个月后再祭降息法宝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韩国央行在14日的议息会议后宣布，将

基准利率下调25基点至2.25%， 这是该央行

自去年5月后时隔15个月再次下调基准利

率。 该利率是2010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次降息符合市场预期，业内分析师认

为，此举料为韩国央行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

压力，放宽货币政策以配合提振内需。

缓解内需疲弱

韩联社的最新评论指出， 韩央行这次

降息，是因为近期国内需求持续疲弱，导致

经济下行风险正在加大。 韩国政府上月确

定新的经济政策基调， 表示将采取刺激性

的宏观经济政策，拉动内需和刺激消费。 韩

国央行此次通过降息， 可谓积极配合政府

的经济新政。

韩国央行表示，将关注主要国家货币政

策转变，以确保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 目前

来看，欧元区经济复苏出现疲软态势；美国

经济虽然维持复苏趋势，但内需的改善仍不

够充分；而相对疲软的新兴经济体将对全球

增长形成风险。 不过，随着通胀率逐步上调，

全球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

韩央行还强调，将关注韩国家庭债务趋

势。 当前，韩国的投资消费活动疲软，虚弱的

消费者和投资信心增大了风险。此次降息能

帮助恢复消费者信心和经济复苏。 在全球经

济企稳和政府政策推动下，韩国经济料能得

到改善。

在7月10日韩国央行召开的上次议息会

议上，有部分委员指出，预计今后韩国经济下

行风险会加大， 因此央行有必要下调基准利

率。而且，韩国政府和执政党要求下调基准利

率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因此市场普遍认为，该

央行本月下调基准利率几乎已成定局。

年内料难再降息

韩国央行行长李柱烈在随后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 降息和放宽抵押贷款限

制将对家庭债务上升趋势产生影响， 但不

会引发担忧。 研究表明， 降息25基点可使

GDP增速提升0.05-0.1个百分点，该行政策

委员会是根据对经济的整体评估后作出的

决定。

李柱烈还强调，制定政策利率时考虑了

就业增长问题，而制定通胀目标时则考虑了

经济变化。 韩国不会有太大风险陷入通货紧

缩，因此基准利率不可能降至零。 此外，对韩

国银行业的存款储备金率是否调整尚未进

行讨论。

Taurus投资证券公司分析师表示，这

次降息料将是一次性行动。通过最新经济数

据可以看出， 韩国整体经济局势并没有恶

化。 相反由于此前市场信心不稳定，韩国房

地产市场一直需求不振，此次降息或许可以

给房地产市场带来正面影响。

韩联社对市场分析师的调查也显示，分

析师普遍预测，由于美联储可能会在明年夏

季后上调主要利率等因素，因此韩国央行今

年内或不会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韩国央行于2012年7月和10月将基准

利率分别下调至3.00%和2.75%， 降幅各为

25基点，此后一直维持利率不变，直至2013

年5月再次下调至2.50%。

韩国央行行长李柱烈 新华社图片

德国“引擎”哑火

欧元区二季度经济增长停滞

□

本报记者 陈听雨

欧盟统计局14日公布最新数据称， 欧元

区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初值环比

持平，同比增长0.7%。 值得警惕的是，一直有

欧元区 “引擎” 之称的德国经济出现了自

2012年以来的首次季度环比萎缩。与此同时，

欧元区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终值同比

增长0.4%，创近5年新低。

受疲弱数据冲击，14日欧股开盘走低。市

场资金避险意愿强烈， 导致德国10年期国债

收益率史上首次跌破1%关口。

德经济失去增长动能

数据显示， 欧元区第二季度GDP初值由

第一季度的0.2%降至环比持平， 不及预期增

幅0.1%；GDP初值同比增长0.7%， 增幅不及

第一季度的0.9%。

此外，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12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因俄乌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影

响欧元区经济复苏， 欧元区8月ZEW经济景

气指数由48.1大幅降至23.7，创2013年4月以

来新低。

欧洲央行此前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

1%。 该行暗示，若经济形势恶化，则准备增加

货币供应、采取债券购买行动。德国商业银行

经济学家拉尔夫·索尔文指出，欧元区经济问

题正在向北部核心国家蔓延， 疲弱的复苏会

使欧洲央行决策者更有理由推出进一步宽松

措施。

美国高频经济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卡

尔·温博格称，欧洲大陆经济已进入第7年

低迷，预计欧元区2014年和2015年GDP分

别增长1.1%和1.7% ，2014年通胀率预期

为0.5%。

花旗集团13日将欧元区2014年和2015

年GDP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分别至1.1%

和1.7%， 并将2014年通胀率预期下调至

0.5%，指出欧元区经济风险仍偏向下行。

德国统计局14日公布最新数据称， 德国

第二季度季调后GDP初值同比增长0.8%，环

比收缩0.2%，这是自2012年以来，该国季度

经济首次出现环比萎缩。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德国8月

ZEW经济景气指数由27.1大幅降至8.6，创逾

一年半最低水平。德国统计局表示，德国经济

正在失去增长动能。

法国第二季度GDP初值环比停滞， 同比

微幅增长0.1%， 低于预期。 法国政府预计，

2014年经济增速为0.5%，2015年经济增幅不

可能超过1%，低于先前预期的1.7%。

欧元区其他国家中，第三大经济体意大

利第二季度GDP环比下降0.2%， 降幅高于

第一季度的0.1%， 宣告该国已陷入2008年

以来的第三次经济衰退。 西班牙第二季度

经济环比增长0.6%， 成为欧元区当季经济

增长最快的成员国。

通缩风险加剧

欧元区7月份CPI终值同比增长0.4%，创

2009年10月以来新低，不及6月份CPI终值增

长0.5%；环比下跌0.7%，跌幅超预期，远不及

6月的环比增幅0.1%； 欧元区7月核心CPI终

值同比增长0.8%。

德国7月份CPI终值同比增长0.8%，环比

增长0.3%；法国7月CPI同比增长0.5%，环比

下跌0.4%。 欧元区两大核心国家通胀率低

迷，意味着通缩风险仍是欧洲央行面临的最

大难题。

此外， 西班牙CPI正以2009年来的最快

速度下跌。 7月CPI同比下滑1.5%，核心CPI

为零。

花旗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在今年第四季

度前反弹的可能性有限，通胀水平明年可能

为1.2%， 仍远低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通胀

目标。

高位回调 港股中期向上趋势难改

□

香港智信社

本周前三个交易日， 港股在内地A股及

欧美市场转暖的推动下重拾升势， 恒生指数

周四盘中一度逼近25000点大关，但随后获利

盘涌现，最终以跌势报收。尽管隔夜美股大幅

扬升， 但内地A股周四的下行显然给港股带

来的压力更大，7月份信贷数据显著低于预期

成为资金做空的主要理由。

恒生指数14日最终收报24801.36点，下

跌88.98点，跌幅为0.36%；大市共成交811亿

港元，较前一日明显放大。 衡量港股市场避险

情绪的恒指波幅指数微升0.13%，报15.45点，

本周以来，由于地缘政治风险趋于缓和，全球

市场避险情绪较上周显著下降， 港股市场也

不例外。

受到内地A股的拖累， 中资股成为港股

市场中的领跌主力，国企指数与红筹指数分

别下跌1.06%和0.84%。 由于A股与H股的走

势相对同步， 恒生AH股溢价指数仅微升

0.14%，收于91.63点。 本周以来，溢价指数出

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落，累计跌幅超过2%，一

方面，内地A股经历了前期的大幅拉升之后，

进入了一个高位盘整的阶段； 另一方面，美

股本周以来显著反弹给港股带来一定的提

振效应。

从盘面上各行业指数的表现来看，前期

的强势股全线回吐，而公用事业、消费者服

务等弱势股则出现了逆市上涨。

具体而言，在恒生各行业指数中，恒生

资讯科技业指数跌幅最高，达到1.9%。 蓝

筹股腾讯控股领跌， 公司虽然发布了好于

市场预期的财报，但仍遭受获利回吐，股价

下挫2.33%，报130.1港元。腾讯的下挫拖累

了整个资讯科技板块的回调， 但就长期而

言，考虑到相关科技类公司乐观的业绩以

及美股纳斯达克指数今年以来强势的表

现，预计该板块未来仍将成为资金追捧的

对象。

花旗最新发表报告称，腾讯二季度经营

利润胜于预期，净收入也较预期高。 花旗预

计今年腾讯手游业务收入升至111亿港元，

明年将进一步升至184亿港元。 该行相信，腾

讯正加强非游戏业务，网络广告平台流量及

收入正在提升。

花旗上调腾讯2014-2015年非通用会

计准则盈利预测2%、4%，重申“买入” 评

级。 除科技股外，近期表现较强的资源股及

地产股也遭遇资金回吐， 恒生原材料业指

数及恒生地产建筑业指数分别下跌1.49%和

1.12%，位列各行业指数跌幅榜第二、三位。

展望港股后市， 恒指高位回调的同时伴

随着成交量的显著放大， 这说明承接盘较为

踊跃， 美元兑港元汇率持续低位盘整也显示

出港股市场资金面持续充裕。 内地信贷数据

虽不及预期， 但这反而会提升央行放松货币

政策的可能性，对股市来说反而有利；另外，

再考虑到本周以来欧美股市的回升以及避险

情绪回落， 预计港股市场中期向上的趋势不

会改变。

巴克莱报告预测

美股进入“低回报时期”

巴克莱银行14日发布最新报告指出， 标普500指数

自2009年3月低点以来累计涨幅高达190%，2012年以来

涨幅也达到50%，但其持续数年的大牛市目前已经结束，

今明两年美股或仅能温和上涨。 其预计，2014年和2015

年年末标普500目标点位分别为1975点和2100点。

巴克莱指出，美股上涨的市场驱动因素正在消退，其

正由“复苏上涨” 转向“低回报时期” ，股价已经体现了

利润率扩张和股票回购等利好因素， 更高目标股价需要

营收增长加速。 而目前利润率见顶和股票回购放缓对于

美上市企业来说已经非常常见，企业营收增长不乐观，预

计未来企业营收增长将处于低于3%的低水平，主要因为

美国经济复苏仍不稳固，同时没有能力扩张海外市场。

巴克莱特别强调，欧洲是美国商品的最大客户，但其

众多经济数据让人失望，例如14日公布的欧元区和多国

二季度GDP数据，连曾经的亮点德国也出现了经济濒临

衰退的迹象。（张枕河）

谷歌惠普或共建企业数据平台

□

本报记者 刘杨

据媒体报道， 谷歌旗下的安卓部门正在

与惠普公司就拓展其虚拟助手Google� Now

的企业级应用进行洽谈， 旨在让Google�

Now成为用户搜索企业数据的得力工具。

一直以来， 用户可以使用Google� Now

查询天气、体育赛事及电影等相关信息，但无

法通过Google� Now搜索企业财务数据、产

品库存、销售业绩情况，一旦谷歌和惠普合作

顺利，上述现状将有望得以改观。

资料显示， 移动虚拟助手的优势主要是

在用户有相关服务需求时， 方便查找到自己

所需要的信息。 这样的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相

结合， 对于企业市场的设备销售具有很大的

空间。

消息人士透露， 苹果在与 “蓝色巨人”

IBM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发企业软件应用之

前， 曾与惠普探讨与企业计算相关的合作事

宜。目前，惠普正在自行开发一款面向企业客

户的移动搜索产品。

分析人士指出， 企业级应用将成为苹果

和谷歌全新的竞争领域，双方均已开始发力，

使其产品能够更多的在企业计算市场上“大

展拳脚” ，将企业计算技术与高科技虚拟助手

相结合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微软也一直

在努力推进企业客户的云服务和移动业务。

事实上，惠普公司为弥补其PC和打印机

业务下滑所造成的损失， 一直在大力推动企

业软件和相应服务业务的发展。截至目前，谷

歌与惠普的合作还处于谈判阶段， 不过业内

人士普遍看好这一可能达成的合作。

市场憧憬行业政策面向好

中概光伏股普涨

受到中概太阳能公司阿特斯上季度业绩远好于预期

带动， 加之市场憧憬近期中国内地将出台更多利好光伏

行业的政策等因素，13日美股中概光伏板块普涨。

截至当日收盘，阿特斯（CSIQ.NASDAQ）大幅上涨

24.27%至31.03美元，韩华新能源(HSOL.NASDAQ)上涨

8.5%至2.17美元， 晶科能源 (JKS.NYSE) 上涨8.97%至

27.32美元，晶澳太阳能(JASO.NASDAQ)上涨4.13%至

9.07美元，天合光能 (TSL.NYSE)上涨3.99%至11.72美

元，英利绿色能源 (YGE.NYSE)上涨2.04%至3.5美元，

大全新能源(DQ.NYSE)上涨0.89%至28.25美元。

阿特斯13日发布的二季度财报显示，由于日本、美

国、德国和英国的需求强劲，其当季太阳能电池组件出

货量达到646兆瓦， 好于公司此前的目标范围600兆

瓦—630兆瓦、 一季度的500兆瓦以及去年二季度的

455兆瓦。 其当季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12.8%扩大至

19%。营业收入和净盈利分别为6.238亿美元和5580万

美元，远好于去年同期的3.8亿美元和净亏损1260万美

元。 （张枕河）

唯品会上季净利

同比大增192%

于纽交所上市的中概电商企业唯品会 （VIPS）8月

14日发布了截至今年6月30日的第二季度财报。 唯品会

当季实现总营收8.294亿美元，同比上涨136.1%；当季实

现净利润达2640万美元，同比大增192.1%，合每股收益

0.64美元（Non-GAAP）；当季毛利率为24.8%，高于去

年同期的23.5%。

活跃用户人数方面，当季人数为930万人，比去年同

期的350万人增加了167.9%；总订单数量方面，二季度共

计2630万份，同比大增138.4%，主要是由于公司品牌知

名度得到用户认可、并购乐峰网、公司持续优化和增强在

移动端可选商品的品牌数量等原因。

唯品会预计，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总营收将介于

8.50亿-8.60亿美元，同比增122%-124%。（刘杨）

思科上财年盈利骤降

被迫大幅裁员

网络设备巨头思科13日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在截

至7月26日的2014财年第四财季实现收入124亿美元，同

比下滑0.5%，净利润22亿美元，同比下滑1%，每股盈利

0.43美元。公司2014财年全年营收为471亿美元，较2013

财年下滑3%， 净利润79亿美元， 较2013财年大幅下滑

21%，每股盈利1.49美元，较2013财年下滑19.9%。

截至2014财年第四财季末，思科持有的现金、现金

等价物及投资总价值为521亿美元， 高于第三财季末的

505亿美元和2013财年末的506亿美元。

思科首席执行官钱伯斯在当天的业绩说明会上表

示，上财季思科在新兴市场国家的业务出现下滑，预计未

来几个季度这一趋势会进一步恶化。

钱伯斯强调称， 思科必须将业务重点放在一些增长

和创新领域中，尤其是安全、数据中心、软件、云和物联网

等领域，以便成为“一流IT从业者” 。 过去三年思科的转

型举措已经帮助公司在云计算市场上位居前茅。

在发布业绩的同时，思科还宣布将从2015财年第一

财季开始最多裁减6000名员工， 约占全体员工数量的

8%， 这项措施将令思科当前财季中计入2.5亿美元到3.5

亿美元的重组相关支出， 最终带来的总支出最多将达到

7亿美元。 一年前，思科曾宣布裁减4000名员工，占当时

员工总数的5%。 （杨博）

进军线下业务 亚马逊推出移动支付服务

□

本报记者 杨博

在线零售公司亚马逊13日发布了新的移

动支付服务。 该服务由软件和硬件两部分组

成， 包括可供免费下载的移动应用以及亚马

逊提供的可附加在移动设备上的读卡器，能

够帮助用户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移动

设备完成信用卡和借记卡的付款交易。

亚马逊表示，用户需要支付10美元购买

信用卡读卡器，但这10美元会在用户首次进

行转账交易后以信用额度的方式全数返还。

任何在今年10月31日前完成该服务登记的

用户都能够享受1.75%的优惠交易手续费

率， 这一优惠措施将持续至2016年1月1日，

此后所有用户的单笔刷卡消费交易手续费率

将为2.5%。

亚马逊的低价推广策略令移动支付解决

方案提供商Square和贝宝面临挑战。 目前

Square的单笔支付交易手续费率为2.75%，

贝宝的手续费率为2.7%。

业内人士表示， 新服务不但使亚马逊产

品线进一步扩展， 而且能够帮助这家公司获

得实体零售的销售数据。 目前美国零售市场

上90%的消费活动仍在线下进行。

目前亚马逊的这项新服务还仅限于在美

国使用。 考虑到多数大型连锁零售商都配有

统一的、更复杂的支付系统，因此亚马逊的初

步受众目标定为中小零售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