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外流令俄经济承压

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

年前9个月俄资本净流出额达852亿美元，规模

是去年同期的1.9倍。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西方对俄制裁涉及金

融、能源等经济核心领域，不利影响持续凸显。

在此情况下， 大量资本撤离更使俄经济面临越

来越大的压力。

俄央行此前最坏的预计是今年有900亿美

元流出。 俄央行第一副行长尤达耶娃9日表示，

如果资本继续外流， 央行将不得不重新调整此

前预估。

专家指出， 大量资本流出与西方对俄制裁

不无关系。 俄兰塔银行投资业务管理中心分析

师叶尔马科夫表示， 制裁不仅使俄企业无法获

得西方银行贷款， 而且导致很多西方投资者因

担心俄经济前景而大量撤资。他认为，乌克兰东

南部局势不恢复正常， 西方对俄制裁就不会停

止，俄经济压力就不会缓解。

长期以来外资对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促进

作用。在地缘政治危机影响下，外资撤离是俄经

济面临的一个挑战。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

尔公司认为，在乌克兰东南部危机发生前，俄经

济就呈现增长放缓趋势。 未来俄经济发展具有

很大不确定性。

除西方制裁外，俄自身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结

构也是外资撤离的一个原因。 长期以来，俄罗斯

国内垄断行业多、对外资投资领域有限制、法律

法规尚不健全等对俄大规模吸引外资构成阻力。

当前，俄政府正在积极改善国内投资环境，

如加快推进油气领域的私有化步伐、 进行油气

出口多元化改革、 吸引亚洲资本开发俄油气资

源等。 这些措施对缓解俄经济运行压力起到一

定作用。（吴刚）

美元指数

终结十二周连涨势头

□新华财富 关威

上周美元对多数主要货币收低， 美元指数

亦终结连续十二周的连涨势头。美联储9月会议

纪要偏鸽派，令市场大感意外，并打击美元自四

年多高点快速回落。不过上周后半段，较好的美

国就业数据以及欧央行行长德拉吉温和讲话，

帮助美元止跌企稳。预计本周，美联储多位官员

的讲话将会持续吸引投资者的目光， 市场希望

从中获取更多关于未来货币政策的信息。 预计

美元短线可能维持高位震荡。

美联储9月政策会议纪要意外释放“鸽派”

信息，打乱了美元之前的上升节奏。 会议纪要显

示，美元强势，通胀压力减轻以及外部经济环境

的恶化，使得美联储官员相信不应急于进一步收

缩货币政策。 且纪要中未透露加息信息。 这一切

迹象令美元多头感到失望，从而拖累美元走势。

美元上周后半段之所以止跌回升， 一方面

应当得益于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尚佳。数据显示，

美国10月4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意外下降，

使得四周均值降至八年低点。 表明美国就业市

场持续回暖。 这也对美元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

用。 另一方面，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如果

必要欧洲央行一致承诺采取更多措施。 这使得

稍微恢复的欧元市场人气再度涣散， 欧元汇率

亦转而走低，美元从中获益。

展望本周， 包括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内的多

位联储官员将陆续发表讲话。 市场希望从中获

得更多关于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的线索，料鹰鸽

两派将继续各持己见。

技术角度分析， 美元上周自高点快速回落

且连跌三日， 不过上周后半段美元指数企稳反

弹，收复部分失地。目前5日均线持续下滑，死叉

10日均线，中期日均线维持上升态势；RSI指标

在50强弱分水岭附近转而回升。 预计美元短线

可能维持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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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合同压力巨大

与苹果撕破脸 GTAT欲关厂裁员

□本报记者 陈晓刚

在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 美国蓝宝石制造

巨头GT� Advanced� Technologies（纳斯达克

交易代码：GTAT）日前向新罕布什尔州破产法

庭递交多份文件， 要求法庭终止该公司与苹果

公司的供应合同， 同时请求将位于亚利桑那州

的制造厂关闭并大举裁员。

GTAT6日意外提出破产保护申请， 当日

GTAT股价暴跌，从前一交易日的11.05美元狂

泻至0.8美元，跌幅超过了92%，市值一日蒸发掉

了14亿美元。此后几个交易日，该股呈现大幅波

动态势。 7日GTAT股价大幅反弹逾50%，8日下

跌9%，9日上涨逾17%，10日又大幅下挫逾37%

至0.81美元。

申请关闭蓝宝石制造厂

9日，GTAT在破产法庭举行了封闭式司法

听证会，但对“破产原因和重组计划” 只字未向

外界透露。 GTAT方面表示，这主要是因为与苹

果签署了保密协议，从而无法披露相关细节。若

违反保密协议，GTAT可能面临5000万美元的

赔偿。 当日法院宣布将于10月21日就相关事宜

做出最终决定。

10日，GTAT再递交文件称，与苹果的供应

合同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因此终

止该合同将是阻止公司运营情况继续恶化的唯

一方法。 GTAT请求获得法庭准许，以关闭其设

立在亚利桑那州的蓝宝石制造厂，并裁员890名

员工。

GTAT代表律师表示， 蓝宝石制造厂的

运营耗费了大量资金， 但该投资从苹果得到

的回报甚微，难以维系。虽然关闭工厂造成潜

在就业损失十分“遗憾” ，但在年底之前彻

底关闭该工厂将会对GTAT停止亏损“有很

大帮助” 。

与苹果合作正式破裂

GTAT同时也希望获得法庭批准， 在今后

对苹果提出进一步索赔，“GTAT相信， 鉴于公

司与苹果的合作关系破裂， 未来会有很多对后

者的索赔指控” 。

根据与苹果去年11月达成的协议，GTAT

将为苹果提供“低成本、大批量的蓝宝石材料制

造服务” ，苹果则向其预先支付5.78亿美元用于

相关开支。 该款项中的最后一笔1.39亿美元原

本预计应在本月由苹果支付。

之前，GTAT公司预测其2014年营收将达

到6-8亿美元，其中80%的规模来自于蓝宝石业

务。 这意味着蓝宝石业务将在2014年为公司带

来4.8亿-6.4亿美元的营收，较2013年提升了几

乎20倍。

由于苹果CEO蒂姆·库克去年年底时暗示

其合作伙伴将量产蓝宝石玻璃， 市场确信蓝宝

石消费电子时代已开启， 蓝宝石概念股票掀起

一波炒作浪潮。 作为该板块的领头羊，GTAT公

司股价在2013年涨幅高达188%， 截至7月初的

2014年度涨幅一度超过120%。

但苹果上个月发布的最新iPhone� 6并没有

如同外界预期的那样采用蓝宝石屏幕， 后续有

市场传言称，GTAT与苹果团队之前在评估蓝

宝石作为苹果手机屏幕盖板时过于乐观， 蓝宝

石成本过于昂贵，硬度“缺乏弹性” ，现有切割

技术不适合裁切较大尺寸的面板。

蓝宝石龙头或易主

蓝宝石具有优异的光学性能、 机械性能和

化学稳定性。 其独特的结构、优异的力学性能和

良好的热学性能使得蓝宝石晶体成为LED、大

规模集成电路等最为理想的衬底材料。 其硬度

大、耐冲刷的特点更为制造业界所称道，数据显

示，若以维式硬度计算，蓝宝石约为目前苹果手

机盖板玻璃应用的康宁“大猩猩”玻璃的三倍。

苹果公司近年推出的产品对蓝宝石材料情

有独钟。 2012年，苹果在推出的iPhone� 5手机

中率先使用蓝宝石盖板作为摄像头； 在后续推

出的iPhone� 5S手机中，主页键也使用了蓝宝石

材料。 分析人士认为，从长远来看苹果对于蓝宝

石应用态度依然积极， 不排除收购GTAT一些

核心技术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 美蓝宝石板块中的另一家公司

卢比肯科技（纳斯达克交易代码：RBCN）近来

异动频频。 GTAT10月6日提出破产保护当天，

卢比肯科技曾大幅下挫近12%至4美元，但此后

几个交易日股价却持续走高，10日收盘已涨至

4.82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10日卢比肯科技股价

一度大幅拉升至近6美元，当日成交量为前一交

易日的6倍。 市场人士称，在GTAT倒下后，投资

者憧憬卢比肯科技能成为蓝宝石板块的新领头

羊，与苹果公司合作。 此前卢比肯科技曾表示，

具备生产“可被切割为智能手机以及智能手表

屏幕” 的矩形蓝宝石盖板的能力。

分析人士还指出，除卢比肯公司外，其它的

一些蓝宝石制造公司也有望从 “GTAT倒下”

事件中受益。 这些公司有些为未上市企业，上市

企业包括韩国的蓝宝科技(123260.KS),�法国的

圣戈班公司 （Saint-Gobain） 以及俄罗斯的

Monocrystal公司等。

美股近期波动或加剧

□霍华德·斯韦尔布拉特

那些想给市场来点“调味剂” 的投资者们

上周如愿以偿了。 美股市场有了更高的交易

量、更高的波动性，然而市场的活跃却是以股

指下跌为代价的，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 标普

500指数上周累计下跌3.14%，创下2012年5月

单周下跌4.3%以来最差单周表现。 目前来看，

美股市场近期的波动仍有加剧的可能。

如今全球经济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包括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权威机构开始调降

全球或部分地区的增速预期，德国上周公布的

经济数据也非常糟糕。如果美国重要的经济伙

伴欧元区经济继续疲软，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

美国经济甚至金融市场的稳定。强势的美元汇

率、不断走软的原油价格都在影响着各路投资

者的心理。

此外， 目前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刺激

（QE）已经进入倒计时，而接下来各界关注的

就是正式收紧货币政策即加息的时间表。 然

而， 美联储内部当前对于加息的分歧依然较

大，“鸽派” 人士当然希望能够将超低的利率

维持得越久越好，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当前的经

济形势并未强劲到可以完全脱离货币政策刺

激；偏“鹰派” 人士则认为，尽快提高利率有利

于美国经济持续健康复苏，因为过于宽松的货

币环境同样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

具体而言，上周一（6日），无重要经济数

据发布。公司消息方面，惠普公司表示，计划将

公司拆分为两个独立的上市公司，一个负责个

人计算机和打印机，另一个负责硬件。 标普指

数最终没有延续前一个周五由于利好非农数

据推动的涨势，最终小幅收跌0.16%，开启了灰

暗的一周。

上周二（7日），欧股在美股开盘前大跌，

当日数据显示， 德国8月工业产出环比下跌

4%，创2009年初以来最大单月跌幅。 IMF在当

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下调至3.3%，警告了经济下行风险正

在加剧。 标普指数收跌1.51%。

上周三（8日），美联储公布的9月会议纪

要显示，许多委员认为美国应该在加息方面非

常谨慎，这也意味着真正走向加息道路实际上

仍有很多反对之声。 仅从当日股市来看，市场

资金面紧张的担忧情绪有所缓解，标普指数收

涨1.75%。此外，当日盘后发布三季度业绩的美

国铝业成绩也好于市场预计，为美企三季报开

了个好头。

上周四（9日）盘前，来自德国的消息继

续不乐观，该国8月出口环比下降5.8%，创下

2009年1月以来最大的降幅。 标普指数在当日

美国申领失业金、 批发库存等多项经济数据

向好的情况下，意外大幅收跌2.07%，可见欧

元区经济疲软的态势已经影响到美股投资者

的心理。

上周五（10日）盘前，IMF调降中国和亚

洲新兴经济体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期，并强调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可能拖累亚洲经济。标

普指数在美国本身并未利空的背景下再度收

跌1.15%。 （作者系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资深

指数分析师，张枕河编译）

多重利空来袭

美股创两年多最大单周跌幅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在内外多重利空因素共同打击下，上周美

股三大股指大幅走软， 其中标普500指数全周

累计下跌3.14%， 创下2012年5月以来的最高

周度跌幅；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累计下跌

2.7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更累计下跌4.45%。

投资者悲观情绪上升

上周美股面临许多利空因素。高盛集团指

出，上周引起美股走软的宏观因素实际并不是

来自美国本身，而是欧元区和新兴国家等外围

经济体。 作为欧元区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德

国上周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远差于市场预期。

该国8月工业产出环比下跌4%，创2009年初以

来最大单月跌幅；8月出口环比下降5.8%，也创

下2009年1月以来最大的降幅。 欧央行行长德

拉吉表示，提振该区域目前疲软的经济形势可

能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这也使部分悲观的

投资者认为欧央行进一步推出全面量化宽松

（QE）刺激可能会出现变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分别下调了

全球以及部分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这也

很大程度地打压了美股投资者的市场情绪，撤

资离场观望的行动有所增加。

美国市场本身上周实际并无过多利空因

素，相反首先公布业绩的美国铝业业绩好于市

场预期；上周失业金申领以及批发库存等数据

表现强劲； 美联储9月会议纪要显示许多高层

认为加息行动应该“非常谨慎” ，暗示不应过

早加息， 但这些均未能扭转美股疲弱的走势，

可见外围利空因素目前已经成为投资者更为

关注的新闻。

从板块而言，上周表现最差的是芯片类和

半导体类股票。 微芯科技(MCHP)上周五发出

第三季度业绩预警，称其认为又一次行业回调

已经开始，其当日股价大跌12.26%。 其它部分

个股中，英特尔(INTC)下跌5.09%，芯片设备生

产商应用材料(AMAT)下跌4.98%，半导体供

应商美光科技公司(MU)下跌9.24%。

美股难独善其身

许多业内人士和机构预计，美股近期可能

继续走软。 券商Newedge美国股市分析师唐

纳德预计，美国股市将会较当前点位继续下跌

10%以上。 唐纳德指出，除外围宏观经济因素

外，可能打压美股的还有很多因素。 例如，油气

类股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占有很大比例，

而由于油价大幅下跌的缘故，这一类股很可能

走低；许多拥有大规模海外业务的公司的盈利

都可能将达不到预期，且业绩预期也将倾向于

下行，主要是受到美元汇率上涨的影响。

保诚集团市场策略师克洛斯比表示，现在

美股市场实际正在回到“旧常态” ，结束此前

连续走牛的状态。 短期来看市场会很动荡，股

指也会继续回调。他补充强调，标准普尔500指

数已经超过两年没有出现过连续10%以上的

回调，而这实际上是不正常的。 “随着美联储

货币政策已经接近恢复常态， 进而进行加息，

市场将会出现必然的回调。 ”

投行Sarasin市场策略师亚里山德罗表

示，全球经济增长风险已经成为令市场最担心

的因素。 投资者们越来越注意美国之外的状

况，不论是欧元区还是新兴市场。 因为如果全

球经济增长放缓， 美国经济也会受到拖累，这

对股市而言不是好兆头。 上周市场行情跌宕起

伏，正说明了市场的紧张情绪。 如果来自外围

的消息继续恶化， 恐怕美股短期也难独善其

身，走软的概率将进一步加大。

伦敦金融城市长：欢迎中国投资英国基础设施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伦敦金融城市长吴斐娜 (Fiona� Woolf)日

前率领金融城商业代表团访华期间接受了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吴斐娜表示，非常看好中英两

国在金融等多项领域的合作前景， 欢迎中国对

英国的基础设施等项目投资。 作为知名的国际

金融中心，伦敦拥有许多自身独特的优势，可以

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发展。

两国合作不断加深

中国证券报： 如何看待中英两国金融以及

其它领域的合作前景？

吴斐娜：选择这个时机来华非常激动，英国

政府刚刚宣布将在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

券， 人民币国际化为伦敦和中国呈现了非常重

要的合作机会。 据外汇交易商ICAP数据统计，

在去年一年， 在伦敦进行的人民币外汇交易总

额从2亿美元上升到4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中

国与世界各地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总量在不断增

加， 而每天世界发生的外汇交易40%是在伦敦

进行的。

近年来两国双边贸易及投资稳定增长，中

国已成为继美国、欧盟以外，英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去年英中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高达504亿

英镑， 其中英国对中国出口的货物及服务贸易

额达157亿英镑，较2012年增长15%，中国对英

国出口的货物及服务贸易额则达到347亿英镑。

去年，英国还成为了欧盟对华第三大出口国。在

投资领域， 去年英国已在欧洲对华投资排名中

占据第二位， 至2012年底累计直接投资额高达

187.8亿美元。 不仅如此，英国还在2013年成为

接受中国投资的第二大欧盟国家， 直接投资额

高达89亿美元。

中国证券报：你对此次访问有何期待？

吴斐娜：此次我会访问北京、上海和深圳这

些中国经济中心， 它们同时都是中国实行经济

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先锋。 如今英中两国都在

积极寻求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这次访问是加强

两国关系、交流两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极好机会。

欢迎中国对英投资

中国证券报：相对于其它金融中心而言，伦

敦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吴斐娜：作为国际四大金融中心之一，伦敦

以其特有的资本实力、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多元文

化的人才资源闻名。而相对于其它三大国际金融

中心， 伦敦的地理位置为其提供了时区优势；此

外其国际化程度非常高，这都为其领跑离岸人民

币市场业务提供了基础。因此许多来自中国的金

融企业都将区域总部设在了伦敦，把伦敦看成了

通向欧洲、非洲以及中东地区的门户。

中国证券报： 英国希望吸引中国企业对英

哪些方面的投资？

吴斐娜：最近中国对英的投资继续增加，英

国也希望吸引到更多的中国对英投资， 其中英

国非常欢迎中国对英国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

资。 尤其在核能和高铁项目上，英国需要并期待

中国的技术和资金， 当然英国期盼的是具有实

力和经验的投资者。

■一周国际财经前瞻

10月13日

中国公布

９

月份进出口贸易数据

10月14日

新加坡公布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初值

法国公布

８

月份经常项目数据

英国公布

９

月份消费价格指数

欧盟统计局公布欧元区

８

月份工业产出数据

10月15日

德国公布

９

月份消费价格指数终值

英国公布

９

月份失业率

美国公布

９

月份零售销售数据

10月16日

美国公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９

月

份工业产出数据

美联储发布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

10月17日

美国公布

９

月份新房开工数据

标普下调芬兰评级

由于芬兰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国际评级机

构标准普尔公司10日将芬兰主权信用评级由

之前的AAA下调一级至ＡＡ＋。

这是2009年以来国际评级机构首次调低

芬兰信用评级。

标普认为，由于严重老龄化、劳动力市场萎

缩及ＩＴ业大量丧失国际市场份额等原因，芬

兰经济长期停滞，这是此次降级的主要原因。

针对标普的降级，芬兰财政部长安蒂·里内

表示， 这一决定令他深感遗憾， 但他不觉得意

外。 他认为，“没有必要为此重新评估芬兰的财

政政策” 。（徐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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