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普指数连续三年涨幅逾10%

□霍华德·斯韦尔布拉特

尽管不及2013年的强劲表现，美股在2014年的表现依然堪

称上佳，标普500指数连续第三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年涨幅。 具体

而言，标普指数在2014年累计上涨11.39%；2013年上涨29.6%，

创下1997年以来的最佳成绩；2012年上涨13.41%。 过去三年以

来，标普指数累计上涨63.72%，自2009年10月9日的熊市低位以

来，标普指数已经累计上涨高达204.33%，早已彻底由熊转牛。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标普指数2014年依然令华尔街和市场

人士满意。在2013年大幅走牛后，美股曾在2014年1月份出现回

调，当月累计下跌3.56%，但最终市场证明下跌只是暂时现象，

股指随后仍然屡次刷新历史高位。

2014年全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有74.3%即373只个股

收涨，125只个股收跌；2013年则有457只个股全年收涨，仅41只

个股收跌。 然而2014年全年标普指数一共53次刷新历史收盘新

高，好于2013年的45次，并且在2014年8月首次突破2000点的

关键点位，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在去年12月突破18000点的

关键点位；自1989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美国股市涨幅首次好过

全球一半以上（51%）的股指表现，这些都是2014年的亮点。 基

本面的利好持续是支持市场的最重要原因， 不论是企业盈利还

是现金流都继续刷新历史新高，可以说2014年美股的牛市仍是

2013年的延续。

对于2015年而言，美联储年内开始缓慢地提高利率已经基

本没有悬念，只要美国经济不出现明显滑坡，以当前形势看，美

国经济也很难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由于美联储加息早在市场预

期之中，只要其加息幅度不算过高，且能够按部就班进行就不会

对股市产生过大的负面冲击， 有观点认为其可能会造成资金面

趋紧属于担忧过度。

从全球股指的统计数据也能侧面反映出美股2014年表现

的相对强劲。2014年全年，全球主要股指总体（按照市值加权平

均计算）微涨1.96%，然而剔除美股两位数的涨幅后，全球主要

股指总体下跌5.64%。 (作者系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资深指数分

析师，张枕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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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基金股债双优规模破1500亿 三年增长超3倍

2014年无疑是资本市场的“丰收年” 。 股市与债市的出色表

现让公募基金收益水涨船高， 中银基金等绩优公司更是如虎添

翼，继续书写“股债双牛” 的精彩篇章。截至2014年12月31日，凭

借旗下产品的优异业绩表现， 中银基金公募资产管理规模首次

突破1500亿， 稳居行业前十。 中银基金从规模不足500亿到超

1500亿元，仅仅用了三年。

2014年的中银基金继续向投资者交出了一份满意的 “成绩

单” 。 海通证券基金公司权益及固定收益类绝对收益排行榜显

示，截至2014年9月30日，中银基金权益类产品最近五年净值增

长率位居行业第9，固定收益类产品位居第7。 在晨星2014年3季

度发布的中国公募基金公司综合量化评估报告中， 中银基金综

合实力排名行业第4，配置型基金投资管理能力跻身前十。 中银

基金可谓“星” 光熠熠，旗下44只产品中，有9只拥有晨星、海通、

银河五星或四星评级，其中不乏中银中国、中银收益、中银优选、

中银策略、中银双利和中银转债等明星产品。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上证综指一年来大涨

52.87%，深证成指涨35.62%，中证全债指数上涨10.81%。中银基

金旗下产品把握难得的股债回暖行情， 表现优异。 晨星2014年

12月26日发布数据显示，中银行业优选混合基金今年以来总回

报率达32.74%，在参与排名的136只同类产品中位居第7；中银

转债增强债券基金A、B份额分别以今年以来63.11%和62.33%

的总回报率稳居同类产品第10及第13；中银主题策略股票基金

今年以来总回报率达34.06%，在同类产品中排名前10%。 即使

在资金面相对宽松、无风险收益率逐渐走低的2014年，中银基

金旗下货币类产品表现依然可圈可点。 Wind数据显示， 截至

2014年12月26日，中银活期宝货币基金今年以来的区间七日年

化收益率均值达4.9966%，在计入统计的171只货币基金（A份

额）中排名前15%。

考量旗下产品近三年来的中长期业绩， 中银基金算得上是

业内闻名的“长跑健将” 。 银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26

日，中银收益混合基金过去三年净值增长率达73.01%，在43只

同类产品中排名第4，中银行业优选混合基金过去三年净值增长

率在56只同类产品中位列第15；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基金A、B份

额过去三年净值增长率分别为83.87%和81.73%，均高居同类基

金榜首。

持续优异的业绩表现获得投资者的广泛认可， 中银基金的

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因而屡创新高。 2011年末时，中银基金规模不

足500亿元， 此后三年迅猛发展，2012、2013年规模相继突破

1000亿和1200亿元，2014年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历史性地站上了

1500亿元大关，三年规模增长超3倍，连续三年跻身行业前十。

与此同时， 中银基金也凭借优异业绩成为各项行业评选中

的“常胜将军” ，揽获约50项权威大奖，近三年来尤其硕果累累。

在2014年的“颁奖季” 中，中银基金继2012年和2013年后，再次

包揽金牛奖、金基金奖、明星基金奖及晨星基金奖四大奖项，实

现权威奖项“大满贯” 。 其中，中银基金第三次摘取金牛奖顶级

大奖———十大金牛基金管理公司奖， 同时蝉联金基金奖最具含

金量的奖项———金基金?TOP公司大奖，并二度荣获明星基金奖

最高奖项———五年持续回报明星基金公司奖。 在全球享有盛誉

的权威大奖———晨星（中国）年度基金奖评选中，中银收益从

819只参选基金中脱颖而出， 成为仅有的五只获奖公募基金之

一，加冕晨星（中国）“激进配置型基金” 奖。 该基金也是2014年

全行业唯一一只囊括金牛奖、金基金奖、明星基金奖和晨星基金

奖四大权威奖项的混合型基金。 中银基金因而成为2011年以来，

唯一一家连续四年夺得晨星基金奖的基金公司。

作为中国银行和贝莱德两大全球著名金融品牌强强联合

打造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中银基金砥砺前行， 辛勤耕

耘，迄今已逾十年。 2012年来，以总经理李道滨为核心的新一

届管理层充分发挥公司的投研优势和股东优势， 引领中银基

金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成长为规模跻身前十的绩优公司，为

投资者创造了丰厚回报。 展望新的一年， 牛市的大幕或已开

启，中银基金将继续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投资理念，进

一步提升投资管理水平，迎接“大资管” 时代的各种机遇与挑

战，以持续优异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的信赖托付，打造一流

的财富管理机构。

制造业数据疲弱 美经济新年“添堵”

□本报记者 刘杨

2015年第一周出炉的两项12月全美制造业数据分别创下

近期新低，在岁末年初各方对美国经济2015年将“持续给力”

的积极预期中，显得格外刺眼。分析人士表示，目前看来，全球经

济复苏疲软的隐忧已对美国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前景产

生了一定的冲击。

制造业增长不及预期

1月2日首先与市场见面的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发

布的12月全美制造业报告，其中的制造业指数跌至55.5，低于11

月的58.7和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期中值57，创下半年新低。在子指

数当中，12月的新订单指数跌至57.3；产出指数降至58.8。 但雇

佣指数攀升至56.8，创下去年8月以来新高。

通常来讲，ISM制造业指数高于50表明制造业整体而言处

于增长而不是萎缩态势。接受调查的全美部分经理人表示，美国

西海岸港口的劳资纠纷已导致原材料和其他商品的进口延误，

影响到制造业的生产。

相比之下，权威机构Markit发布的12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人指数（PMI）创11个月新低，就更多是缘于“采购经理人对

全球经济疲软的担心” 。

报告显示，12月全美制造业PMI降至53.9，低于11月的54.8

和市场普遍预期的54.0。在相应的子指数当中，产出指数终值同

样创2014年1月以来终值新低；雇佣指数则创2014年7月以来最

低，“虽然制造企业依然在聘用人手” 。

美经济前景整体乐观

尽管如此，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对2015年的全美制造业前

景仍持乐观态度。ISM全美制造业报告显示，全美就业率已经升

至四个月来最高点，表明上月工厂增加了工作岗位。在全球经济

疲软隐忧已然冲击美国经济前景的背景下， 制造业依然增加的

工作岗位令人相信， 美国市场的规模足以支撑今年全美制造业

增长。

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经济学家戴尔斯指出， 尽管

其他经济体在苦苦挣扎，美国制造业仍在增长，“国内的强劲需

求将确保2015年工业和整体经济仍有极佳表现” 。

德意志银行分析师拉斯金则表示， 除了美国国内强劲的需

求之外，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大量闲置资源，将使得美

联储有足够的时间继续将基准利率保持在超低水平， 从而客观

上为2015年的美国经济提供持续动力。

他强调， 美元指数在2015年初升至11年高点的最主要因

素，便是美国经济表现优良的预期；在2015年全年，“我们很可

能会看到美联储加息， 这将使美国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 ；此

外，与美联储加息相似，美元进一步走强也会在中长期导致美国

经济增速放缓，“但在2015年， 这两项因素和海外经济放缓一

样，不会对美经济增长态势造成实质性影响” 。

欧央行全力备战QE�希腊或成“绊脚石”

□本报记者 陈听雨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2015年1月2日释

放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宽松信号，称“不能

完全排除” 欧元区的通缩风险。 分析人士认

为，德拉吉的言论暗示，欧洲央行可能很快

将启动大规模量化宽松措施。

受德拉吉宽松言论的影响，欧元对美元

汇率2日创四年半新低，欧元区多国国债收

益率创历史新低。

不过，摩根士丹利等机构警告，由于政

坛危机发酵，希腊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已飙升

至66%，并成为欧洲央行宽松路上的“绊脚

石” 。

欧版QE启动在即

德拉吉2日接受 《德国商报》 采访时

称：“不能完全排除欧元区的通缩风险，但

这一风险有限。 目前，无法实现稳定价格的

使命的风险比六个月前高，我们必须以行动

抵御这类风险。 我们正在做技术方面的准

备，2015年年初要改变现有（宽松政策）措

施的规模、速度和构成。 ”

在2014年12月的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

议上，该行管理委员会“全体一致” 同意，如

有必要， 将为 “化解低通胀持续太久的风

险” 而采取行动。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分析师哈德曼认为，

德拉吉的最新言论意味着，欧洲央行将很快

采取购买主权债的措施，最快可能在1月22

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做出决定。

欧元区最新经济数据不佳，导致市场对

欧洲央行启动全面QE的预期升温。2日公布

的欧元区2014年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 （PMI） 终值为50.6， 不及初值50.8。

Markit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表示，2014

年12月欧元区工厂活动差不多再次陷入停

滞，制造业产出的疲软，加之服务业增长的

放缓， 都意味着欧元区2014年第四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GDP）仅能环比增长0.1%。 这

导致市场对欧洲央行即将采取激进货币政

策的预期在上升，欧元区整体PMI数据支持

欧洲央行采取更多刺激措施。

受此影响，欧元汇率和欧元区多国国债

收益率走低。 2日欧元对美元汇率大跌至

1.1996位置。 法国巴黎银行表示，不断增加

的通缩压力将支撑欧洲央行在2015年1月

实施QE的预期。

1月2日，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三国的

国债收益率均创历史最低纪录。 法国10年

期国债收益率最低至0.812%， 西班牙10年

期国债收益率跌至1.541%， 意大利10年期

国债收益率最低降至1.819%， 均打破了

2014年12月30日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 欧

元区国债的风向标———德国10年期国债的

收益率最低也降至0.536%， 逼近历史最低

纪录0.535%。

希腊退欧风险再增

摩根士丹利1月3日发布报告警告称，

考虑到希腊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已飙升至

66%，欧洲央行可能无法按之前的规划启动

全面QE。

摩根士丹利表示：“希腊政局动荡可能

令欧洲央行的主权债务量化宽松项目筹备

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该行可能因为采购活动

蒙受重大亏损的前景将使其内部讨论更加

激烈。 ” 摩根士丹利进一步分析称，将在1月

晚些时候提前举行的希腊大选可能导致国

际希腊援助项目的崩溃，最坏结果是希腊脱

离欧元区。

不过《明镜》周刊最新报道，德国政府

认为，欧元区现在能够应对希腊的退出。 德

国总理默克尔和财长朔伊布勒认为，自

2012年欧债危机以来， 欧元区实现了足够

的改革， 使得潜在的希腊退出风险变得可

控。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顾问之一、资深议员

福克斯指出，希腊不能再继续“要挟” 欧洲，

“如果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认为可以放缓改

革和财政紧缩措施，那么欧盟、欧洲央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所谓的“三驾

马车” 就会减少对希腊的贷款” 。

经济学家普遍警告称， 假如新一届希

腊政府决定脱离欧元区， 将再次引发金融

市场动荡，甚至比2008年引爆全球金融危

机的雷曼兄弟倒闭事件杀伤力大得多。3日

在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上，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历史学家艾肯格林

表示， 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触发希腊银行

挤兑，震动国内股市，最终导致希腊政府实

行严格的资本管制。 希腊一旦退出欧元区

也会产生溢出效应， 市场将不断猜测接下

来哪个成员国会退出欧元区。 艾肯格林将

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的影响做出了这样的

类比———“短期来看， 那会是雷曼兄弟事

件的平方” 。

国际消费电子展即将揭幕

可穿戴设备与物联网仍是热门

□本报记者 杨博

2015年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将于1月6日-9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召开。美国媒体和科技业人士预计，可

穿戴设备将继续成为展会上的关注热

点， 此外还将有大量物联网技术和产

品亮相，智能家居、车联网也会继续成

为热门概念。

可穿戴领域延续火爆

在2014年的CES展会上， 大量试

验性可穿戴智能产品争相面世，成为一

大亮点。 过去一年中，从高端智能手表

到运动监控设备， 再到低成本的手环，

可穿戴智能设备市场持续扩容，预计在

本届CES上将继续备受各方关注。

科技行业分析师指出，苹果Ap-

ple� Watch将于未来几个月内上市，

预计将有一大批竞争对手在本届CES

上展示新品， 而许多配件厂商可能将

展示为Apple� Watch设计的配件。市

场研究机构CCS� Insight数据预计，

2015年全球智能手表和运动追踪设

备的发货量将超过4000万部。

一些虚拟现实（VR）头戴设备也

有望亮相。 2014年社交网络巨头脸谱

斥资23亿美元收购研发虚拟现实头

盔的美国科技企业Oculus，后者有望

在CES上推出新款VR头盔。索尼也已

经宣布计划展出智能眼镜产品， 该产

品配有OLED微型显示器和视觉部

件，与谷歌眼镜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 本届CES展会有

望见证时尚和科技行业的进一步融

合。 CCS� Insight研究主管本·伍德表

示， 生产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

让可穿戴设备更吸引普通消费者，这

些设备不但应该具备舒适性， 而且也

应该是时尚的。 他预计CES期间会有

一些重量级的科技企业与时尚品牌之

间的合作关系公布。

此外由运动摄像机制造商GoPro

掀起的可穿戴摄像风潮也有望席卷本

届CES。摩根大通分析师保罗·考斯特

上周发布的最新报告认为，GoPro展

台将是CES上最拥挤的展台之一，预

计该公司管理层将发布积极的假日购

物季销量预期和2015年销售前景展

望。 考斯特预计将有很多便携运动摄

像机在本届CES期间亮相， 但没有任

何一个竞争对手会赶超GoPro。 他预

计GoPro股价在CES召开到发布上财

季业绩报告期间会走强。约三周前，考

斯特将GoPro股票评级从 “中性” 上

调至“增持” 。 GoPro股价自2014年

12月下旬以来已累计上涨24%。

万物互联备受关注

分析师预计，万物互联（Internet�

of� Things） 将成为本届CES展会上

的一大热门。 本届展会上将有900个

参展商将展示物联网技术和产品，包

括电视、厨房用品、照明和健康及运动

设备等。尽管智能家居已非新技术，但

制造商仍致力于令其更方便更实用，

以便满足广阔的市场需求。

据悉， 本届CES主办方专门安排

了 SmartRoomShow （智 能 家 居

秀），邀请NestLabs、Chamberlain等

知名智能家居厂商共同展示新技术，

显示对智能家居关注度的提升。 资料

显示， 包括德国最大工业企业博世

（Bosch）、日本住友电气等大厂商也

都计划在本届CES上展示智能家居相

关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苹果从不参

加CES， 但该公司2014年6月发布的

HomeKit平台很可能大放异彩 。

HomeKit是在移动iOS操作系统上运

行的智能家居交互界面， 市场人士认

为本届CES上将有大量基于该平台的

产品出现。到目前为止，海尔是唯一接

入HomeKit平台的中国厂商。

与智能家居相似， 智能汽车也备

受关注。 本届CES专门为汽车科技开

辟了一整个展厅，包括奥迪、福特、本

田和宝马等大量汽车制造商参展，还

有许多车载设备将亮相。 业内人士预

计汽车厂商将进一步展示如何在汽车

中整合互联网连接， 将汽车打造成为

扩展的智能终端。

此前， 克莱斯勒已经宣布将在

CES期间公布其开发的车载互联系统

UConnect的新消息， 该系统支持基

于云服务器的车载语音识别、导航、娱

乐信息、短信收发和网上冲浪等，并支

持一系列APP。 梅赛德斯-奔驰则计

划在CES上展出全自动驾驶概念车。

宝马也宣布将会在本届CES上展示自

己的自动驾驶技术， 并在未来应用于

旗下的量产车型中。

分析人士表示， 汽车与科技的结

合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无

人驾驶技术将会成为各大厂商展示自

己科技实力的最重要领域。

CES：创新技术改变世界

□本报记者 陈晓刚

一年一度的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

（

CES

）目前已成为全球消费电子厂商展示新产

品和新技术的主要舞台，被视为国际消费电子

产品领域的“风向标”。 各大厂商倾力推出的热

门电子技术，不仅令人大开眼界，更为消费者开

启了一扇未来全方位智能生活时代的大门。

正如美国消费电子协会主席夏皮罗反复强

调的那样，全球消费电子业技术变化日新月异，

创新技术不仅有助于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

能改变这个世界。

回首

10

年之前的

CES

（

2005

年），微软公司

创始人比尔·盖茨曾预测“数字家庭”概念将深

入人心，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数字化生

活方式”。 那届盛会上引人注目的是屏幕更大、

清晰度更高、机体更轻薄的数字电视，以及无线

上网和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等当时的新兴消费

电子概念。 如今，这些概念产品早已“飞入寻常

百姓家”。

到了

2009

年，尽管金融危机阴霾笼罩，但相

较于金融、能源等其他行业，消费电子业仍是受

危机影响较轻的行业之一。 因此一些业界巨头

则将

CES

当作逆流而上的一次契机， 他们认为

创新技术将帮助行业渡过目前危机，并有助于

拉动整体经济走出衰退。 诸如无线充电器、三

维摄像头等创新产品在此次

CES

盛会上吸引了

各方的眼球；当时出现的一款蓝牙太阳镜，镜腿

中藏有可与手机、

MP3

等设备匹配的蓝牙耳机，

俨然就是目前热门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雏形。

2010

年，火热上映的好莱坞大片《阿凡达》

以其身临其境的

3D

（三维）效果赢得了全球影

迷的好评， 也掀起了一股

3D

电影热潮。 此次

CES

最热门的话题变成了

3D

电视。 为了不让苹

果的平板电脑产品

iPad

一枝独秀，

2011

年

CES

的热门产品当属平板电脑， 众多知名公司均在

此次盛会上首次推出自己的平板电脑产品。 在

2012

年的

CES

展会上，云计算成为重要看点，基

于云计算的服务成为诸多厂商在展会上力推的

产品。到了

2013

年，超高清电视、智能汽车、无线

通信成为

CES

引领潮流的热门。

2014

年的

CES

创新之风又刮向曲屏超高清

电视、下一代智能手机、无人飞行器、物联网、互

联汽车、

3D

打印机……

尽管一直有批评观点认为，

CES

展会的新

意不足，缺乏让人耳目一新的“划时代”产品，更

多是在已有概念基础上的组合或提升， 但不可

否认的是，

CES

倡导的创新技术突破不断，每一

次突破都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快速进步， 创新

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也越来越快。

专家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的

形势下， 依靠创新技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

的就业岗位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成为促

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而能否抓住创新

技术的机遇， 已成为一个行业未来兴衰的关键。

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目前正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

浪潮中，

CES

所倡导的创新技术在这场革命中才

刚刚启程，未来仍存在巨大空间和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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