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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泰坦” 苹果暗中试水电动车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称， 苹果内部有数百位

员工正“秘密” 开发电动车，业内人士认为这可

能给电动车乃至整个汽车行业带来新的刺激和

挑战。

“泰坦”计划曝光

美国媒体称，苹果CEO�库克已于一年前批

准了代号为“泰坦(Titan)” 的电动车计划，并任

命产品设计副总裁史蒂夫·扎蒂斯基负责该计

划，后者曾担任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师。此外苹

果还于去年9月聘请了前德国梅赛德斯-奔驰汽

车公司北美研发部门主管约翰·容维尔。特斯拉

CEO马斯克此前也透露， 苹果曾从公司挖走很

多人才。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苹果正在学

习制造具备自动驾驶技术的电动车， 并且正在

与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商讨相关问题。 苹果正

在收集对于电动汽车和车联网技术的一些零件

生产方法的建议。

有业内分析人士指出， 苹果一直致力于开

发具有潜力的新技术和产品， 但其打造的很多

原型产品很可能永远不会上市销售。 即便在最

乐观的预期下，苹果汽车也要几年后才会亮相。

苹果更有可能研究的是电动车和智能汽车方面

的新技术，比如长效电池和车载电子设备等，并

与现有的iOS平台联接起来。

事实上苹果一直都与汽车制造商有合作关

系。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家汽车制造商计划

在各自的汽车中使用苹果的Car� Play服务。

Car� Play能够让用户通过汽车仪表盘的信息系

统来使用苹果的iTune音乐、地图以及Siri语音

等服务。

分析师称，继手机、平板电脑之后，汽车

将成为下一个移动互联终端设备， 汽车业与

消费电子产业的结合将越来越紧密， 很多科

技公司都在与车企合作， 将软件和硬件整合

到汽车当中。

并非“玩票”

在开发汽车产品方面，苹果早已表露心迹。

2009年， 苹果前CEO乔布斯就曾谈及开发iCar

的话题。对于此次曝光的更多细节，业内人士认

为从研发团队规模和一些重量级人物的加盟来

看，苹果对这个计划的态度十分严肃。

据悉， 苹果高管此前曾在欧洲会见一些高

端汽车的供应商， 其中包括加拿大汽车配件商

麦格纳国际位于奥地利的业务部门。

通常而言汽车生产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成本巨大， 这一高门槛阻挡了很多公司的进军

脚步。 但对苹果而言，资金方面的顾虑几乎不存

在。截至去年底，苹果持有的现金和等价物总额

高达1780亿美元。

不过相比于消费电子行业至少20%以上的

利润率，汽车业利润率能够达到10%就算不错，

相对而言吸引力不大。 但有分析师认为，与智能

家居平台HomeKit和医疗健康平台HealthKit

一样， 苹果打造汽车产品能够将软件领域的优

势移植到汽车平台，这也将成为其“改变世界”

策略的一部分。

行业分析师称， 苹果汽车产品可能给传统

汽车市场和电动车市场带来重要影响。 此前美

国科技媒体曾报道称， 有匿名的苹果员工通过

电邮透露，苹果将对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发起

挑战” 。

如果苹果真的进军汽车业，也将面临一些

对手。 此前互联网巨头谷歌已推出无人驾驶

汽车，并联手多家传统以及非传统供应商，可

能在2020年前正式上市。 多家传统车企则成

立联网等新技术研究机构， 与科技公司一决

高低。

市场供需面乍暖还寒

布伦特油价重返60美元大关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上周五， 目前基准的3月交割布伦特原油

期货价格大涨7.8%至每桶61.52美元， 重返每

桶60美元大关以上； 纽约商品交易所3月交割

的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3.1%至每桶52.78美

元。 至此，两地油价均连续三周收涨，布伦特油

价自1月23日以来的反弹幅度已达到25%。

分析人士指出，除部分投资者进行技术性

交割外， 在巨头减产动作频频导致供应减少、

经济回暖使需求回升的背景下，原油供需失衡

局面已经趋缓。

供应失衡趋缓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全球原油市场此前供

过于求的失衡局面已经出现缓解。 从供给端来

看，由于油价持续低位运行，能源巨头纷纷开

始减产，这点在页岩油等成本较高的生产领域

最为明显。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13日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截至2月13日当周，美国石油钻井数

量较前一周减少98口，总数降至1358口，达到5

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一周之前该项数据为

1456口，这已是该数据连续第十周下降。

法国道达尔公司近日表示，计划把今年的

资本支出削减10%， 比去年的260亿美元减少

20亿-30亿美元，还将出售价值55亿美元的资

产，到2017年之前削减2000个工作岗位。 将全

面暂停在美国的所有页岩投资，并削减英国北

海地区、加拿大油砂矿区以及包括加蓬和刚果

在内的西非国家成熟油田的勘探和开发作业。

此外，康菲石油和英国石油均进行了较大规模

的裁员。 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则表示，该公司

2015年开采投资预算为350亿美元，比2014年

的400亿美元下降13%。 矿业巨头必和必拓表

示，其计划将在本财年关闭40%的美国页岩油

井，计划将美国页岩油井的数量由目前的26座

削减至16座，以削减在页岩油勘探上的支出。

而从需求端看，乌克兰以及希腊危机均有

缓解迹象，加之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以及德

国上季经济增长速度好于市场预期，令投资者

憧憬石油需求有望增加。

油价入反弹轨道

市场人士指出， 在相关能源企业纷纷减产

的影响下， 此前原油市场供过于求的形势有所

缓解，油价有望继突破60美元大关后继续反弹。

有资深原油投资者表示，油价往往不会等

到原油产量真正下降了才涨，而是当听到减产

计划时部分大型投资者就已经开始进场了。每

桶50美元以下的接近底部价格已经对原油市

场的供需平衡产生作用。 自去年6月开始的原

油熊市并非仅仅是需求不足造成的，沙特等海

湾产油国进行的“价格战” 也是油价暴跌的重

要原因之一。 其目的是让美国页岩油、加拿大

油砂和深水开采以及北极圈钻探放缓，使得自

身在原油供应市场占有优势。目前多重迹象显

示，美国等地的石油生产商正在减产。 在这些

高成本的行业参与者纷纷收缩战线、长期可能

影响原油供应量的影响下，目前原油市场整体

供过于求的形势也将有所缓解。

欧佩克秘书长巴德里表示，油价大幅下滑

挫伤行业投资热情，投资不足或将导致油价未

来走高， 甚至不排除未来达到每桶200美元的

可能性。 石油经纪公司派拉蒙期权总裁卡本认

为，根据以往统计，油价在低位持续的时间越

长，导致原油开采行业投资不足，就越有可能

在之后造成油价的报复性上涨。

但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市场人士谨慎认为，油

价涨势可能会消退。 部分交易商和分析师认为，

目前全球原油供应过剩仍达到每日200万桶。 他

们表示， 油市基本面没有转变，13日的油价上涨

主要由于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意外加

速，特别是德国经济增速较预期快超过两倍。

美股反弹料将延续

□霍华德·斯韦尔布拉特

上周的美股市场表现依旧无法令人振奋，

但似乎也逐渐告别了前一段时间令投资者感到

痛苦的糟糕阶段。标普500指数上周再度创下历

史收盘新高点位———在2014年53次创下新高

后， 这还是标普500指数进入2015年之后的第

一次。 推动股指上扬的主要因素是乌克兰地区

的停火、希腊与其债权人之间的持续、美国上市

公司的良好业绩以及显示全美待招工岗位数量

达到14年新高的报告。

除此之外的重要市场动态还包括：1月全美

零售销售数据继前月环比下滑0.9%之后， 当月

再度环比跌0.8%； 苹果公司股价上周累计上扬

6.9%，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家市值超过7000亿美

元的上市公司；1月中国高达19.9%的进口环比

跌幅为2009年5月以来最大；瑞典央行将基准利

率下调至-0.1%； 英国央行暗示该行未来将实

施加息，但该举措最早也要等到2016年。

截至上周交易结束，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2.02%，低于前周3.03%的涨幅。 不过，进入2月

后，标普500指数已经收复了1月失地，并创下了

2096.99点的新收盘高点。 具体来讲，上周的五

个交易日中，标普500指数有三个交易日实现上

扬， 包括受到国际油价快速反弹因素推动而显

著上扬的周四和周五两个交易日。 其中，信息技

术板块表现最佳， 借助苹果公司市值规模创纪

录的“东风” ，该板块上周累计上扬4.27%；公共

事业板块继续承压，其当周累计下滑1.78%。

下周一是美国总统日假期， 美国股市休市。

因此，乌克兰停火以及欧洲财政部长会议预期就

希腊偿债问题做出积极决定等利好因素，将从周

二开始推动美国股市。下周同样是美股季报期的

收尾时间，其中标普500指数成分股预计将有49

家上市公司公布业绩，市值占总规模的41%。

下周同样有部分重要经济数据出炉。 其中，

定于周三面市的 1月全美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预计继前月0.3%的同比降幅后，再度同

比下滑0.4%；不过，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PPI预计同比实现0.1%的上涨。一系列房地产数

据之外， 周四市场将迎来1月全美工业生产数

据，预计该数据实现0.3%的环比上扬；而当日晚

些时候与投资者见面的1月全美产能应用环比

变化数据， 预计将由前月的79.7%降至79.6%。

（作者系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资深指数分析师,

刘杨编译）

桑德国际回击

“虚假收入”质疑

在香港上市的桑德国际（00967.HK）13日

晚间发布公告，回击此前做空机构的质疑，并宣

布股票将于2月16日在港交所恢复交易。

桑德国际针对做空机构艾默生提出的质疑

一一予以澄清。 对后者有关“虚假收入”的质疑，

桑德国际称未知公司于2011年至2013年期间每

年创造出约人民币10亿元的未披露技术业务收

入。 集团大部分水处理EPC项目的拥有人为当地

政府及国有企业，鉴于大部分项目以竞争性谈判

或直接谈判获得，一般不准公开披露与项目拥有

人之间安排下私有项目的具体详情。 此举与中国

水处理行业的市场惯例相符。 私有项目的财务业

绩均计入及反映在本集团的经审计综合财务报

表中。 公告还指出，过往公司有关EPC总承包项

目合同及建设、经营及转移项目刊发公告纯粹是

公司自愿性质，并非港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强制披

露规定。 撰写指控报告的人依据案头研究、本公

司自愿性公告所载资料以及第三方信息入门网

站所载资料而假设本公司若干部分的过往收入

是虚假收入是不合逻辑的。

此外艾默生报告中指出桑德国际在2012

年已完成了鞍山市BOT项目，但该项目成为桑

德国际2013年最大的收入来源， 涉嫌调剂收

入。 对此桑德国际回应称，针对鞍山市东台、宁

远和大孤山三个BOT项目被质疑其项目性质

是完全错误的，2012年12月以上三个BOT水厂

达到通水状态，并进入试运营，但此时厂区的附

属设施如道路、 绿化等并没有施工完毕， 三个

BOT水厂收尾的工程在2013年实施完毕并确

认收入。 集团的综合财务报表已由德勤审计并

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桑德国际称， 为释除疑虑及捍卫公司所有

股东权益，在遵照上市规则下，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文一波正考虑推出一连串措施以稳定及反

映公司股价的真正价值。（杨博）

EPFR数据显示

欧洲股基上周净吸金

资金流向监测和研究机构EPFR （新兴

市场基金研究公司） 最新公布的周度报告显

示，截至2月11日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入资

金82亿美元。 其中，欧洲股票基金表现最佳，

当周净流入36亿美元， 连续第五周实现资金

净流入。

上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欧元区去年第

四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3%， 好于市场预期的

0.2%， 特别是德国经济当季环比增长0.7%，远

超市场预计的0.3%。 EPFR指出，尽管外界依然

担心希腊可能出现进一步的经济和债务危机，

但德国经济强于预期的增长数据以及整个欧元

区释放出的令人鼓舞的信号， 增强了欧洲经济

可能终于转危为安的乐观情绪， 这也促使投资

者重新将资金投入欧洲股市。

EPFR数据还显示， 截至2月11日当周，全

球债券基金净流入资金112亿美元， 连续第六

周实现净流入。（张枕河）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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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5年2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博世科

2、股票代码：300422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2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550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

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海农

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高新区总部路1号东盟企业总部基地一期A12栋

联系人：李琨生赵璇

电话：0771-3225158

传真：0771-4960252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楼

保荐代表人：阎华通杨利国

联系电话：021-68826801

传真号码：021-68826800

发行人：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5日

Expedia收购Orbita�

据海外媒体13日报道，美国在线旅游巨头

Expedia（EXPE）将以总价16亿美元价格收

购另一家在线旅游网站Orbita， 旨在向美国最

大的在线旅游网站Priceline发起挑战。

据Expedia的声明，Expedia同意以每股

12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竞争对手Orbita，此项

交易价值将近16亿美元，目前双方董事会已获

批该交易。 在Expedia本次收购交易前，Ex-

pedia上个月还以2.8亿美元价格收购了旅游公

司Travelocity的一部分股份。

目前Expedia旗下已拥有了9个子品牌，包

括酒店预订网站Hotwire,� Hotels.com，汽车

租赁网站CarRentals.com等。

受上述消息刺激， 美股在线旅游板块上周

全线上涨，其中TripAdvisor(TRIP)上周累计上

涨23.86%，Expedia(EXPE)累计上涨14.42%,

Priceline（PCLN）累计上涨6.68%。（刘杨）

新华社图片

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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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2015年2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

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天孚通信

（二）股票代码：30039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434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859万股。 其中，新股1,524万

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老股东公开发售的335万股股票自公

司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后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高新区银珠路17号

联系人：欧洋

电话：0512-6690� 0598

（二）保荐机构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联系人：王振亚、李永伟

电话：0512-6293� 8558

发行人：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