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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大数据分析热潮

“数据侦探” Palantir估值飙升

□本报记者 杨博

美国硅谷公司中实习生工资最高的是

哪家？不是苹果，也不是谷歌，而是一家私营

企业Palantir， 这家公司给出的实习生月薪

超过7000美元。

Palantir是一家主要开发大数据分析软

件的公司，服务对象包括政府机构和金融企

业。在去年底的最近一轮融资中，Palantir值

达到150亿美元，较一年前飙升70%，成为目

前全球估值最高的科技初创企业之一。

海量数据中掘金

Palantir创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美国

加州帕洛阿尔托，最早是为解决PayPal的支

付安全问题而设立的，目前主要开发基于大

数据的情报分析软件。

Palantir开发的数据分析软件能够将海

量数据甚至是不相干的数据收集、整合在一

起，通过定位的形式分析单一个体和特定场

景，帮助用户发现其中蛛丝马迹的联系。 整

个分析过程类似于侦探破案， 但与人工相

比，Palantir的软件主要依托算法自行完成，

在处理数据的广泛性和“侦破” 时间上都具

有巨大优势。 而一旦差别出数据中存在的

“可疑” 行为，Palantir的软件会发出警报，

达到警示和预防的作用。

由于在数据 “侦查” 领域独具优势，

Palantir最初主要服务于美国情报体系内的

联邦机构，用来解释一些个人的行为模式以

及更有效的管理大量数据，发现数据之间的

联系。 目前Palantir不但服务于一些州和地

方政府，还为金融和医疗保健领域的企业提

供数据分析服务，摩根大通、对冲基金赛克

资本 （SAC） 等华尔街金融机构都使用

Palantir的软件检测欺诈行为或进行贷款评

估等。

据美国政府官方披露的数据，美国政府

最早与Palantir签订合约是在2008年， 随后

逐步增加，去年全年合约总额达到9580万美

元， 今年以来的合约总额达到1020万美元，

迄今为止累计合约规模达到2.1亿美元。

Palantir的服务对象不但包括美国国防部、

国土安全局，还包括美国财政部、卫生部等。

去年底，Palantir以150亿美元的估值融

资5亿美元， 相比于2013年底上一轮融资时

90亿美元的估值增长了近70%。知情人士称

该公司还将寻求更多融资，以拓展业务。 目

前Palantir的投资人包括该公司联合创始人

兼董事皮特·蒂尔旗下的风投基金The�

Founders� Fund， 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旗下风投部门In-Q-Tel等。

数据分析需求大爆发

眼下Palantir的数据分析软件已经得到

广泛应用，不但在反恐、网络安防领域派上

大用场，而且在监督经济刺激计划执行（帮

助政府发现刺激计划中的诈骗行为）、医保

等方面也崭露头角。

Palantir只是数据分析行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 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崛起，数

据量正呈现爆炸式增长。研究机构IDC预计，

2013年-2020年期间数据量将扩张十倍。

彭博分析认为，海量数据促使数据分析

类产品需求上升，这将成为软件企业收入增

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

IDC预计，目前全球软件市场规模达到

4120亿美元，其中软件分析市场规模为380

亿美元，在整体市场的占比不到10%。 但预

计到2018年， 软件分析市场规模将扩张至

600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9%。届时，软件分

析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诸多软件巨头都已进军软件分析市场。

IBM此前成立了数据分析部门IBM� Wat-

son分析公司，分析结构型和非结构性数据。

IBM已经将数据分析作为未来收入增长的

核心动力之一，预计2015年来自大数据和分

析的收入将达到200亿美元。

去年初，英特尔宣布向大数据分析软件

开发商Cloudera投资7.4亿美元， 获得后者

18%的股权， 成为Cloudera最大的战略股

东。 而除了英特尔外，Cloudera还获得了来

自谷歌风投、T.Rowe� Price等其他投资方

的1.6亿美元投资。

欧股一路向上 机构竞相追捧

□本报记者 陈听雨

20日欧洲股市收盘上涨0.9%，主要原因

是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里将基准

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以及希腊股市大幅上

涨。今年以来，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累计上涨

17%， 超过了彭博社在1月份所做的调查中

全部分析师的预期。

目前，包括美银美林、摩根大通、花旗集

团和法兴银行在内的多家权威机构均看好

欧股后市，它们普遍预计，受欧洲央行量化

宽松政策、美联储加息以及欧洲企业业绩等

多方面因素综合提振，今年欧股将呈现优异

表现，涨幅有望超越美股。

欧股逼近历史新高

20日，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收涨0.9%，

报404.01点，逼近本月创下的历史收盘新高

405.50点。 在该指数成分股中，所有板块均

实现上涨。 其中，原油和天然气以及基本资

源板块的涨幅最高。主要原因是美元汇率走

软推动原油和金属价格上涨。

上周，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累计上涨

1.9%，连续第七周收高，创下自2014年中期

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连涨走势。 在上周的5

个交易日中，欧洲斯托克600指数四次收涨，

19日，该指数盘中站上2000年9月以来的最

高点位402.09点，收报400.83点。 摩根大通

股市策略师Emmanuel� Cau称，目前，欧洲

斯托克600指数的实际涨幅已经超过了最看

多欧洲股市的基金经理此前所作的预期。

欧洲区域市场中，20日希腊股市大幅上扬，

雅典综合指数收涨2.9%，报744.42点。 银行

板块领涨，在雅典综合指数成分股中，希腊

国民银行 (ETE) 收涨16.7%， 阿尔法银行

(ALPHA) 收涨 13% ， 比雷埃夫斯银行

(TPEIR)收涨5.3%。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将在几天内将

修改后的经济改革计划清单递交欧元区官

员。 希腊与国际债权人2月同意将规模为

24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延长四个月时间，但

希腊在必须进行的改革方面进展缓慢，与国

际债权人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

20日， 德国DAX30指数收涨1.2%，报

12039.37点，上周累计上涨1.2%，为连续第

十周收高； 法国CAC40指数收涨1%，报

5087.49点；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0.9%，报

7022.51点，首次突破7000点，创历史新高。

今年迄今，德国、丹麦和葡萄牙股市今年的

涨幅均已超过20%；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

近7%。

差价合约交易商City� Index首席全球

策略师阿什拉夫·莱迪称， 美联储在政策声

明中去掉“耐心” 一词促使美国国债收益率

大幅下降、 美元大幅下跌以及股市走高，目

前投资者正在消化美联储最新表态对市场

的影响。市场预计，美联储将至少在9月份以

前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莱称，市场重新评估

美联储政策声明对股市而言是正面因素，政

策声明消除了市场对利率的担忧情绪。

由于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加息，资金从

美国市场转战欧洲。 据Jefferies数据，今年

迄今， 约有351亿美元资金已流入欧洲股市

共同基金和ETF。

此外，欧洲股市还受到欧股上市公司业

绩的提振。截至目前，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中

的大部分上市公司已公布了去年第四季度

的业绩， 多数欧洲国家企业盈利明显增长，

总体年化增幅约为9%；而在去年年初，仅有

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盈利。

投资者纷纷看好

美银美林最新调查显示，有63%的受调

查基金经理表示，在未来12个月内，最想投

资的地区是欧洲。此为美银美林自2001年推

出此项调查以来， 看多欧洲比例最高的一

次。 今年1月份，这一比例仅为18%。

摩根大通股市策略师认为，在市场押注

欧洲央行量化宽松刺激措施将拉动欧元区

经济复苏的预期中，价值欧元对美元下跌将

提振欧洲出口企业利润，今年第一季度欧洲

股市有望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大季度涨幅。

花旗集团也将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今年

年底的目标价位由400点上调至450点，并

预计明年年底前该股指将触及550点。 而花

旗内部较为激进的分析师则预计，欧洲斯托

克600指数将在明年年底前大幅上涨70%左

右，涨至670点。

法兴银行经济学家预计，2015年欧洲股

市的表现将好于美国股市。该行将今年欧元

区经济增长预期由0.9%上调至1.4%。 该行

欧洲股票策略师卡洛扬指出， 受欧元走软、

油价下跌和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计划的综合

影响，欧元区经济显示出了复苏迹象。 虽然

今年迄今标普500指数已上涨了2.4%，但由

于美元走强， 美联储政策态度日益趋向于

“鹰派” 立场，预计到今年年底时欧股涨幅

将超过美股。

但法兴银行同时指出，并非所有的欧洲

股市都前途一片光明，英国、西班牙和德国

股市就存在较高风险。 5月7日大选以前英国

政治环境复杂， 将对英国股市造成负面影

响。 此外，今年迄今，德国DAX30指数已26

次创收盘新高，累计上涨23%，表现优于其

他任何欧洲股市，投资者已到了获利回吐的

时候。 从长期来看，德国DAX30指数已进入

“超买” 区域，目前正逼近1.2万点的卖出区

域。 该指数难以保持在1.2万点上方，预计将

在第二季度下跌至1.1万点， 随后在年底时

回弹至1.2万点。

法兴银行还建议投资者买入意大利富

时MIB指数和法国CAC40指数成分股，原

因是意大利和法国正加快实施财政改革，利

好股市。

美联储不再“耐心” 美股受鼓舞

□霍华德·斯韦尔布拉特

上周美股市场表现优异，投资者关注的

核心事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声明以及主

席耶伦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美联储如预

期在最新货币政策声明中去掉了 “耐心”一

次，暗示美联储可能很快将加息。

尽管如此，市场仍普遍预计美联储最早

将在

2015

年

6

月以后才可能开始加息。 市场

具体预期为，美联储今年年底将把联邦基金

目标利率由当前的

0.25%

上调至

0.625%

；至

2016

年底，进一步上调至

1.875%

；并于

2017

年底上调至

3.125%

，美联储即将启动加息措

施，但加息步伐将是缓慢的。 市场对美联储

的货币政策声明反映强烈，耶伦召开新闻发

布会前，美股上涨了

1.3%

，当天收涨

1.22%

。

除美联储最新动态外，上周市场并购活

跃。 加拿大瓦兰特国际制药公司

(VRX)

提高

了收购肠胃疾病处方药生产商

Salix Phar－

maceuticals(SLXP)

的报价；西蒙房地产集团

(SPG)

将收购美国商场物业信托集团

Mac－

erich

的报价由每股

91

美元提高至

95.5

美元，

市场预计

Macerich

将拒绝西蒙房地产集团的

收购要约，当日

Macerich

股价大跌

5.5%

。 此

外，企业业绩方面，蒂芙尼

(TIF)

盈利好于预

期，但对未来销售业绩发出预警，上周股价

累计下跌

2.3%

，今年迄今，该公司股价跌幅

已达

22.39%

。

整体来看， 上周标普

500

指数大幅上涨

2.66%

，收于

2108.10

点。 上周一、周三，市场

分别上涨

1.35%

和

1.22%

；上周二、周四则分

别下跌

0.33%

和

0.49%

；上周五市场小幅收涨

0.90%

。 目前， 市场距离收盘纪录高位有

0.44%

的差距，较为乐观的交易人士预计，本

周市场便将创造新的收盘新高。主要受美联

储货币政策声明利好的支撑，上周美股终结

了此前连续三周的跌势。 标普

500

指数成份

股中， 收涨的股票数量由此前一周的

193

只

增加为

458

只； 而下跌的个股数量由此前一

周的

299

只减少至

44

只。 上周，标普

500

指数

中有

4

只成分股涨幅超过

10%

，

87

只成分股

涨幅达

5%

， 没有一只个股下跌超过

10%

，仅

有

3

只成分股跌幅达

5%

。 在标普

500

指数的

10

个板块中，

9

个板块上涨，仅有材料板块下

跌

0.78%

，今年以来，该板块累计上涨

1.4%

。

医疗保健板块表现最佳，上周上涨

4.58%

，今

年迄今，该板块涨幅已达

9.41%

；自

2013

年底

至今，医疗板块板块已累计大涨

34.9%

。公共

事业板块上周反弹

4.21%

， 但今年以来该板

块累计下跌

4.76%

，是标普

500

指数中表现最

差的板块，其次是能源板块，年初至今跌幅

达

3.97%

。

截至上周五，今年以来，标普

500

指数累

计上涨

2.39%

， 距离

3

月

2

日所创高位仅差

0.44%

。 市场交易量较年平均值高

4%

。 波动

率由此前一周的

2.15%

增至

2.85%

，

VIX

恐慌

指数由此前一周的

15.95

降至

12.95

。 美国十

年期国债收益率由此前一周的

2.12%

大幅下

降至

1.95%

， 主要原因是市场预计美联储将

很快加息。

展望本周， 宏观经济数据将陆续出炉。

周一将公布

2

月份现房销售数据。 周二将公

布

2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预计将较

1

月份环

比增长

0.1%

。当日还将公布

1

月份

FHFA

房价

指数，预计将由去年的

218.6

升至

219.3

。 周三

将公布周度抵押贷款申请报告，

2

月份耐用

品订单以及美国能源情报署

(EIA)

原油库存

报告。 最新周度失业报告将于本周四出炉。

周五的重磅数据是

2014

年第四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终值，预计将同比增长

2.3%

。 （作者

系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资深指数分析师，陈

听雨编译）

富士康有望投资夏普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据海外媒体报道， 富士

康日前表示，该集团仍在寻求

对目前饱受困境的日本电子

产品制造商夏普进行合作，具

体方式可能包括投资、建立合

伙关系以及技术授权等。

夏普是液晶显示器技术

领域的领先者， 该公司的液

晶显示器产品广泛应用于多

种智能手机和电视之中，但

是，如今的夏普却饱受困境，

在业务发展和拓展方面面临

难题。 而富士康是目前全球

最大的合约电子产品制造商

之一。 近期有消息称富士康

计划对夏普提供资金支持，

富士康对此表示：“任何形式

的此类投资都将依据互惠共

赢的结果而展开， 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 还要依据富士康

是否有权参与夏普的业务管

理以实现业绩持续增长和获

取投资回报的共同目标。”富

士康方面还表示，最快将于3

月份向夏普提出报价。

夏普发言人21日表示，

该公司一直没有与富士康方

面进行接触。 该发言人还表

示， 夏普公司将会考虑富士

康集团提供的资金支持，前

提是如果后者能够坚守三年

前的购入股份承诺。

在过去的两年中， 富士

康方面多次表述了其援手夏

普的愿望。实际上，早在2012

年3月，富士康就已经同意以

669亿日元 （约合7.08亿美

元） 收购夏普公司10%的股

权， 但这一交易又在2013年

因夏普盈利糟糕而拖累股价

大幅下跌后而未成功。 而夏

普在寻求富士康的资金支持

之外， 也曾向美国高通和韩

国三星寻求过帮助。

■ 窝轮看台

港股权证资金趁机套利

□法国兴业证券（香港）

陈其志

港股市场上周急速反

转， 恒指向上接连收复100

日、50日等数条均线， 升至

24500点附近呈现整理态

势。 大盘上周的日均成交额

约936.38亿港元， 较前一周

的766.52亿港元明显放大。

恒指上周累积升幅552点，

收报24375点； 国企指数收

报12156点， 累积升幅444

点。衍生工具市场方面，权证

上周的日均成交额约153.78

亿港元， 较前一周141.14亿

港元有所增加， 占大盘成交

比例维持在16%至20%之

间； 牛熊证日均成交额约

59.3亿港元，变动幅度不大，

较前一周仅有轻微下跌。

内地股市近期表现强

势，直接带动恒指连日反弹，

而不少早前于低位部署多仓

的资金便趁机套现获利。 上

周四，恒指牛证获得约4633

万港元资金净流出， 多仓主

要分布在收回价23200点至

23700点之间， 合共约3117

张期指合约，减少814张；而

熊证则获得约3945万港元

资金净流入部署空仓， 收回

价24600点至25600点之间，

合共约3444张期指合约，增

加约780张。 此外，3月13日

至19日期间，恒指牛证连续

5个交易日获得资金净流出

合共约1.49亿港元。

权证成交分布方面，恒

指上周五占整体权证市场成

交额比重显著下滑至8.4%，

近期已公布业绩或即将公布

业绩的权重蓝筹股的权证成

交额所占比重则快速扩大，

反映在大市反弹趋势确立

后，市场资金焦点有所转移。

行业资金流数据方面，

由于大市急速拉升， 近期多

个表现强势的板块的相关认

购证亦均获得资金流出套

利。 内地股市上周受多重利

好提振， 主要指数呈现逼空

态势，上证指数成功突破09

年高位2478点的重压力区

后，不断创出此轮反弹新高，

反观A股ETF相关认购证则

呈现资金持续净流出， 上周

四单日即合共约2078万港

元净流出。此外，保险板块作

为上周领涨板块， 部分个股

已突破之前高位， 短期技术

指标现超卖， 上周四亦合共

约3528万港元资金净流出

板块相关认购证。

观察到不少投资者买卖

权证时会比较实际杠杆，而

实际杠杆是反映权证对正股

价格敏感程度的一项重要数

据。 一般而言， 实际杠杆愈

高， 可能获得的回报潜力和

所需要承受的风险便愈高。

假设一个权证的实际杠杆是

4倍，当正股价格变动1%，权

证价格便会变动4%；当正股

价格变动2%，权证价格便变

动8%� 。但不能忽视的是，实

际杠杆显示的倍数亦会随着

正股及权证的价格变动而改

变，以一只贴价认购证为例，

当正股价格上升后， 由于权

证逐渐价内，权证价格上升，

实际杠杆因而下降；相反，当

正股价格下跌后， 权证的实

际杠杆则会增加。

总的来看， 内地A股新

一轮的快速上涨周期日趋明

朗化， 上周部分蓝筹年度业

绩呈现分化， 资金倾向反向

部署， 而在个股震荡加剧期

间， 投资者需要特别留意正

股相关权证的实际杠杆指标

变化情况。 （本文并非投资

建议， 也非就任何投资产品

或服务作出建议、要约、或招

揽生意。 读者如依赖本文而

导致任何损失， 作者及法国

兴业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若

需要应咨询专业建议。 ）

特斯拉有望近期推出自动驾驶

□本报记者 杨博

特斯拉CEO马斯克日

前透露，该公司有望在三个

月内推出配有自动驾驶功

能初级版本的更新软件，帮

助Model� S车型实现自动

驾驶。

马斯克表示， 通过软件

升级，特斯拉Model� S车型

将可以实现在没有司机的情

况下的自动驾驶功能， 目前

特斯拉正在从旧金山到西雅

图的一条线路上对该功能进

行测试。 特斯拉将该技术称

为“自动巡航”功能。

据悉，在软件升级后，特

斯拉车主将可通过智能手机

“呼叫” Model� S， 或是命

令Model� S自行进出车库。

但马斯克表示这些功能在公

路上还不合法， 用户只能在

私人物业中进行体验。

目前美国多个州制定的

相关法律主要针对无人驾驶

汽车的测试， 并未涉及此类

汽车的使用。 特斯拉发言人

对此表示，“自动巡航” 功能

与当前的监管规定并不冲

突，该功能并未摆脱司机，而

是帮助司机进行操作。

业内人士表示， 即便

Model� S配备自动驾驶模

式， 最多也只能在高速公路

上使用， 因为城市道路和居

民区的复杂性会成为自动驾

驶的障碍， 该技术安全性无

法保证。

此前谷歌曾展示其开发

的真正无人驾驶的汽车，马

斯克表示特斯拉的技术与谷

歌有所不同，“Model� S的

自动驾驶模式启动后， 仍然

希望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

但如果司机注意力分散，自

动驾驶的功能是可以提供保

护的” 。

受软件升级等消息提

振，特斯拉股价在20日美股

常规交易时段上涨1.24%，

上周累计上涨2.8%，但今年

内仍累计下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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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今年以来持续创出新高。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