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B高管表示

中国市场长期动力完好

瑞士ABB集团首席执行官史毕福９

日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尽管中国经济表现

短期面临波动，但由于其经济体量较大，政

府重视科技创新， 其长期潜力和市场的长

期动力仍然不可小觑。

史毕福在ABB当天于伦敦举行的

“2015年资本市场日” 活动媒体见面会上

称，集团面临比较艰难的市场环境，这包括

低油气价格导致其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客户

减少支出，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给市场前景

带来不确定性等。

但他强调，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长

期动力仍较完好，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其人口总量较大且保持增长态势，政府

对科技创新十分重视， 在基础设施自动化

方面的投资力度也很大。

他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可能接近

中国市场客户，了解他们不同的需求，我们

在中国的2500名科研人员也在设计、研制

和生产符合本地需求的产品。 ABB已经在

中国市场存在了108年， 我们也将继续坚

守这一市场。 ”

史毕福赞赏“中国制造2025” 战略，

认为这是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宏伟蓝

图，其规划的如能源、动力和自动化重点项

目也是ABB的优势所在，集团能够在当中

发现和把握“战略性机会” 。

ABB当天还宣布系列结构重组和开

支节省计划，同时下调2015至2020年期间

年均营收增速预期， 由此前宣布的4％至

7％，减至3％至6％。

ABB是全球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

团，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全球拥有14万

名员工，2014年销售收入约400亿美元，

其中中国市场销售收入超过58亿美元，

继续保持该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的地

位。 （吴心韬）

美联储加息影响不一

□本报记者 王辉

新一次美联储议息会议

9

月

16

日至

17

日召

开， 此次会议再度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关注的焦

点。在此前全球金融市场刚刚经历过一轮剧烈震

荡的背景下，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投资者普遍对

于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全球资本剧烈流动忧心

忡忡，但从另一角度而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收

紧， 更多的还是对各大经济体基本面的一次检

验。中国等仍有巨大发展潜力和转型空间的经济

体，并不会由于美国货币政策恢复正常化而受到

不可控的冲击；而一些经济结构单一、对资源出

口依赖较大、缺少发展腾挪空间的经济体，则很

可能面临严峻考验。

自

7

月下旬美联储的前一次议息会议结束以

来，上半年已长时间走贬的新兴市场多数主要货

币，就再度陷入新一轮贬值漩涡。 多个新兴经济

体货币对美元汇率再度出现急跌，并刷新

2008

年

金融危机以来乃至十多年以来的新低。而与本币

大幅贬值相伴的，则是资本大量外流、实体产业

受到显著冲击。 整体来看，受自身经济结构性因

素制约、外部金融条件收紧、全球经济再平衡和

地缘政治冲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 部分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被

投资者投出了不信任票，进而使得实体产业和金

融市场出现大量资金抽离， 并冲击了本币汇率。

而随着美联储加息时点逐步趋近，主要货币汇率

波动和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预计仍然会继

续加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段时间以来的全球

金融市场波动中，美国、欧元区、中国、日本等全

球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复苏、资本流动、本币汇率

等方面的表现则依旧稳定。金融投资者与产业投

资者对于世界经济的整体平稳，以及主要“火车

头”的经济前景，依旧保持了较为稳固的信心。这

将对于各方在美联储加息之后的全球经济体系

稳定，带来长远和积极的影响。

尽管目前投资者普遍对美联储加息对发达

国家及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冲击忧心忡忡，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 美元的加息也并不会立刻

导致全球或局部区域金融市场出现剧烈下跌，

同样也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进入了 “漫漫长夜”。

回顾

1990

年代以来的美联储近

3

次加息周期，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仅在

1994

年的当轮加息周

期开始时见顶大跌， 在

1999

年和

2004

年的两轮

加息开始时， 该指数依旧在此后一年中延续了

此前的牛市表现。 而在世界经济格局方面，虽然

随着美联储加息的持续， 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

和金融市场曾受到过较严重的冲击， 但随着其

后全球经济体系的改善， 美国货币政策的周期

性收紧， 也并没有打断世界经济的螺旋向上增

长。 那些曾经一度爆发过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

经济体， 绝大多数也没有因此脱离全球经济体

系的分工协作。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自身修复之

后，仍然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

就中国经济年初以来的整体表现来看，尽

管外部需求的下降日益明显， 但中国经济在内

需、 产业升级、 海外投资等方面的巨大回旋空

间， 也在稳步显现， 中国经济整体延续稳健表

现。 可以预见，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国际金融环境的收紧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阶

段性和局部性的影响， 但其对全球经济整体表

现和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压力， 无需过度

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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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足金融领域

中国七星控股四日大涨176%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随着利好消息的落地，在港交所挂牌的中国

七星控股（00245.HK）连续四个交易日大涨。 9

月10日，中国七星控股股价收于1.05港元，涨幅

达14.13%，本周以来连续4个交易日累计涨幅已

经达到176%。

昔日仙股大变身

中国七星控股近期股价启动的主要动力来

自于公司7日的一则公告。 9月7日，中国七星控

股发布公告，公司旗下的中国七星地产运营管理

公司，以及中国七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获得

香港证监会批准成为雨润国鼎证券(香港)及源

丰资产管理的主要股东。 受此消息提振，9月8日

中国七星控股高开高走，收盘大涨70.59%，收于

0.87港元。 与股价高歌猛进相呼应的是，近期该

股成交量也急剧放大。

媒体报道信息显示，2003年底，七星控股通

过买壳蓝顿国际上市。 七星控股主要从事电视

购物，在经营电视购物期间，其行业地位在内地

稳居第二位， 仅次于在美国上市的橡果国际。

2007年上半年时， 七星控股阶段累计股价涨幅

最高曾涨逾8倍，市值一度破百亿。 但当年下半

年其经营业绩出现快速下滑，此后也一直受电视

购物经营牌照、行业经营无序及电视广告频道费

用飙涨拖累，股价一度下跌为“仙股” 。

从仙股到一飞冲天，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于

内地资本大佬的组团入局。 今年8月，中国七星

控股发布公告，中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

投资者将认购公司合共263.16亿股新股，每股作

价0.19港元，较停牌前折让89.89%。完成后，中民

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公司扩大后股本

70.91%。 此次募集资金净额49.95亿港元，拟分

配至证券发展融资业务、销售及买卖；留作放贷

业务；扩大资产管理业务；及投资银行业其他业

务线等。 其中，中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

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其他

投资者也均是重量级机构， 如D.E.ShawCom-

posite即德劭基金，公开资料显示，德劭基金是

由大卫·肖(DavidShaw)创立的量化对冲基金公

司，是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内地资本大佬

徐翔不仅以自然人方式认购七星控股3.48%外，

还通过其担任普通合伙人的万载星筠投资中心

(WIC� LP)认购6.22%的股份，共计持有七星控股

扩大股本后9.7%的股份，仅次于中民投系；史玉

柱则通过全资持有的Union� Sky参与七星控股

的增资。

同时， 七星控股公告将收购雨润国鼎证券

100%股权，代价900万港元，另加其6月止资产

净值，总代价预期不超过3000万港元；及以代价

530万港元，收购源丰资产管理100%股权。

金融战略引关注

在可查的公开数据中，这是徐翔首次以自然

人方式现身港股市场，因而引发市场关注。 分析

人士指出，七星控股吸引中民投、史玉柱、徐翔等

大佬组团入局，公司的金融布局或许是吸引大佬

们的重要因素。首先，根据公告内容，在认购协议

完成后，中民投资本等新进投资者将合计持有七

星控股263.16亿股股份，占此次认购后总股本约

91.6%。 从股权比例看，中民投将成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新进股东未来在上市公司将占据强势

地位。

另一方面，从徐翔及其泽熙今年在A股市

场的操作来看，其已经从二级市场投资扩大到

定向增发、再到上市公司财务投资；而史玉柱

一向对金融行业情有独钟，他以往入股民生银

行、华夏银行、海通证券等投资都可见他深耕

金融领域的决心；而打造全牌照的金控集团一

直是中民投的战略目标，目前中民投包括间接

持有广发证券H股，可见持有香港本地金融机

构股权或是其实现金融板块布局的重要组成

部分。

股票代码：000673� � � � � �股票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2015-78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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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5年

8月26日披露了《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2015年8月26日开市

起停牌。 2015年9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

目前，公司正加紧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论证，公司聘请的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

的推进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 � � �证券简称：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2015-055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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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9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4,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见2014年9月13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42）

公司已于2015年9月8日、9月9日将人民币14,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同时，已将

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15-131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 ）于

2015年8月25日发现太原长风街证券营业部原总经理许静个人涉嫌伪造公

司印章、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民生证券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8月29

日，太原市公安局正式对许静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根据太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公告，许静涉嫌合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要求当事人到太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

鉴于目前案件正在侦查过程中，公司将根据案情进展在需要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5-98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补充质押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收到公司股东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联

泰” ）的函告及附件，告知公司南昌联泰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部分补充质押，现将主要内

容公告如下：

南昌联泰于2015年7月27日将持有的20,000,000股本公司流通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股权质押用于南昌联泰与中银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交易的担保。

近日，由于质押股份市值减少，南昌联泰于2015年9月9日将持有的3,000,000股本公

司流通股股份质押给中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用于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交易补充质押，

质押期限自2015年9月9日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

截至2015年9月10日，南昌联泰共持有本公司55,188,952�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1.52%；本次质押的股份3,000,0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5.44%，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63%。本次股权质押后，南昌联泰累计质押所持本公司股份为53,000,000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11.07%。

备查文件：

1、南昌联泰《关于股权质押的函告》及附件。

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05� � � � � �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2015—63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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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及

股权收购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6日开市起停牌，并分别于2015年8月

26日、9月2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55）、《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61）。

截止目前，公司仍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推进该事项，鉴于该重大收购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德豪润达，股票代码：

002005）自2015年9月1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2德豪债,债券代码：112165）仍然继续交易。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 �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15-078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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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4日起停牌。期

间公司已按要求至少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事项进展公告。 最近五个交易日（9月2日，9月7-10日）内，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开展的审计、评估工作已近完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拟出售公司持有的商

业地产板块及煤炭/矿业板块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基本达成一致，双方授权代表

处于最后谈判阶段。 同时因该事项涉及到债权债务的转移，公司正与相关债权人进行持续沟通。 公司

与有关各方正竭尽全力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的进行，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议案并及时公告。

因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后

再行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敬请投资者

留意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英国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本报记者 陈晓刚

英国央行10日在结束议息会议后宣

布，维持现有利率水平0.5%不变，同时维

持现有量化宽松规模3750亿英镑不变。 此

举符合市场预期。

同时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 由于油价

的波动增加了不确定性， 英国通胀率很可

能在几个月内接近于零， 同时核心通胀率

也受到抑制， 但年底通胀抬头依然存在可

能性。

今年以来， 英国国内一直呈现低通胀

环境，甚至一度出现小幅通缩。 统计显示，

英国通胀率在4月份从上一个月的0降至

-0.1％，为自1996年有官方数据以来首次

出现通缩。随后的英国5月通胀率为0.1％，

重新返回至正值领域，6月通胀率为0，最

新发布的7月通胀率为0.1%。

会议纪要还称，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认为新兴市场的风险已经开始上升，

现在预期该风险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还为时

尚早，但会密切进行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自2013年以来，英国

经济已进入复苏通道， 去年更成为七国集

团（G7）中经济表现最好的成员国。 该国

经济存在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一高

两低”良好迹象，其前景值得期待。 尽管目

前为止， 英国经济仍较为依赖消费支出和

抵押贷款，对利率比较敏感，但出色的经济

数据使得该国于2016年初步入加息周期

的可能性不断提升。

英国央行10日还将该国第三季度

GDP环比增速预期由0.7%下调至0.6%。数

据显示，英国今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

2.6%，环比增长0.7%，已经连续10个季度

环比增长，为1955年以来英国经济“黄金

增长”第三长的周期纪录。

苹果3D触屏技术受关注

□本报记者 王荣

9月10日，美国苹果公司秋季产品发布会落

幕，4款新产品Apple� Watch、iPad� Pro、Apple�

TV和iPhone� 6S/6S� Plus悉数登场。

当日， 苹果股价下跌1.92%至110.15美元。

自7月20日以来， 苹果股价累计跌幅已接近

17%。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苹果“新产品缺乏任

何突破性进展” 。 不过分析人士也表示，通过此

次产品发布会，iPad� Pro未来或配合苹果开拓

企业市场， 预期苹果公司还将在很多领域提前

布局。

新品未超预期

此次发布的苹果iPhone� 6S/6S� Plus，并没

有超预期的亮点， 分析人士认为反而是 iPad�

pro在办公和商业需求上的布局意义深远，重点

瞄准企业市场， 苹果将与思科共同开发这一领

域。不过，也有观点称，苹果的新iPad从微软的标

志性平板电脑产品Surface中大幅度借鉴， 后者

具有类似的键盘和手写笔。 微软的surface销量

并不好，目前整个个人电脑（PC）业务和办公业

务均不景气。

Apple� TV对于苹果而言，公司希望以机顶

盒功能为入口和切入点， 不断整合新的功能，把

其做成家庭入口。 第一步是整合游戏功能，未来

将会把社交、办公、教育、医疗等功能整合。不过，

业内人士评价，Apple� TV的游戏功能和任天堂

的Wii游戏机过于相像。

此次苹果对于Apple� watch则是小幅更

新，更强调产品生态以及其奢侈属性。 安信证券

的分析师指出，Apple� watch第一代手表的不

成功，主要原因是苹果把手表当作手机的镜像和

交集，而不是补充和拓展。 随着九月开始开发的

第二代可以独立上网，并把医疗数据开放，预期

第二代产品销量会好于第一代，但是是否成功仍

难以评判。

3D触屏或存投资机会

虽然苹果手机品牌创新有限，但是并不阻碍

该手机的热卖， 尤其是新一代iPhone带来可感

应力度的3D� Touch�技术， 这可能给苹果产业

链上的一些企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3D� Touch� 技术让用户以焕然一新的趣

味方式与iPhone进行互动。创新的Live� Photos

功能，能将你的照片变得生动鲜活。 ” 苹果全球

市场营销高级副总裁Philip� Schiller表示：“新

机型采用7000系列铝金属、离子强化玻璃、全新

64位的A9芯片、1200万像素的iSight摄像头和

500万像素的FaceTime� HD摄像头， 以及更快

的Touch� ID、4GLTE和无线网络。 ”

目前苹果新一代iPhone的3D触摸屏由中国

台湾TPK集团生产。 过去 iPhone相关业务占

TPK营收比重超过40%，是该集团最重要的营收

来源， 随着iPhone5改采内嵌触控之后，TPK一

度丧失了iPhone订单，新一代iPhone采用3D触

摸屏，TPK有望重回业内领先地位。

对于3D触摸屏， 内地供应商看似在这个产

业链目前还无法找到标的。 但业内人士介绍，实

际上，3D输入对应的是3D输出的反馈和互动，

智能马达未来应用场景多，想象空间大。 目前内

地A股上市公司金龙机电主营智能马达，同时为

苹果供应商，其未来预计进一步提升苹果相关业

务份额。

中国七星控股今年以来股价走势 制图/韩景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