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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达克100成分股变化一览

整理/杨博

阿克苏诺贝尔

推进环保产品创新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油漆涂料和专业化学品生产商阿克苏诺贝

尔负责人日前表示， 该公司将推进环保产品创

新，助力打造环境友好型绿色建筑。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区总裁林良琦表示，预

计到2030年， 全球有一半的新建筑将在中国建

造。因而，中国建筑标准的高低对国家能否实现

节能减排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 开发商在开发

房地产项目时，有必要树立全面的“绿色” 建筑

理念。 一些自发的新型环保标准的涌现， 例如

LEED、BREEAM、GRIHA、DGNB等绿色建筑

认证标准，更加速了创新技术和方案的认可、应

用和发展。中国首个获得LEED认证的建筑物就

采用了阿克苏诺贝尔的Cool� Chemistry冷屋

顶卷钢涂料。 中国众多的地标性建筑也使用了

其涂料方案，用于保护和装饰建筑构件及表面。

在近日举办的上海国际绿色建筑与节能展

览会(GBC)上，阿克苏诺贝尔展示了包括内外墙

漆、地坪涂料、钢结构防护涂料、卷钢和铝材涂料、

粉末涂料以及木器漆和运用在中空玻璃的聚硫

胶在内的整套绿色建筑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客户

从低能耗到良好室内空气质量等各种环保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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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达克100指数创新高

权重股“换血” 折射行业变迁

□

本报记者 杨博

主要衡量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100指

数3日创收盘新高，刷新2000年科网泡沫高

峰期时的历史纪录。 对比2000年和当下，纳

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市值排行出现“大换

血” ，IT和互联网新贵以及生物科技公司取

代老牌PC硬件制造商，成为新的市场霸主。

新兴科技异军突起

纳斯达克100指数3日上涨0.3%， 收于

4719.05点， 创历史收盘新高， 但尚未突破

2000年3月创下的4816.35点的盘中高点。纳

斯达克100指数主要覆盖在纳斯达克市场挂

牌交易的100家最大且交投最活跃的非金融

类国内及国际公司股票，每只股票所占比重

均不超过24%。

过去15年中，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

市值排行榜出现“大换血” 。 曾经位列前十

的爱立信、高通、世通、戴尔都已走下神坛，

取而代之的是苹果、Alphabet （谷歌母公

司）、亚马逊、脸谱等新兴科技企业。 从权重

股变化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科技业过

去二十年发生的巨大变迁。

在2000年前的二十年中， 以计算机为

主的信息产业保持高速发展，成为推动美国

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PC制造商戴尔以及芯

片制造商英特尔、高通等成为行业翘楚。

不过到2000年左右时， 个人电脑市场

增长的“黄金期” 已近终结，“非理性繁荣”

下的互联网泡沫终于被戳破。 此后的15年

中，当时市值居于前十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中有三家被收购，其他公司也表现惨淡。 曾

经是全球最大互联网供应商的世通公司

(WCOEQ) 在虚报巨额利润的丑闻曝光后，

于2002年7月申请破产保护。 PC和网络设备

制造商戴尔去2013年以244亿美元的价格

被私有化，交易完成前该公司股价为13.7美

元，远低于2000年3月时的53美元。

相比于老牌硬件制造商的 “沦陷” ，新

兴科技和互联网企业异军突起。目前苹果凭

借6834亿美元的市值稳居纳斯达克100指

数成分股排名之首，其次是Alphabet（谷歌

母公司），市值5050亿美元，第三是微软，市

值4326亿美元。其他位居前十的企业还包括

亚马逊、脸谱、英特尔、吉利德科学等。

从市场表现看，目前美股市值最高的苹

果在2000年时市值只有50亿美元， 迄今涨

幅达到136倍。 谷歌2004年8月上市，迄今股

价涨幅超过14倍。社交网络巨头脸谱公司成

立于2004年，2012年5月上市， 迄今股价上

涨170%。 亚马逊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网上零

售商之一，上市以来股价累计涨幅已经超过

400倍。

当然， 在科网泡沫破灭以来的15年中，

纳斯达克市场也不乏一些“常青树” ，如微

软。 凭借在电脑软件领域的持续创新，微软

市值稳健增长， 从2000年的2300亿美元增

至目前的4326亿美元，继续跻身市值最高的

科技股前三位。

估值水平居历史低位

相比于2000年时， 如今的美股科技板

块有了更多的业绩支撑。 投资公司FortPitt

资本股票分析师金·福瑞斯特认为，在2000

年科网泡沫时期，很多市场领涨的龙头都被

认为是投机性投资的产物，但现在的科技龙

头公司已经为股东带来实际的回报。

近期集中披露的财报显示，美股科技板

块第三季度业绩显著好于市场预期，且好于

过去几个季度的表现。 截至上周五，占标普

500指数科技板块市值77%的公司已经披露

业绩，整体盈利增长8.9%，收入增长5.5%，

67%的公司业绩好于预期。

权重股中， 苹果上财季销售同比增长

22%至515亿美元，净利润增长31%至111.2

亿美元；Alphabet上财季盈利增长44%，收

入增长13%； 亚马逊上季意外实现盈利，远

超分析师预期。

今年以来纳斯达克100指数累计上涨

11.4%，显著跑赢美股大市。 尽管已经突破

历史高点， 但纳斯达克100指数当前的估值

水平仍远低于2000年。 据彭博数据，该指数

当前静态市盈率为23.13倍，2015年预期市

盈率为19.97倍，2016年预期市盈率17.8倍，

而在2000年时的市盈率曾高达190倍。

标普投资咨询服务公司分析师吉布斯表

示， 过去两年纳斯达克100指数预期市盈率

一直保持在17.5-19.5倍之间，该指数有着超

高的增长预期，长期来看将保持上涨趋势。

特斯拉三季度

发货量显著增长

□

本报记者 杨博

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4日凌晨公布的业绩

显示，第三季度总收入同比增长10%至9.4亿美

元，但净亏损从去年同期的7470万美元扩大至

2.3亿美元，上季运营开支同比增长43%。

财报显示，特斯拉上季发货量显著增长，从

去年同期的7785辆增至1.16万辆，略高于预期。

这部分得益于特斯拉Model� X车型自9月末开

始发货。 特斯拉预计当前季度Model� X和

Model� S的合计发货量将达到1.7万-1.9万辆。

特斯拉CEO马斯克表示，2015年总出货量预计

达到5万-5.2万辆，低于9月份预期的5万-5.5万

辆。 不过特斯拉对2016年的产量和出货量抱有

信心，预计明年Model� S和Model� X车型每周

平均生产及出货1600辆到1800辆，马斯克表示

在产能方面没有看到任何困难。

特斯拉还表示， 面向大众市场的廉价车型

Model� 3将于明年3月亮相，2017年上市，预计

售价35000美元。

由于市场对特斯拉销售前景乐观， 该公司

股价在3日美股盘后交易时段大涨9%。

美上月汽车销量

创十四年新高

□

本报记者 杨博

统计机构Autodata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

份美国汽车年化销量达到1824万辆， 与9月持

平，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0%，好于市场预期，创

2001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主要汽车制造商中，菲亚特克莱斯勒10月

销量同比增长15%，连续第67个月实现增长；通

用汽车销量增长16%，创2004年以来最佳同期

表现；福特、丰田、日产销量均增长13%；本田汽

车销量增长9.3%；德国大众销量仅增长0.24%，

显著不及预期。

丰田汽车美国主管比尔·费表示，10月份的

表现对整个汽车行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提振， 销量

显著超出市场预期，显示市场热度持续。通用汽车

方面预计，今年美国汽车销量有望创历史新高。

10月汽车销量强劲增长也降低了市场对

美国消费开支下滑的担忧。巴克莱分析师表示，

过去几个季度汽车销售表现一直好于预期，最

新数据预示着10月份美国消费和私人开支将

继续保持健康增长。

市场看好

中概科网股前景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随着纳斯达克100指数创历史收盘新高，中概科

网股前景也受到更多投资者看好。京东在今年7月成

为第四个入选纳斯达克100指数的中国相关企业，一

度受到市场关注。 此外，最新公布的上季度业绩明显

好于预期也为不少企业股价提供了强劲支撑。

中概科网股受关注

今年7月24日， 纳斯达克宣布， 京东商城将于

2015年7月29日星期三美国股市开盘前， 成为纳斯

达克1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平均加权指数的成分

股。 京东此次取代的是Catamaran� Corporation，

后者在7月24日正式被剔除出上述两个指数。

资料显示， 纳斯达克100指数是一个修正的市

值加权指数，最早发布于1985年1月，是纳斯达克根

据市值、交易量等各项严苛的条件，在共约5500家

上市公司中甄选出100家具有最大成长性的优秀企

业。 纳斯达克100指数作为纳斯达克的主要指数，其

100只成分股均具有高科技、 高成长和非金融的特

点， 每只股票所占比重均不超过24%。 从纳斯达克

100指数十大权重成分股来看， 他们主要为高科技

企业，其中计算机行业的公司居多。入选公司中权重

最大的为苹果电脑，此外还包括微软、谷歌、英特尔

等诸多知名公司。

目前， 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包

括百度，分众传媒以及携程也曾入选，但前者从纳斯达

克退市，后者则被调整出该指数。 市场分析师指出，京

东商城入选后， 中国互联网公司入选纳斯达克100指

数的公司将增至两家，该板块将更加受到市场关注。

纳斯达克高级副总裁罗伯特·麦柯奕稍早前曾

表示，尽管出现波动，但从长期来看，仍看好美股中

的高科技板块前景，其中包括中概科网股。富兰克林

邓普顿股票分析师格兰特·鲍尔斯也表示，市场情绪

短期仍可能出现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该机构仍坚持

看好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业绩展望乐观的高科技等高

成长性企业。

上季度业绩强劲

多个中概科网企业上季度业绩明显好于市场预

期。最新财报显示，上季度百度总营收为183.83亿元

人民币， 同比增长36%， 其中移动营收占比持续上

升，达到54%。同时，服务电商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百

度糯米、 百度外卖和去哪儿构成的电商化交易总额

(GMV)为6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9%。 这标志

着百度作为一家全方位的移动公司， 服务交易转型

进入加速期。

阿里巴巴最终选择在纽交所上市， 而非纳斯达

克， 但其业绩强劲也反映出中概科网板块整体的向

好趋势。其最新公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益于天猫的

快速发展， 第三季度集团收入达到221.71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32%；净利润9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36%。具体而言，第三季度阿里巴巴平台商品成交

总额（GMV）达713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约占当季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6%。 其中，

天猫GMV同比增加近千亿人民币， 增幅达到56%。

多项数据好于市场预期， 促使阿里巴巴股价随后连

日大涨。 整个10月份，阿里巴巴股价累计涨幅超过

40%，创下上市以来最佳月度表现。

市场分析师表示， 多数投资者认为此前曾表现

不佳的中概科网巨头股价已经触底， 最坏的时期已

经过去。以阿里巴巴为例，有多个催化因素有望提振

其业绩增长，包括广告变现能力改善，以及中国政府

稳增长政策等。 此外，天猫和淘宝的促销力度加大，

将推动“双十一” 期间阿里巴巴电商业务的增长。

能源板块领涨

恒指涨逾2%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4日， 有关深港通今年开通的消息一度引

发香港股市暴涨， 但午后港交所澄清今年难以

开启深港通。 受此影响，恒指午后震荡回落，收

市报23054点，全日升485点，升幅2.15%。 全日

成交额1121亿港元。 国企指数升277点， 升幅

2.70%，收于10561点。

分行业来看，恒生11个分行业指数全部收

涨，受益于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走强，恒生能源

业指数和恒生原材料指数分别收涨3.76%和

2.96%，表现最佳；表现相对较差的恒生公用事

业指数和恒生消费服务指数也分别收涨0.52%

和0.6%。

从个股来看，蓝筹股方面，汇控升0.50%，

收报60.8港元；中移动升2.37%，收报95港元；港

交所升4.71%，收报209.2港元；腾讯升1.66%，

收报153港元。 香港本地地产股方面， 长地升

3.99%，收报54.7港元；恒基地产升2.35%，收报

50.15港元；新鸿基地产升0.95%，收报100.7港

元。 石油石化股方面，中石油升4.0%，收报6.24

港元；中海油升5.35%，收报9.25港元；中石化升

1.43%，收报5.69港元。

瑞银财富管理预测

人民币与美元近期同步波动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瑞银财富管理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人民币与美元近期再度同步。 美元兑人民币的

平稳走势以及人民币自8月中旬中国央行意外

调整汇率机制以来再现涨势，让人民币的贸易

加权汇率（名义有效汇率）与美元亦步亦趋，

重现汇率机制调整前的景象。 以贸易加权基础

来看， 人民币指数和美元指数自9月以来更加

贴近。 美元兑人民币重新企稳显然出乎市场预

期之外，这从一两个月前的期权隐含波动率与

随后的实际波动率之间呈现宽幅正价差得到

体现。

该机构仍预期美元兑人民币将重新走高。

一旦美元重拾升势， 人民币将不大可能跟得上

美元的脚步。瑞银财富管理认为，今年上半年人

民币贸易加权汇率攀升的局面不太可能重演，

因为这与央行进一步宽松国内货币环境的努力

相悖。 因此，尽管近期人民币企稳且走出一波较

强的行情， 但该机构对美元兑人民币将升值的

观点没有改变。 建议美元投资者对冲其人民币

头寸。 鉴于其对美元兑人民币的12个月目标价

预测为6.6，认为未来6个月内承担1.2%-1.5%的

对冲成本是可以接受的。

奥巴马离任前将就美加输油管道项目作出决策

美国白宫３日表示，奥巴马将在2017年1月

总统任期结束前就是否批准建设备受争议的美

加“拱心石”ＸＬ输油管道项目作出决策。

白宫发言人约什·欧内斯特当天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说， 加拿大管道公司日前写信请求

美国国务院暂停对美加输油管道项目进行审

查，这“非同寻常” ，国务院正对此进行评估以

弄清该公司的具体请求及其背后动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丽莎白·特鲁多当天

证实，国务院已收到加拿大管道公司相关请求，

但由于该公司并未撤销对美加输油管道项目的

审查申请，国务院将继续进行审议，并期待尽早

完成项目审查流程。

欧内斯特表示， 尽管美加输油管道项目已

被 “政治化” ， 奥巴马将尽力抛开政治因素干

扰， 根据项目审查本身的要求在总统任期结束

前作出最终决策。

有美国媒体认为， 加拿大管道公司请求暂

停项目审查是担心奥巴马政府最终会否决美加

输油管道项目， 希望将审查决策推延至下届总

统上台。 早在今年2月，奥巴马就曾否决美国国

会通过的批准建设美加输油管道的法案。

美国国内对于美加输油管道项目一直存在较

大争议。 共和党议员和石油行业一直呼吁奥巴马政

府尽快批准该项目， 认为该项目将增加国内就业、

降低国内汽油价格并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民主党议

员和环保组织则批评该项目将导致加拿大艾伯塔

省油砂资源开采增加， 造成更多温室气体排放，加

剧全球变暖，也会令美国更加依赖传统化石能源。

加拿大管道公司2010年6月铺设了横跨美

国中西部农业区的“拱心石” 输油管道，每日从

加拿大向美国输送石油。 该公司后来计划将该

管道从加拿大艾伯塔省往东南延伸至美国得克

萨斯州，延伸项目被称为“拱心石” ＸＬ输油管

道。由于跨越加美两国边境，该项目需获得美国

总统批准方可开工建设。（高攀 郑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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