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收购芯片工厂

□

本报记者 杨博

据美国媒体15日报道， 苹果日前斥资1820万美元，

收购了一座位于美国北圣何塞的芯片工厂。该工厂占地7

万平方英尺， 此前曾相继被三星和模拟芯片制造商美信

所拥有。 据介绍，该工厂主要进行一些原型产品制造、测

试和小规模生产，今年7月起宣布关门并挂牌出售。

值得一提的是， 苹果收购的这个芯片工厂毗邻三星

半导体芯片厂， 周边还有包括思科及其他一些半导体和

网络设备企业的工厂。 目前苹果设备中使用的核心芯片

大多来自英特尔、三星、博通和德州仪器等供应商。

有分析认为，在成功收购了芯片工厂后，苹果将可以

更自如的进行全新芯片的设计和其他深度研发工作。 但

行业专家指出， 此次收购可能并不意味着苹果将大举进

入芯片生产领域。

Gartner半导体行业分析师弗里曼称，从生产规模来

看，苹果收购的工厂太小，只能进行某些原型测试，不适

合大规模的芯片生产。

此前曾有消息称，苹果可能投资100亿美元，打造自

己的芯片工厂。但相关人士回应称，苹果尚未对此作出最

后的决定。

报告显示“超级财富” 波动性极高

□

本报记者 杨博

瑞银集团和普华永道15日联合推出的报

告《变化中的亿万富豪》显示，“超级财富”的

波动性极高，1995年的亿万富豪中有半数以上

在过去20年内跌出了亿万富豪名单。同一时期

全球又产生了1221名新的亿万富豪，令亿万富

豪的总人数在2014年达到了1347人。

报告指出，留存下来的富豪们的财富得

到了极大增长。 消费品与零售、技术和金融

服务是其中主要的行业， 占当今持久存在

的亿万富豪总财富的三分之二。 特别是技

术产业，拥有最多持久存在的亿万富豪。 工

业、 房地产和医疗保健行业的亿万富豪财

富更易消逝。

报告还显示，过去二十年中，全球女性

亿万富豪增长6.6倍，相比之下男性亿万富豪

增长5.2倍。亚洲是近十年女性亿万富豪增长

最强劲的地区， 从最初的3人增长到目前的

25人，增长倍数为8.3，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

女性亿万富豪的增长倍数分别为2.7和1.7。

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女性亿万富翁是多代

继承的，亚洲的大多数女性亿万富翁则是白

手起家的，平均年龄为53岁。

报告还指出，三分之二的富豪年龄在60

岁以上， 面临着关键的财富转移决策问题。

当前超过四分之三的亿万富豪有两到三个

子女。

阿根廷宣布减免农产品出口税

阿根廷新任总统马克里14日宣布，即日

起取消除大豆外所有农牧业产品出口税，同

时把大豆出口税率下调5个百分点。

马克里当天上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佩尔加米诺市出席一个育种中心活动时宣

布了这一决定。 他说，当前各省经济和生产

形势严峻， 要通过发展农业带动工业增长，

同时加快公路、能源、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和提升工农业竞争力。

一同出席活动的阿根廷农业部长里卡

多·布里艾尔说， 这次农产品出口税率调整

包括，大豆税率从35％降低至30％，其他如

小麦、玉米、高粱、向日葵和肉类出口税一律

彻底取消，预计未来一年新政策将带动玉米

和小麦产量翻番。

2008年3月， 阿根廷政府宣布下调小

麦和玉米出口税率，但大豆和向日葵籽出

口税率从 35％和 32％提高到 44.1％和

39.1， 同时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对农产

品实行出口浮动税率，价格涨落则税率也

相应升降。

阿根廷政府当时提高主要农产品出口

税率， 目的是优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以缓

解通胀压力， 同时利用大宗商品牛市增加

政府出口税收。据有关部门估算，浮动税率

为阿根廷政府每年增加至少15亿美元财政

收入。

当时该政策引起农业生产者极大不满，

无限期罢工导致阿农产品出口一度出现停

滞， 政府与农业生产部门的关系日趋紧张。

马克里在竞选中有关取消农产品出口税的

承诺，赢得了科尔多瓦、圣菲和布宜诺斯艾

利斯等农业大省的支持。

阿根廷是南美农业大国，大豆、玉米、小

麦等大宗农产品在其出口结构中占主要部

分，其中大豆年均产量约5500万吨，是世界

第三大大豆出口国；玉米产量高达2500万吨

左右，约一半用于出口，是世界第二大玉米

生产和出口国。

近两年阿根廷经济增长乏力，加上政府

提高农业出口税、外汇管制和限制出口等措

施，农业生产者积极性下降，出口商囤积惜

售导致出口量锐减。 据阿根廷媒体估算，目

前农业生产出口部门囤积的往季大豆储量

预计在80亿美元左右。

作为世界农业出口大国，阿根廷政府这

次减征农业出口税将对本国经济乃至世界

农产品贸易产生一定影响。 首先，下调和取

消农产品出口税，加上政府正在酝酿的货币

贬值计划，将增加大宗农产品出口商的出口

意愿，国际市场供给将有所增加。

其次， 上届政府对大豆征收高税率，一

个重要考量是通过税收调整作物种植结构，

减轻国家经济对大豆单一作物的依赖。 此

次玉米、小麦等税率全部取消，预计将增加

农户扩大玉米小麦的种植意愿，有利于土地

轮作。

但是新的政策调整并非没有代价。首先

是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因为大豆出口税占阿

根廷农业出口税收的90％， 下调税率意味

着政府将每年损失超过10亿美元税收；其

次，当前国内通胀严重，放开出口可能导致

国内供应吃紧推升通胀， 如何应对是个难

题。 （叶书宏 赵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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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推注册制加强无人机监管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12月15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宣布，美国居民必须在明年19日之前，对所

持有的无人机进行注册。 相关部门在12月

21日起开放免费注册， 一个月后注册则收

费5美元。

此前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执行秘书长柯玉宝在2015中国通航发展峰

会上透露，首部无人机“交通法规” 预计最

快将在12月中旬出台，无人机生产标准也在

制定中。 这显示出，面临无人机市场的快速

发展下的种种问题，加强监管是无人机消费

大国的普遍趋势。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任何重量大

于0.5磅的无人机必须进行登记注册。因此绝

大多数小型无人机均需要按规定进行注册。

据了解， 新条例针对的是个人拥有的无人

机，而商用无人机目前是禁止使用的，除非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有特殊许可。 此前媒体

报道显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有望在2016

年中期， 发布商用无人机使用的相关条例。

监管部门人员称，希望通过新条例向无人机

用户发出一个信号： 无人机不仅仅是玩具，

滥用可能会导致法律惩罚。 未经注册的无人

机有可能面临最高27500美元的民事处罚，

而未经注册的无人机面临的刑事处罚，最高

可达25万美元。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预计， 截至2020

年，无人机注册系统的维护将花费高达5600

万美元。

据中国民航局网站早前公布的《轻小型

民用无人机系统运行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的内容显示，该无人机草案有望对25公斤以

下的无人机豁免适航，也就是不需要像民航

飞机那样通过严格的技术审定，但是要做无

人机国籍登记；25公斤到150公斤的无人机

要做限重类特殊适航审定；超过150公斤、可

以载货的无人机，管控会更严格。

目前在消费级无人机方面，大疆创世、

Parrot和3D� Robotics是该行业的主要公

司。此外，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等科技

巨头都在积极并购和研发无人机，希望把

这一新兴技术用于网络服务、航拍绘测和

物流等领域。 目前小型无人机已用于医疗

救援、低空物流、安防监控、森林防火、地

质勘探、影视航拍、空中测绘、极地科考等

行业。

英国CPI

四个月来首现正增长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英国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11月消

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0.1%，10月份为下跌0.1%。

扣除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涨幅由1.1%升至1.2%。

11月通胀水平符合彭博调查得出的经济学家预估中值，

也是英国CPI增速4个月来首度升至略高于零的水平，但

距英国央行目标尚有较大距离。

英国央行官员曾于本月上旬曾警告称， 通胀疲软已

深入英国经济并影响到薪资增长。 英国央行预计明年下

半年以前通胀率都将维持在1%以下， 到2017年年底方

有望达到2%的目标水平。 在此情况下，英国央行高层于

14日表示，要等薪资增速达到并持稳于与通胀率回升至

目标水平相一致的程度时，才会支持加息。 该高层预计，

即将公布的数据料将显示过去三个月薪资水平同比增速

由2.5%降至2.3%。

港股消费品制造板块逆市走强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进入12月以来，港股整体表现平平，板

块间出现分化， 防御特征明显的消费品制

造等“大消费类” 板块涨势喜人，而能源等

周期股则表现不佳。

消费品制造板块逆势上攻

在大盘整体表现不佳的背景下， 港股

消费品制造板块中日前却涌现出不少投资

亮点。 在最近10个交易日中，中国9号健康

累计上涨52.78% ， 宝信汽车累计上涨

51.38%， 中升控股累计上涨12.57%，TCL

多媒体累计上涨8.29%，李氏大药厂累计上

涨8.23%，富贵鸟累计上涨7.64%，绿叶制

药累计上涨7.14%， 吉利汽车累计上涨

6.85%，恒发洋参累计上涨6.67%，华熙生

物科技累计上涨6.4%。此外，还有十余只股

票期间累计收涨。

贵人资本在投资研报中指出， 港股随

外围市场反复偏弱，近日连续收跌。美国最

新公布的PPI、零售数据温和向好正面支持

美联储加息。 然而美联储加息升温加之内

地本周再次密集IPO， 给港股资金面带来

压力， 投资者寄希望于政府释放宽松货币

及政策红利， 预计港股近期仍将震荡寻找

方向，可留意消费类股票。

麦格理集团分析师指出， 消费品制造

板块具有防御性特征， 在当前国际油价持

续暴跌、 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市场波动的

背景下，能源等强周期股票下行风险加大，

而消费类等股票或成为资金避风港。

机构看好板块前景

汇业证券策略分析师岑智勇指出，中

国此前公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的GDP增

速为6.9%， 该数据好于部分机构预计的

6.8%，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由追求

“量”过渡至追求“质” 。 中国在公布第三

季度GDP之余， 同时也公布了不同产业的

表现，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在第三季度的

增长速度分别为4.1%、5.8%及8.6%， 由于

第一及第二产业的增长都低于6.9%， 意味

着第三季度的主要增长是靠第三产业 (预

计是服务业为主)去推动。

岑智勇表示， 这说明中国GDP质素正

在提高，事实上在恒生综合行业指数当中，

近日以消费品制造业分类指数的部分股票

表现较好。 该指数共有109只成份股，但素

质良莠不齐， 个别更在最新财政年度出现

亏损，投资者在挑选股份时，宜多加留意。

此外，大部分机构建议减持港股能源、

资源类股票，以规避相关风险。

高盛近期建议减持银行及资源股，对

保险、公用及能源板块持“中性” 评级，并

下调港股评级至“减持” ，对明年底恒生指

数目标点位预期为24000点。 该行分析师

指出， 下调港股评级主要是市场对内地经

济放缓的忧虑， 加上未来香港本土企业盈

利受汇率拖累所致。

德银最新报告建议明年减持电信、能源

及核心消费，增持金融、工业及IT板块。该行

预计，H股明年上半年有望大涨逾20%，因

企业盈利温和增长及估值略为扩张。

法兴预计

美联储加息将打压金价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法国兴业银行在最新报告中表示， 美联储加息政策

行动恐将伤及黄金。 法兴全球资产配置主管Alain�

Bokobza表示，如果美联储本周上调利率并在明年再加

息三次，那么金价到2016年底可能跌至每盎司955美元。

这一预期意味着金价或将下跌约10%， 触及2009年9月

以来最低水平。

市场交易人士目前预计，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加息的概率为76%。 随着美决策者准备进行

约十年来的首次加息，美元获得提振，而黄金吸引力随之

减弱，金价迈向连续第三年年度下跌。 Bokobza表示，尽

管美联储于12月16日加息已经在外界普遍预期中，但随

着利率进一步上行，未来一年金价仍将走低。其更加关注

2016年的整体状况，美联储将会继续收紧政策，美国经

济将呈现向好景象。 但这并不构成金价上涨的理由。

波音扩大股票回购计划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美国航空业巨头波音公司（纽交所交易代码：BA）

于当地时间14日对外宣布，将提高股息20%，并扩大股

票回购计划至140亿美元。

根据波音发布的声明， 该公司将季度派息由每股

0.91美元提高至1.09美元，股利登记日为2月12日，支付

日为3月4日。 波音同时表示，新的股票回购授权将取代

去年通过的12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后者目前剩余

52.5亿美元。

波音公司14日收盘下跌1.12%， 报收于每股143美

元。 该消息公布后， 波音公司股票盘后上涨1.01%，报

144.45美元。

波音公司总部位于芝加哥， 其今年以来业绩表现强

劲，今年第三季度在创纪录的民用飞机交付数量支持下，

其当季营业额同比增长9%至258亿美元。 其股价表现也

好于大盘，年初至今波音公司股价累计上涨10%，而同期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

标普警告称

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阻碍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标准普尔15日表示，面对难

民的大量涌入，欧盟国家对于推进一体化并不积极，而且

英国可能退出欧盟， 这都将在一定层面上损害到欧洲同

盟的信誉。

标普在报告中多次强调了欧盟涣散瓦解的风险。 标

普分析师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反映出，欧洲一体化的

长期进程可能止步。 包括希腊此前可能只是勉强避过被

逐出欧元区， 当前的难民危机以及法德伙伴关系的衰弱

等。 标普还指出，难民危机和近期发生的巴黎恐袭时间，

本身不太可能给欧洲国家信用评级造成直接负面影响。

但标普认为，这可能对欧洲政治团结造成影响，从而构成

未来信贷风险。

另一家评级机构穆迪同日也指出， 欧洲一体化进程

正在出现多重阻碍，例如英国退欧。若此真的发生将不利

于英国经济， 而对信用评级的影响最终取决于退欧后的

政策选择。

高盛首席策略师预测

AH高溢价短期将持续

□

本报记者 杨博

高盛首席中国策略师刘劲津15日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企业盈利改

善、改革取得进展及稳增长政策等因素的温

和提振下，A股市场明年有望跑赢全球多数

主要股指。受国内外流动性差异影响，AH股

溢价维持高位的情况短期还将持续。

看好内地香港股市

刘劲津表示，相对于债券和商品等其他

资产而言，高盛在明年全球资产配置上仍建

议“超配” 股市，但若以绝对回报看，明年全

球股市表现不会好于今年，整体前景不算特

别乐观。

高盛预计，明年标普500指数回报可能

为零，欧洲股市回报约为5%，日本股市以日

元计价的回报率可能达到10%，但折算为美

元不会太好， 除日本外亚洲市场回报率为

5%。 对于中国市场，高盛预计A股明年将实

现正回报，沪深300指数2016年年底目标位

4000点， 恒生指数目标点位为24000点，恒

生国企指数为10500点，三个指数较当前点

位 的 潜 在 涨 幅 分 别 为 8.2% 、12.8% 和

12.4%。

刘劲津表示，高盛对中国内地和香港市

场的潜在回报预期相对而言比较乐观，A股

将跑赢除日本以外的多数海外股市。 预期企

业盈利改善、改革取得进展及稳增长政策等

都对估值有温和提升作用。

近期恒生AH股溢价指数重返140点以

上的高位， 意味着A股平均较H股贵40%以

上。 刘劲津预计这种情况短期内仍会持续，

主要是由于国内和海外流动性差距造成的。

他指出，目前国内流动性非常好，且预计明

年中国央行还将有两次降息和300个基点的

降准， 此外银行间回购利率将从2.4%降到

1.5%左右，流动性总体充裕对国内市场有支

撑。 相比之下，美联储即将启动加息，预计首

次上调25基点， 明年可能会累计再上调100

基点，海外市场流动性有所收紧。

建议把握结构性机会

高盛在最新的策略报告中指出， 明年A

股主要以结构性机会为主，建议把握三大投

资主题，分别是受益于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关

键领域，“新中国” 板块领先企业以及人民

币贬值受益板块。

高盛指出，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增

长引擎转向消费和服务业，投资者需要采取

新的框架投资于中国股市。 基本面走软而流

动性好转的状况将推动“新中国” 板块跑赢

其它板块。

刘劲津表示，在“新常态” 宏观经济背

景下， 建议投资者考虑中长线投资布局，推

荐过去三年收入增长超过10%、且与经济增

长敏感度相对较低的30个行业，重点包括科

技、医疗等，即所谓的“新中国” 板块。 高盛

建议在离岸市场超配中国相关的科技/互联

网、电信、医疗保健和房地产板块，在A股市

场超配医疗保健、传媒、旅游、软件、房地产

等板块。

对于人民币贬值预期， 刘劲津预计到

2016年底人民币可能贬值3%。尽管不排除

一次性贬值的情况， 但这不是高盛的基本

观点， 预计短期内人民币还是以缓慢贬值

为主。如果美联储加息比预期缓慢，人民币

贬值压力将缓解， 海外投资者可能会更积

极入场。

高盛报告指出，美联储加息的速度和幅

度将对股票回报产生影响，对冲显著的人民

币贬值风险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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