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多只小盘股现闪崩

最高跌幅93%

15日，在香港恒生指数上涨近450点，涨幅

达1.75%的情况下， 多只港股小盘股股价却出

现大幅下挫。

其中，中国海景（01106.HK）最大跌幅一

度达到93%，截至收盘该股收跌78.52%，股价

跌至0.058港元，一脚踏入“仙股”（股价低于

0.1港元的股票）行列；北京燃气蓝天（06828.

HK）盘中最大跌幅也达到71%，截至收盘跌幅

43.82%；亚洲电视控股（00707.HK）的股价最

大跌幅高达 63% ， 截至收盘神奇翻红，涨

5.36%；此外，天誉置业（00059.HK）一度跌

71%，截至收盘跌幅收窄至48.91%；奥克斯国

际（02080.HK）和中国宝力科技（00164.HK）

15日盘中的最大跌幅也分别达到64%和50%，

截至收盘该两股分别跌33.06%和42.05%。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通常情况下出现如此

“闪崩” ， 是有机构向券商质押了大量的股票，

但未能满足追缴保证金的要求， 从而遭到了

“强平” 。 而主要原因，可能是和这些股票的持

股股东和庄家个人财务状况有关。一方面，这些

小盘股的股东大多都交叉持股， 少有知名机构

持股，属于“小圈子” 玩家，所以只要其中一个

或者几个股东资金断裂，极可能出现集体“闪

崩” 的状况；另一方面，这些小盘股股权过分集

中、存在明显泡沫，未来不管是监管措施加强还

是投资者信心下降， 它们都会首当其冲受到冲

击。 虽然这些出现“闪崩”的都是小公司，并不

足以撼动整个市场的走势， 甚至可以产生净化

市场的效果， 但是市场人士还是提醒投资者警

惕风险。（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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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买买买” 继续看好科技金融

索罗斯青睐消费板块

□

本报记者 陈晓刚

美国各大基金经理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

第三季度13F持仓报告陆续出炉。 总是赶在最

后截止日期前一刻提交的 “股神” 巴菲特和

“大鳄”索罗斯这次全面“互怼” 。前者大举增

仓美国股市，后者小幅减仓。

在板块选择上， 巴菲特继续看好金融、科

技板块； 索罗斯却减持了上述两个板块的仓

位；索罗斯对必需消费品板块日渐青睐，巴菲

特却砍掉了不少必需消费品板块的仓位。

索罗斯“用脚投票”

索罗斯今年以来持续强调，美元飙升和新

兴市场的资本外逃可能导致一场重大的金融

危机发生。从最新美股持仓数据可见，“大鳄”

对美股市场不甚看好，已经“用脚投票”了。巴

菲特则多次表示，投资者在面对股市剧烈波动

时，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保持冷静，并坚守长期

持有的投资原则。

第三季度13F持仓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

9月30日， 巴菲特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

司总计拥有价值约2210.2亿美元的美国股票，

比上一季度增加了254亿美元， 增加幅度约为

13%。在其美股投资组合中，新建仓4只，增仓7

只，维持仓位不变29只，减仓6只，清仓2只。

截至2018年9月30日，索罗斯基金管理公

司总计拥有价值40.77亿美元的美国股票，比

上一季度减少了7.45亿美元，减少幅度15.5%。

在其美股投资组合中，新建仓50只，增仓20只，

维持仓位不变13只，减仓68只，清仓60只。

板块调整 你弃我取

科技板块、金融板块成为了巴菲特最重要

的增仓对象，其中科技板块仓位比上一季度增

加2.6%，金融板块仓位规模增加2.3%。 必需消

费品板块（-3%）、能源板块（-1.2%）则是他

减仓最大的对象。

索罗斯则恰好相反。必需消费品板块仓位比

上一季度增加6.4%、 通讯板块仓位规模增加

5.3%，为最大的两增仓板块；金融板块（-6.4%）、

科技板块（-4.8%）则成为他减仓最大的板块。

两人的差异主要集中在金融、科技、必需

消费品三大板块上。 从标普500指数分类子板

块指数10月以来的表现情况来看， 标普500金

融指数从9月28日的458.18点跌至11月14日

436.868点，跌幅4.65%；标普500信息技术指数

从1322.07点跌至1166.4384点， 跌幅11.77%；

标普500核心消费品指数从 554.91点升至

574.6761点，涨幅3.56%。

在这一轮的调仓换股中，索罗斯短期可谓

占得先机。 但美国市场人士评论称，巴菲特着

眼的是长线机会。 彭博经济学家指出，巴菲特

可能在押注美国经济走强和利率持续抬升，最

终会利好于美国最大型的银行。

巴菲特增仓苹果未赚钱

在第三季度的巴菲特新建仓位中， 第一位

是摩根大通，买入3566万股；第二位是甲骨文，

买入4140万股。 在其增持仓位中，第一位是苹

果，增持52.2万股；第二位是美国银行，增持1.98

亿股。 在其清仓的仓位中，第一位是圣诺菲，卖

出370万股；第二位是沃尔玛，卖出139万股。

其中， 摩根大通股价二季度末为近105美

元， 三季度冲高遇阻回落，11月14日收盘价为

107.33美元，巴菲特的这笔投资估计已遭小幅

浮亏。苹果股价近日大幅回调，已跌至今年7月

初的最低水平，巴菲特的增持仓位估计已被套

牢。 被巴菲特清仓的沃尔玛近期却表现抢眼，

本季度以来上涨逾8%。

索罗斯方面，在第三季度的新建仓位中，第

一位是论坛媒体公司（TRCO），买入160万股；

第二位是农产品公司ARCHER-DANIELS

（ADM）,买入72万股。在其增持仓位中，第一

位是微软，增持42.9万股；第二位是安硕MSCI

新兴市场ETF；增持100万股。在其清仓的仓位

中，第一位是恩智浦，卖出192万股；第二位是

通信和航电设备制造商罗克威尔科林斯，卖出

63.4万股。

其中， 论坛媒体公司股价自7月中旬以来

上涨逾20%，索罗斯的这笔投资估计已获得浮

盈。 但微软股价跌至7月中旬水平，索罗斯的增

持仓位估计已被套牢。 被索罗斯清仓的恩智浦

自9月20日以来一度下跌逾12%。

英国脱欧谈判取得重要进展

前景未明仍将考验市场

□

本报实习记者 薛瑾

在历经数月谈判后， 英国与欧盟就脱欧问

题达成初步协议并获英内阁批准。 不过，协议正

式签署还需得到英国议会和欧盟各成员国的批

准。目前来看，英国议会是该协议面临的一个重

大难关，英国有序脱欧仍任重道远。

近期随着英国脱欧议程进入关键性节点，各

类消息都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波动。市场人士称，

在脱欧事宜尘埃落定前，这个欧洲地区的“一大

不确定性”还将让金融市场继续经受考验。

草案进入下一轮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马拉松式” 内阁会议

后，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地时间14日晚间宣

布， 前一日与欧盟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已经获

得内阁支持，在英国脱欧进程中迈出了“决定性

的一步” 。 她称草案是历经数千小谈判的结果，

并坚信其是所能达成的最佳结果， 符合整个英

国的利益。

在此之后，欧盟公布了长达585页的脱欧协

议草案文件。 这份草案覆盖了脱欧之后的公民

权利、金融安排、脱欧后过渡期计划等，主要议

题包括爱尔兰边界、公平竞争环境、未来贸易协

定、渔业、政府治理和金融市场等方面。 其中边

界和贸易问题备受关注。 协议称届时若未达成

正式协议将采用“保底方案” ，即欧盟与英国将

建立一个排除渔业和水产品的“单一关税区” ，

将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一并覆盖， 避免脱欧后北

爱尔兰与爱尔兰出现海关、口岸、检查站等“硬

边界” ，北爱尔兰需遵守部分欧盟规则等。 爱尔

兰副总理Simon� Coveney对此草案表示支持

态度，认为它“保护了边境人民的利益” 。

按照脱欧流程，协议草案获得内阁通过的下

一步， 便是欧盟成员国的审议和英国议会的审

批。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15日确认，欧盟将在

本月25日召集成员国召开“特别峰会” ，讨论该

协议草案。 而据媒体报道，各成员国代表已准备

进入忙碌状态，紧锣密鼓审议该草案，或将在本

周内将各方反馈提交给欧盟脱欧首席谈判官员。

而英国议会的审批， 则被认为是一道难度

系数较高的关卡。按照流程，该协议草案提交给

议会后，议会将会在12月对其进行投票表决，关

乎着草案最终能否生效。若草案获得通过，协议

将进入本地立法程序；若未获通过，此版脱欧协

议草案将会“搁浅” 。

闯关不易 英镑承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版协议草案阻力重

重，前景未明。 据媒体报道，虽然内阁最终批准

了该草案， 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下不得

已作出的选择。

分析人士预期， 英国保守党强硬脱欧派的

反对，加上在野党工党的否决等多方阻力下，不

仅可能使得协议草案难以闯关成功， 现任首相

梅或许还会面临“下台” 危机。 还有分析称，去

年大选造成的“悬浮议会” 局面，让梅失去了在

英国脱欧问题上的内部掌控优势， 削弱了她在

议会中推动英国脱欧的能力， 增加了英国脱欧

的难度与不确定性。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最新的研报中表示，

英国和欧盟的脱欧达成协议是积极的， 但脱欧

任重道远并面临明显阻碍。 议会不通过该协议

草案且缺乏其他进展的情况下， 英国最终将默

认走向无协议脱欧的境地。

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预测，

如果英国脱欧问题 “硬着陆” 即 “无协议脱

欧” ，英国的经济将会受到拖累，GDP增长将至

多放缓7.8%，平均每个家庭将损失6000英镑。

近期随着脱欧议程进入关键性节点， 脱欧

问题上的利好或利空消息都会对市场形成扰动

作用，英镑的表现是市场情绪最生动的写照。英

镑兑美元的价格近日经历了过山车式的震荡。

有分析人士称，英镑汇率若想持续上行，需

要市场参与者相信无协议脱欧局面可以避免。

此前， 有机构对脱欧协议草案出炉后的英镑前

景作出预测。野村策略师称，草案若能通过议会

投票，英镑年底前或位于1.35-1.40区间；东京

三菱日联银行则称， 英镑上行方向仍有强劲阻

力，即使脱欧协议最终达成，涨幅也可能受限。

苹果芯片供应商AMS

下调销售预期

15日，奥地利芯片制造商AMS在官网发布

的新闻稿中表示，由于“一个主要客户近期需

求的变化” ， 目前预期四季度销售收入将处于

4.8亿美元到5.2亿美元区间。而在上月，AMS对

四季度收入的预期则为5.7亿美元到6.1亿美元

区间。

AMS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光线传感器，

这种传感器能让智能手机识别手机与用户之间

的距离，也是苹果iPhone� Face� ID面部识别系

统的关键组件之一。 公开资料显示，AMS是继

Qorvo、Lumentum以及Japan� Display之后，

本周第四家下调收入预期的苹果供应商。 尽管

四家公司全部都没有直接指明“苹果” ，但四家

措辞非常类似，“主要客户” 这种表述让外界第

一时间联想到了苹果公司。

彭博数据显示，AMS营收有超过20%来自

苹果，Lumentum这一比例为30%，Qorvo为

36%，Japan� Display则高达55%。（倪伟）

瑞信：中国占全球股票

市值比重将大增

瑞信研究院15日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亚

洲新兴经济体正在迅速变化， 到2050年该地

区在全球经济产出的占比有望达到55%。 到

2030年， 该地区的股市和企业债券市场可望

占全球市场近30%， 中国将成为最重要的赢

家。 究其原因，在于整个地区的经济活动重心

正在转移。

报告指出， 首先， 亚洲转向更为平衡的增

长。 中高收入亚洲经济体正由制造业出口导向

型，转向提高服务业产出的增长模式，而庞大的

国内储蓄池将逐步使消费成为增长引擎， 进而

减少债务驱动型投资。 其次，亚洲出口的组成、

方向和全球份额有所改善， 随着面向区内的本

地投入增加， 亚洲出口商品结构的增值水平日

益提高。

报告强调， 亚洲资本市场的扩张步伐因国

家而异， 使各国在全球基准内的地位发生相对

变化。 股票方面，到2030年，预计指数权重的主

要赢家将是中国 （占全球股票市值的比重由

11.1%升至18.9%）、印度（由2.8%升至3.1%）

及印尼（由0.7%升至1.5%），而其他核心亚洲

市场的权重将大致不变：韩国（1.9%）、泰国

（0.8%）、马来西亚（0.8%）及菲律宾（0.4%）。

企业债券方面，到2030年，预计全球基准占比

升幅最大的将是中国（占全球企业债券市值的

比重将由13.3%升至21.7%）、印度（由0.1%升

至1.3%）。（张枕河）

互联网医疗走出盈利困局仍需时间

□

本报实习记者 周璐璐

阿里巴巴投资控股的内地医疗健康平台阿

里健康（00241.HK）15日早间发布公告称，公司

与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签订为期三年的战略合

作协议。 根据协议，阿里健康将独家在支付宝客

户端上建立独立的医疗健康服务频道，全权管理

和营运该频道内的医疗健康行业合作伙伴。

2014年起迎来爆发期的互联网医疗行业，

现已棋至中场。该行业中，阿里健康今年已实现

扭亏为盈， 但包括挂牌港交所的平安好医生

（01833.HK）和挂牌纳斯达克的1药网（YI.O）

在内的多数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 分析称，此类

公司若想走出盈利“困局”仍需时间。

公司竞相加码

阿里健康15日发布的公告称， 此次与支付

宝的战略合作为二者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形成

优势互补的一次“强强联合” 。阿里健康在获得

蚂蚁金服体系内资源共享和协同的同时， 也会

以自身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沉淀和优势去丰富和

优化支付宝平台的医疗服务场景。

除阿里健康之外， 包括平安好医生、1药网

母公司111集团在内的上市公司以及微医、春雨

医生等未上市公司均对互联网医疗行业进行了

深入布局。

平安好医生今年8月宣布，以人民币9.8亿元

收购万家医疗来打造基层医疗线下流量端口，此

后先后宣布携手东南亚O2O平台Grab和泰国杜

斯特医疗服务集团加码海外医疗健康市场，扩大

用户基础。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平安好医生的医

疗服务网络已覆盖美国、韩国、瑞士、新加坡等近

10个国家和地区，与上百家知名医院均有合作。

据悉，1药网母公司111集团近期先后与天

津中新药业、 美国药企曼秀雷敦及意大利跨国

药企美纳里尼达成战略合作，截至今年7月，111

集团已与国内外60多家知名领先的药企建立了

战略合作，并形成了由B2C医药平台“1药网” 、

互联网医院“1诊” 及B2B医药平台“1药城” 三

大业务板块组成的医药新零售平台。

此外， 微医联合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

学院和浙大睿医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通过融合AI

技术发布了“21世纪赤脚医生” 平台，春雨医生

也携手中信医疗集团、 北京建宫医院等完善其

互联网诊疗平台。

盈利模式仍需探索

近年来，随着科技赋能、政策助力，互联网

医疗行业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爆发式的

增长。 然而，该行业中能够实现盈利的公司却寥

寥无几。分析称，互联网医疗行业的盈利模式仍

需摸索，参与公司实现盈利还需时间。

阿里健康今年5月发布的截至3月31日止的

2018财年年报显示，公司该年度实现收入24.43

亿元人民币，毛利6.53亿元，收入与毛利同比分

别增长414.2%和248.7%， 首次实现了扭亏为

盈。 该年报称，收入和毛利的强劲增长主要得益

于该年度健康产品销售业务和电商平台服务收

入的快速增长。 这意味着，其与医疗相关度较高

的线上咨询和健康管理两大业务还未带来明显

的利润增长。

据平安好医生招股书显示， 平安好医生连

续三年亏损逾20亿元，2015年至2017年分别亏

损3.24亿元、7.58亿元、10.02亿元。 其最新财报

显示，2018财年上半年公司亏损有所收窄，净亏

损约4.44亿元。而1药网母公司111集团8日发布

的三季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净亏损为1.264亿

元，与去年同期净亏损6220万元。

对此， 平安好医生首席执行官王涛表示：

“一站式的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的发展一般分

为场景、流量、收入、利润四个阶段，而目前大多

数互联网医疗公司正处于第二个阶段。 该阶段

主要任务则是获取更大的流量， 改变消费者的

习惯。他还表示未来仍可能产生大额亏损。好大

夫在线首席执行官王航也表示：“互联网医疗的

收获期还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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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近期银行渠道权益类公募新高

农行销售华夏央企ETF联接超41亿元

� � � �

华夏基金公司近期公告

，

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首募规模

达

44.23

亿元

（

费前

）。

在当前市场条件下

，

创造了近期

银行渠道权益类公募发行规模新高

。

农业银行作为托管主销人

，

销售规模达

41.49

亿

元

（

费前

），

反映了在新时代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

，

农

行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信念

、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

决心

。

助力央企结构调整 共享国企改革红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

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

，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

加快国有经济

布局优化

、

结构调整

、

战略性重组

，

促进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

，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

国有企业改革已

经上升为坚定的国家意志

。

据了解

，

央企结构调整指数是由国资运营平台公

司

———

诚通集团定制

，

由中证指数公司编制并发布

。

指数编制按照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

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

》（

国办发

〔

2016

〕

56

号

）、

国资

委中央企业

“

十三五

”

规划等文件精神

，

结合定性和定

量选样方法

，

以国资委下辖的约

300

家央企上市公司

为待选样本

，

综合评估产业结构调整

、

科技创新投入

、

国际业务发展等方面情况

，

选取代表性

100

只企业股

票加权计算构成指数

。

指数反映了央企结构调整改革

的板块在

A

股市场的整体走势

。

华夏央企

ETF

联接基金作为对接投资者和国企改

革价值的桥梁

，

整合中央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力量

，

推

动各类资本向优秀国有上市公司聚集

，

在分享国企改

革红利的同时

，

助力央企结构调整

，

提升相关上市公

司的价值创造能力

。

动员全行力量 展现国有大行实力

农业银行始终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

方针政策

，

始终积极投身国企改革事业

，

全力推动国

企改革的落地

。

华夏央企

ETF

联接基金自立项以来

，

一

直得到该行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强力支持

。

10

月

11

日

，

农业银行举办了

“

华夏央企结构调整

ETF

联接基金发行推动会

”，

时任农行副行长郭宁宁进

行全行动员

，

要求全行统一共识

、

高度重视

，

把该基金

的发行提高到响应国家政策

、

展现农行实力的层面

，

做好发行落实工作

。

这是农行系统第一次就单只基金

发行组织召开全行动员会

，

充分体现了该行的决心和

战略导向

，

为产品顺利发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

本次华夏央企

ETF

联接基金发行

，

农行零售条线

、

托管

、

机构等条线通力合作

，

充分体现了内外协同

，

上

下联动

，

团结一心

，

通力作战的专业性与竞争力

。

多级协调联动 共担社会责任

在华夏央企结构调整基金整个发行阶段

，

各层级

分行

、

支行

、

网点

，

根据上级要求

，

制定严密

、

可行的发

行方案

，

层层分解任务计划

，

周密组织宣传

、

动员工

作

，

密切跟踪发行进展

，

及时调整工作重点

。

一线人员

不辞辛劳

、

连续作战

，

展示农行人从大局出发

、

勇于担

当

、

坚定完成任务的精神品质

。

华夏基金公司则在宣传组织

、

营销推动方面进

行了周密的策划与部署

，

尽全力配合农业银行做好

产品发行工作

。

一方面

，

华夏基金充分解析政策背

景

，

提炼产品投资价值

，

通过海报

、

折页

、

报刊

、

广播

、

互联网平台等各种渠道进行产品宣传

；

另一方面

，

农

业银行与华夏基金在各地区合作开办客户沙龙

、

产

品推介会

、

财富论坛等各种形式的线下活动

。

在当前

市场行情低迷

、

基金销售困难的时期

，

这些举措取得

了显著效果

，

华夏央企

ETF

联接基金投资价值被投资

者广泛认可

。

在当前严峻的市场形势下

，

华夏央企

ETF

联接基

金创造了近期银行渠道权益类公募发行规模新高

,

农

业银行以丰富的基金营销经验

、

高效的组织管理水平

和强劲的综合实力树立了国有大行敢于担当

、

勇于担

当的品牌形象

，

并成功撬动了华夏央企

ETF

基金

158

亿

元的托管规模

，

取得了可观的综合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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