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股基金

头名之争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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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养殖巨头泰森嘉吉

相继落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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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董事刘永好

否认减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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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牵头

财团47亿美元买下黑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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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牛股迭出

老牌巨头也来分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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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池信托卷土重来

规模逼近2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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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高丽：统筹规划支持新疆科学发展

A2

发改委：鼓励企业发债参与棚户区改造

发改委昨日发布关于企业债券融资支持棚户区改造有关问题的通知，鼓励民营企业根据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安排，通过直接投资、参股、委托

代建（BT）等多种方式参与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承担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任务的企业可申请发行企业债券用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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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被出走”

高善文微博否认离职

中粮集团

地产三兄弟抢食在即

上市公司近两月日均海外签约9.5亿

据证券时报数据部的不完全统计，从 8 月 1 日至 9 月 24 日，两市上市公司海外新增订单合计折合人民币约 351.9 亿元，平均每天海外签约 9.5

亿。 与部分上市公司的既有海外业务规模相比，新增海外订单占总订单金额的比例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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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央行880亿逆回购消减节前资金紧张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本周为国庆长假前最后一周，昨

日是本周的第一次公开市场操作。 央

行公告显示，昨日的逆回购数量为

880

亿元， 规模创

7

月末逆回购重启以来

新高，中标利率维持在

3.9%

不变。

与此同时， 逆回购期限由此前的

7

天“临时”改为

6

天，这使得原本

10

月

1

日到期 （但实际缴款将因节假日

因素顺延至

10

月

8

日）的这笔资金变

为了

9

月

30

日到期。 表面上看，央行

这一 “尝试” 增添了节前的资金面变

数。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面临季末，但

当前资金面仍属总体宽松状态。 央行

在实施逆回购注资滚动操作时， 势必

控制节奏力度， 尤其在可能释放出利

率方面信号时，央行会较为谨慎。

广发银行资深交易员颜岩认为，

央行此举综合考虑到了整体流动性格

局及金融机构头寸期限等因素， 既是

为缓解机构在

10

月

8

日堆积过多的

资金到期压力， 也同时表明央行对当

前资金面态势的一种暗示， 即无需向

市场一次性投放过长期限的资金。

不过，本周四央行仍有一次公开市

场操作，届时其可能继续向市场投放资

金。“预计周四央行将实施

14

天期逆回

购，可以覆盖

880

亿资金在节前到期的

影响。 而

14

天逆回购在国庆之后的

10

月

10

日到期，错开

8

日的集中到期，可

以起到缓冲垫作用。 ”颜岩说。

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的逆回购规

模

880

亿元亦为本轮重启以来新高。

而央行加大投放力度的原因， 主要仍

在于季末和长假因素重叠之后， 近期

回购利率已出现一定程度的连续走升。

Wind

资讯统计显示，从中秋节前

两天的

9

月

17

日开始，银行间市场各

期限资金价格均有所上涨， 隔夜价格从

前一日的

3.02%

突然升至

3.51%

，截至昨

日已达

3.64%

；

7

天资金价格则从

3.50%

升至昨日的

4.52%

， 升幅略超

100

个基

点。 此外，

1

个月资金价格自

7

月末以来

首次重返

6.0%

上方，显示相关期限资金

供不应求。

“资金面并不算紧张，这种涨幅属于

季末时期的正常范围。 ”平安系某买方金

融机构投资人士指出，

10

月份总体流动

性状况将受到美联储量化宽松及国内新

股发行重启等因素的影响， 需要关注的

东西比三季度更多。

好苹果还是烂苹果？

证券时报记者 徐潇

近日， 苹果公司公布的一项数据

让小伙伴们惊呆了：iPhone5s 和 5c 仅

用 3 天就达到全球 900 万部的破纪录

销售量。 消息一出，苹果股价随即上涨

6%，并带动村田制作、鸿海科技等苹果

供应商的股票上行。曾发问“苹果到顶

了吗？ ”的《纽约时报》在最新的文章

里不咸不淡地说，尽管有诸多批评，但

消费者仍一窝蜂下载苹果新系统。

有业内人士称，虽然新款 iPhone

外形变化不大， 但操作系统与处理器

架构由 32 位更新为 64 位， 加之配备

升级的 IOS7 系统， 对性能而言无疑

是质的飞跃。 3 天 900 万部销量足见

苹果“宝刀未老” ，也证明了苹果全球

手机巨头的地位仍无法撼动。

美媒分析称， 促成 iPhone 新机

热销有两大主因： 一是 iPhone5s 和

iPhone5c 同时推出且价格相差不大，

受心理学和经济学原理影响， 中档的

5c 对高档的 5s 起到了衬托作用，5s 因

此拥有较好的销售环境；二是此次新款

iPhone 的首发地多于以往，中国更首次

成为首发市场， 尤其是金色版 iPhone5s

在中国大受欢迎。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5s 与 5c 初战告

捷并不能掩盖其存在的问题。

首先， 苹果对中低端市场的尝试宣

告失败。 此次苹果只公布了 iPhone5s 和

iPhone5c 的总体销量，对 iPhone5c 的销

售数据却有所保留。事实上 5c 一直以来

遭到的诟病就多于 5s。 虽然苹果首席执

行官库克在采访中暗示 iPhone5c 并非

定位于低端市场， 但其存在的价值显

然并不是仅仅帮 5s 拉销量。 有业内人

士称，苹果不适合做中低端手机，此次

iPhone5c 沦为配角在证实了这一观点

的同时，相信也会使库克在以后的一段时

间内都不会将目光放在中低端市场上。

其次，新款 iPhone 对市场的吸引力

未必具有持续性。据相关调查显示，虽然

仍有国人排队购买苹果新机， 但早已不

复当年 iPhone4 的盛况， 且这种情形多

集中于我国一、二线城市，并不像当年的

iPhone4 那样对中西部地区也具有较强

的吸金能力。随着苹果指纹系统被破解，

新款 iPhone5c、5s 在中国的战绩未必优

于 iPhone4。

中低端市场的失败与创新不足是苹

果不容忽视且必须面对的现实。3 天 900

万部的销量虽能使苹果的高层暂时保持

乐观，但若不着手解决问题，在各方竞争

加剧的情况下，苹果的路依然不好走。

为期 5天的 2013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昨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设立光通信、测试、智慧城市、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网、近场通信等

专区。 来自 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家企业、机构和展团重点展示了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信息化行业应用、高端软件、集

成电路、高端服务器、高科技消费电子产品研发与信息服务领域的相关成果。 图为观众在展览会上参观 4G 技术“即摄即传”展示。 新华社/供图

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在京开幕

两创业板指数基金

年内收益率超八成

A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