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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源汽车股跑火 普拉格三个月涨5倍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这只股票只有神人才能握住

啊！”炒美族陈小姐对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

美股掀起了一股氢燃料电池

风， 普拉格能源等相关概念股持续

疯涨。 当地时间

25

日，普拉格能源

以及整个美股氢燃料电池板块再次

出现单日暴涨的盛况。就在此时，各

大车企的积极布局也让氢能源汽车

到来的脚步越来越近。

氢燃料电池板块暴涨

回顾普拉格能源的过去，只能

用“疯狂”来形容。 普拉格能源在互

联网泡沫时期上市，股价最高曾达

到

156.5

美元。 但在去年

2

月一度

跌至

0.12

美元，还险些被迫从纳斯

达克退市。 如今，普拉格能源变身

为美国氢能源行业的一只热股，公

司股价不断狂涨。 今年以来，普拉

格能源股价最高曾狂涨近

5

倍，同

期 纳 斯 达 克 指 数 仅 累 计 上 涨

1.38%

。

普拉格能源也曾遭到做空机构

的攻击。 香橼在

3

月中旬发布报告

认为，普拉格能源是一家没有利润、

没有独特技术、 没有可扩展性的公

司， 更是一家没有品牌价值而且没

有分析师支持的公司。香橼认为，普

拉格能源的管理层不值得信赖，普

拉格能源公允价值仅为

50

美分。此

外， 燃料电池行业状况没有任何好转

迹象，只有政府补贴的可能。

不过， 普拉格能源并没有因为香

橼的报告而被打倒。 普拉格能源首席

执行官安迪表示， 公司已与一家全球

知名汽车生产商达成供货协议， 并将

在未来两到三周之内宣布此项协议。

此前， 普拉格能源获得来自沃尔玛超

市的订单。 受上述消息提振，在

25

日

美股交易时段普拉格能源股价暴涨近

50%

，报收于

8.48

美元。 氢燃料电池

板块其他个股也表现不俗， 氢燃料电

池生产商巴 拉德 动力系统收 涨

32.19%

， 燃料电池能源公司收涨

19.75%

。 在昨日的

A

股市场，氢燃料

电池板块活跃上攻， 其中江苏阳光和

华昌化工涨停。

氢能源汽车准备上路

美股氢燃料电池板块持续暴涨的

背后，其实是各国对氢燃料关注度的不

断升温。 据日本权威机构预计，

2015

年

全球氢基础设施的市场规模在

7

万亿

日元左右（约合

679

亿美元），而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飙升至

160

万亿日元。

尽管市场存在一片质疑， 但氢能

源汽车还是准备要上路了。 据海外媒

体报道， 全球主要汽车生产商即将在

美国开始小规模销售氢能源汽车。 接

下来几个月， 现代汽车公司的氢能源

版

SUV

图森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上市， 本田和丰田汽车明年也将在加

州推可行驶

300

英里（约

480

公里）的

氢能源汽车， 并且不会排放任何污染

物。 在充电时间方面，氢能源汽车也给

目前热门的特斯拉电动车形成挑战。

据悉， 如果在家里给特斯拉电动车充

电，最快也要

4

个小时才能充满。 氢能

源汽车呢？ 以本田汽车旗下的氢能源

汽车

Clarity

为例， 只要几分钟就可以

充满氢能源。

据《美国汽车新闻》报道，本田汽

车的美国研发部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托兰斯成功安置了一座新型加氢站，

以便为

2015

年引进新一代燃料电池

车做准备。 不过，《华尔街日报》认为，

尽管氢能源汽车生产成本有所下降，

但如何补充能源的问题依然存在，因

为氢能源汽车只能在氢能源站补充压

缩的氢能源。

欧央行官员释放宽松信号

欧洲股市盘中走高

多位欧洲央行官员连续释放出强烈的

宽松信号， 打算像美联储和日本央行一样

采取更加激进的动作。受此提振，欧洲股市

昨日高开， 德国和法国股市盘中涨幅均超

过

1%

。

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表示， 欧洲央行

可以考虑购买欧元区政府债券和优质的私

人企业资产， 以支持欧元区经济复苏。 此

前， 魏德曼是欧洲央行再度推行量化宽松

措施的主要反对者之一， 其态度的转变给

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打开了大门。 与此同

时，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如果欧元区

通胀率水平在此后进一步低于央行所设定

的目标， 那么欧洲央行将会采取更多的货

币宽松措施来对经济加以支持， 以防欧元

区经济陷入通缩深渊。

（吴家明）

Facebook20亿美元

收购虚拟现实设备公司

据海外媒体报道 ， 社交网络巨头

Facebook

宣布已与虚拟现实设备生产商

Oculus VR

达成收购协议， 交易涉及金额

约为

20

亿美元。

Oculus VR

已经推出虚拟现实头盔

Oculus Rift

， 能够带给人身处全息虚拟世

界的奇妙体验。 据悉，在

Oculus VR

之前

没有任何公司推出虚拟现实头盔设备，目

前

Oculus Rift

头盔已经收到

7.5

万份的

预 订 订 单 。 不 过 ， 美 国 科 技 博 客

TechCrunch

认 为 ，

Facebook

天 价 收 购

Oculus VR

或许只是“盲目圈地”。 有分析

也指出，

Facebook

对

Oculus VR

的收购更

像是一项战略投资，而非在近期就能开始

产生效益的收购交易。

此外，星火资本和经纬创投在

Oculus

VR

去年的两轮融资里各投了

1900

万美

元。 如今， 这两家风投公司的

Oculus VR

持股价值达到

3.8

亿美元左右。

（吴家明）

美国拟对

虚拟货币交易征税

当地时间

25

日，美国国内税

收署发布通知， 认定比特币等虚

拟货币为“财产”而非“货币”，并

拟对虚拟货币交易征税， 这是美

国税务当局首次就比特币做出性

质判定。

目前， 多国政府正考虑加强

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的监

管。 美国国内税收署将虚拟货币

视为财产对待， 财产交易相关的

基本税收原则也适用于虚拟货币

交易。

美国国内税收署表示， 一般

虚拟货币支付达

600

美元以上的

交易都需向国内税收署报告。 如

果纳税人未及时和正确申报虚拟

货币交易，违反相关税法，可能会

被处以罚金。

（吴家明）

马航事件打击马来西亚旅游业

证券时报记者 徐潇

“自从发生‘马航’事件后，我们

这里就没有人报名去马来西亚的旅

游线路了。”中青旅武汉营业部的李

小姐昨日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受“马

航”事件影响，一些原本预订了马来

西亚线路的旅客也取消了预订。 中

青旅昨日发布紧急通知表示， 为已

搭配马来西亚航空的中青旅自由行

产品，对要求取消行程的游客，进行

全额退款。

记者还从包括华侨城旅行

社、 中国国旅等多家旅行社了解

到，“马航” 事件或多或少对马来

西亚的旅游线路产生影响。 中国

国旅热线工作人员表示， 以往去

马来西亚的旅游团大约有

30

、

40

个人， 现在一个团

10

到

20

人就

出发， 还有一些客人原本计划去

马来西亚，却因“马航”事件改走

其他路线。 卓越国旅国内国际部

工作人员则一再表示， 该公司很

少选用马航，目前主要与亚航、国

泰合作。

在“马航”事件的“经济账”中，

旅游业始终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据美银美林的研究报告显示， 目前

中国人在前往马来西亚的游客中占

12%

，给马来西亚贡献了

6%

的旅游

业收入，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4%

。 在我国公民出境游目的国

中，马来西亚数年来一直位列前十。

前瞻网资深产业分析师罗娟曾表

示，受马航事件影响，今年中国去马

来西亚旅游的人数预计将减少约

40

万

~80

万人，以人均花费

1

万元计

算，那么马来西亚旅游将损失

40

亿至

80

亿元。

马来西亚政府在“马航”事件刚

发生时接受美国媒体采访表示，预

计此次事件不会对该国的旅游业产

生较大影响，去年共有

2570

万外国

游客赴马来西亚旅游， 今年目标是

游客数涨至

2800

万人。 但就目前的

趋势来看， 这一目标似乎并不容易

达成。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刘思敏曾对媒体预测， 马航

事件的不同结果将带来不同影响，

如果只是故障失事或找不到原因会

让旅游者出行心态有变， 但对旅游

业的影响会是短期， 但如果涉及恐

怖袭击却会给中国旅游业， 乃至全

球旅游业带来致命打击。 在目前真

相还未完全明晰时， 马来西亚的旅

游业已经开始承压， 而这一压力并

不仅仅来自中国。

据澳洲酒店搜索网站

trivago.

com.au

统计数据显示， 在马航飞机

失联的两周来， 澳洲人搜索马来西

亚首都吉隆坡酒店的统计数据整体

下降了

1/4

。 而此前路透社报道称，

新加坡

Dynasty Travel

旅行社通讯

总监

Alicia Seah

表示，

80%

的企业

出行者会改变去往马来西亚的行

程， 外国出行者会选择新航等航空

公司而不是马航。 据了解，旅游业是

马来西亚经济的第六支柱， 在旅行

和旅游业对

2012

年马来西亚

GDP

的贡献中， 商务旅行者的占比超过

一半。

3

月

26

日， 古城西安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

明媚春光，“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捐赠仪

式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悄然举行，

简朴的礼堂，年轻的面孔，

20

名优秀研究生分别

获得了

5000

元的奖学金，现场气氛一片热烈。

获奖学生代表

2012

级

2068

班硕士梁子浩

同学兴奋地表示：“非常感谢长安信托和西安交

通大学提供这些奖励， 真希望有一天能够加盟

这样极有社会责任的优秀企业。 ”

长安信托总裁崔进才的发言则更具宏观色

彩：“借助信托制度与信托工具， 积极地为社会

谋取公共福利， 其本身就是信托公司所必须承

载的义务。 我们在

5

·

12

抗震救灾公益信托之

后，又推出奖学金公益信托，就是想不断丰富与

完善中国公益信托的版图，尽自己一分心力，让

更多的公众、 尤其是需要帮扶的群体分享到中

国信托业的发展成果。 ”

兵贵神速：

“奖学金公益信托” 百天落地

2013

年

11

月

28

日，“长安信托·西安交通

大学奖学金公益信托” 成立公告隆重地出现在

长安信托的官方微信上， 公司高管带头募捐引

发了全体员工的热情， 不少热心客户亦积极响

应。截至

2014

年

3

月，首期共募集资金

16.35

万

元，“数量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好的开端，贵在坚

持”，按照公司管理层的“迅速募集、迅速投放”

的安排，区区百天，即有上述

20

位优秀研究生

获取奖励。

事实上，早在

2013

年上半年，长安信托即

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进行了深入沟

通，讨论了以公益信托资助该院研究生的方案。

经过审慎研讨，最终确定：本项公益信托的信托

资金均为委托人无偿捐赠资金， 并指定全部用

于奖励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优秀全日

制在校研究生（含硕士、博士生）。 当每年捐赠资

金超过

10

万元时，超出的资金也可奖励和资助

经济与金融学院的在校本科学生。

主持当日捐赠仪式的经济与金融学院冯根

福院长表示，长安信托是一家优秀的信托公司，

拥有一流的管理团队，其成立于西北一隅、成长

于全国实属不易，不但具备创新能力，持续发展

能力，还能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投身公益，更是难

能可贵。 因此在执行“长安信托·西安交通大学

奖学金公益信托” 的评选时， 学院也是严格把

关，因此获得首批捐助的

20

名学生（博士研究

生

5

人，硕士研究生

15

人）中，均成绩优异，曾

发表多篇论文或参与专业课题。

为何选择西安交通大学，崔进才表示首要就

是回馈当地父老， 帮助最需要支持的优秀年轻

人，而西安交通大学是“七五”、“八五”首批重点

建设项目学校，首批进入国家“

211

”和“

985

”工程

建设，被国家确定为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为目标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中国常青藤

盟校（九校联盟，

C9

）、“

111

计划”重要成员，“珠

峰计划”首批

11

所名校之一，教育部首批“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 国家

2011

计划“高

端制造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牵头高校。

“这一切都符合长安信托选择高等院校的

标准”。 崔进才说。

一脉相承：

前有“5·12”后有“山间书香”

2008

年

5

·

12

大地震之后，实力还相对有限

的长安信托，仅仅在大地震后

20

多天后的

6

月

6

日，即果断成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公益信

托———“

5

·

12

抗震救灾公益信托”， 该项目共募

集资金

1000

万元，其中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70

万元， 深圳市淳大投资有限公司

320

万元，长安信托

200

万元，深圳市斯科泰技术有

限公司

110

万元。 而在援助项目的选择上，公司

更是坚定地选择同样受灾的陕西南部山区，并

聚焦于中小学校舍的建设上。 公司董事长高成

程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教育再怎么支持也不

为过！ ”

作为金融机构， 长安信托并没有视公益信

托为“浮华名声”，而是扎扎实实地考察援建地。

经过

3

年时间， 将公益信托资金投向了镇巴县

三元中心小学教学楼和宿办楼、 赤北初中教学

楼餐厅楼及厕所、简池中心小学学生宿舍楼、观

音中心小学综合楼、 巴山乡盐井小学综合楼五

所学校。 最终，

5

所学校恢复重建项目实际完成

建筑面积

7490

平方米，通过对项目进行综合验

收工程质量均达标， 镇巴县审计局亦对援建项

目立项、 工程预决算以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

审计， 审计结果显示援建项目均符合相关程序

和实体要求。

如果说“

5

·

12

抗震救灾公益信托”是偶发性

因素所触发，那么

2013

年

12

月启动的“长安信

托·长安财富山间书香公益行”， 则是公司将公

益行为继续深化的自主探索。

“山间书香公益行”属长安信托一项原创性

公益活动，其活动形式是选择贫困山区、落后乡

村的小学，公司与会员共同捐助、共同参与建设

“山间书香教室”，向学校捐赠标准书柜、适龄图

书、文体用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性

捐赠，长安信托与会员正在探讨后续“刷新”图

书、与贫困家庭结对子等形式，以期将其长期坚

持下来，“持续地送精神食粮给孩子们”。

以

3

月

14

日为例，当日晴空万里，长安信

托董事长高成程带队， 与

10

多位公司客户一

起于西安出发，历

3

个多小时崎岖山路，终于

抵达大山深处的富平县白庙乡大王小学。 在这

个乡辖区内，

1

万多群众散落于

12

个行政村

中，为了上学，不少孩子都需要每天早上摸黑

走上

6

公里山路。 尤其是当客户听到“白庙乡

人均年收入为

2000

元， 一辈子只去过几趟县

城的老乡亲大有人在时”，无不动容。 当捐助活

动开始后，客户与山区学校的孩子们一起组装

捐赠的标准书柜、为孩子们分发书籍，现场一

片暖意，令人感怀。

截至目前，“山间书香公益教室” 已经建成

了

3

所， 分别位于陕西渭南市临渭区及陕西富

平县， 累计捐赠图书超过千册、 文体用品过千

件。 而根据公司管理层的计划，将在公司设立异

地中心的

20

多个城市，不断拓展、不断丰富山

间书香活动，

2014

年努力实现建成

100

所山间

书香公益教室的目标。

最新消息是，大连、无锡、杭州、广州等多个

异地中心， 都向长安信托总部报送了当地启动

“山间书香公益行”的方案，很快，公众即可看到

山间书香花开全国的盛况。

持续探索：未来可筹建专业的

“公益信托部”

“以个别的公益信托项目来践行社会责任，

是我们一个良好的起点， 但如果想持续地投身

公益、有更多公众参与，就必须有专业的公益信

托部门出现在长安信托，这一点是否可行，我们

正在探讨之中。 如果政策层面没有障碍，我想这

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

在

26

日“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捐赠

仪式上，崔进才向媒体透露了未来的公益之路，

大致框架是以互联网为技术平台， 与专业的公

益组织形成联盟， 公益内容可以更为丰富，“我

们要撒下公益的种子， 呼唤更多的社会公众关

注公益，投身公益”，争取以专业力量令全社会

分享中国信托业快速发展的社会成果。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等部门领导也出席

了当日活动，有分析者表示，长安信托投身公益

的背景是拥有强大的企业实力和社会公信力，

自

2007

年引入战略投资者、建立完善的法人治

理结构之后，屡创新性推出新产品，目前管理资

产规模已

2100

多亿元，从最初落后的排名跃升

为全国第

4

，西部第

1

，被诸多权威机构评价为

“最具创新力信托公司”、“中国卓越信托公司”

等殊荣，旗下专事财富管理的“长安财富中心”

业务已拓展至全国

20

多个城市。

最新报告显示，长安信托

2013

年度利润已

超过

9

亿元，税收贡献列西安市高新区第二位，

再创

2007

年改制后新高。

（CIS）（郑彦）

践行公益信托再下一城 20名优秀研究生首获奖励

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亮相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向长安信托赠送锦旗

长安信托、西安交通大学领导

与获奖学生合影留念

长安信托董事长高成程领队走访富平县

白庙乡大王小学，援建山间书香公益教室

长安信托总裁崔进才在捐赠仪

式上鼓励大学生们奋发图强，努

力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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