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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家电巨头甩开主业多元突围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家电产业作为拉动日本经济高

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曾经造就了“日

本制造”在世界市场的良好口碑。如

今， 面临巨大亏损的日本家电巨头

依旧在奋力摆脱亏损泥潭。 各大巨

头的业绩出现明显分化， 并致力于

在其他领域发展新业务，“家电巨

头”这个名号似乎越来越远。

三巨头业绩分化

夏普公司昨日公布的

2013

财

年（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业绩报告

显示， 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115

亿日

元（约合

7

亿元人民币），这是夏普

3

年来首次扭亏为盈。 在

2012

财

年，夏普公司曾出现净亏损

5453

亿

日元。

2013

财年夏普公司的销售额

与前一年度相比增长

18.1%

， 达到

2.9271

万亿日元。其中，中国市场是

夏普公司海外第一大市场，

2013

财

年夏普公司在中国市场实现销售额

9253

亿日元。 夏普公司乐观预计，

2014

财年公司销售额将达到

3

万

亿日元， 营业利润和税后利润分别

为

1000

亿日元和

300

亿日元。

夏普“咸鱼翻身”离不开日元贬

值的帮助， 但并不是所有日本家电

巨头都因此实现“翻身”。 索尼公司

日前公布的业绩报告显示，

2013

财

年该公司的净亏损额达到

1300

亿

日元， 较此前预期亏损额进一步扩

大

18%

。 路透社援引

Jefferies

数据

显示，去除公司出售资产所得，索尼

在过去

12

年中已经有

10

个财年业

绩未达到预期，在

30

家日本消费电

子产品制造商中表现最差。

相比较而言， 松下和夏普一样

可以暂时喘口气。 松下公布的数据

显示，

2013

财年该公司实现营收约

7.74

万亿日元，净利润达到

1204.42

亿日元。

家电巨头偏离主业

尽管松下和夏普重回盈利让投

资者看到希望， 但两家公司扭亏为

盈的动力已经不是来自于家电。 夏

普能够扭亏主要得益于液晶面板产

品以及太阳能电池业务增长， 电视

机、 手机等业务部门情况并没有明

显好转。 松下更是得益于公司重组

及住房和汽车相关领域销售增加，

家电业务贡献得越来越少。

另一日本家电巨头东芝日前公

布的业绩报告显示， 该公司家电业

务部门

2013

财年出现运营亏损

510

亿日元， 成为该公司五大事业

部中唯一一个运营亏损的部门。 东

芝电视

2013

财年实现营收

2318

亿

日元，同比减少

10.98%

。此外，索尼

主营的家电业务陷入困境。 为了使

收益基础多元化， 索尼正致力于在

医疗等领域发展新业务。 索尼公司

日前还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索尼不

动产株式会社”，将向个人提供房地

产交易中介， 并开展面向法人的资

产管理等业务。

有海外媒体如此描述：

5

年后

全球家电业巨头中或许不会再有松

下、索尼和夏普等日本企业名号，这

些公司已经不能再称为家电行业的

巨头了。

韩系崛起：

你不做我来做

通过事业结构改革，松下、夏普

实现策略性的扭亏为盈。不过，在多

数日本家电巨头的眼中， 家电成为

了扣分项目，但在韩国企业眼中，家

电却成为加分项目。

此前， 韩国

LG

电子公司发布

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LG

电

子的运营利润同比增长

44%

至

5040

亿韩元， 创下自

2012

年第二季

度以来的最高纪录， 电视机业务的增

长推动了

LG

电子的利润增长。 韩国

三星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 虽然高端

智能手机的需求萎缩导致三星一季度

营业利润有

3.3%

的下滑，但中低端移

动设备需求的增长以及电视销量的上

升还是使得其业绩好过预期， 当季销

售额达到

53.68

万亿韩元， 净利润仍

有

5.86%

的增长。

由此可见， 韩国企业在家电等消

费电子领域的优势仍相当明显。 有分

析人士表示， 韩国家电企业一直保持

技术领先，提升核心竞争力，而且产品

品种多、档次齐全，这些都是国内家电

企业值得借鉴的地方。 目前，国内家电

企业要抓住日本家电企业衰退带来的

全球家电产业转移的机遇。

“安倍经济学”效力减退

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创历史新低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日本财务省昨日公布的数字显

示，

2013

财年（截至

3

月

31

日）日本

经常项目顺差较上一财年大幅减少

８１．３％

至

７８９９

亿日元， 是自

１９８５

年有比较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数据

还显示，仅今年

３

月份，日本经常

项目顺差为

１１６４

亿日元，同比大幅

减少

９０．９％

。

造成上财年经常项目顺差创新低

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逆差额不断扩大。

受日元汇率大幅贬值提振影响，

2013

财年日本出口额较上一财年上涨

１２．２％

至

６９．８０

万亿日元；进口额则攀

升

１９．６％

至

８０．６７

万亿日元， 日本贸

易状况连续三个财年保持逆差。此外，

仅在今年

3

月， 日本进口同比增长

23%

，远高于出口增幅的

6.2%

。

出口一直是日本央行的心病。 虽

然日本央行坚称增发货币是为了提高

通胀水平， 但路透社援引一位熟悉日

本央行的官员指出， 日本央行的宽松

举措皆为提振出口。该名官员表示，日

本央行认为出口会逐渐上升， 因为出

口一直是日本经济中最大的风险。 有

分析人士表示，对于日本来说，经常项

目顺差创历史最低值呈现了这样一个

事实———日本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

已经步入晚期， 量化宽松的边际效应

不断下滑， 而消费税被上调也将遏制

日本国内的需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此前也警

告，“安倍经济学”复苏正在失去动力，再

造繁荣的政策效力已经大大退化。

此外， 数据还显示，

2013

财年日

元兑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达到

２０．８％

，

而日元兑欧元汇率的贬值幅度则达到

２５．７％

。

厄尔尼诺威力不一般 伦镍年内涨49%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今年以来， 世界各地极端天气

频发， 发生厄尔尼诺的概率再度增

加。在此背景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的走向也将受到影响， 哪些商品将

走俏？

厄尔尼诺是一种周期性的自然

现象，大约每隔

7

年出现一次。 科

学家通过对全球气候的研究， 认为

厄尔尼诺不是一个孤立的自然现

象， 而是全球性气候异常的一个方

面。最近数月，多家全球气候预测机

构上调了厄尔尼诺的发生概率。 美

国联邦政府气候预测中心表示，过

去一个月， 厄尔尼诺天气现象在今

年发生的概率大幅增加， 夏季爆发

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超过

65%

。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也发布公报称，

鉴于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温度已达

到出现厄尔尼诺前兆的程度， 今年

中期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国家气

象机构均预计，今年有

60%

至

70%

的可能性爆发超级厄尔尼诺现象。 从

3

月起，多份官方报告预警，农产品和

能源市场可能受亚洲干旱和美洲潮湿

极端天气影响。 贝莱德大宗商品策略

基金旗下农业证券经理德斯蒙德预

计， 与天气有关的风险溢价必然推动

大宗商品价格回涨。

法国兴业银行最近发布了 “厄尔

尼诺大宗商品指数”，用此衡量天气现

象对整个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 该指

数显示， 厄尔尼诺通常会使全球最大

镍产国印度尼西亚发生干旱， 从过往

记录看， 镍最有涨价潜力，

1991

年以

来每逢发生厄尔尼诺现象镍价平均上

涨

13%

。 不过，近期镍价的表现已经

非常突出。在昨日亚洲交易时段，伦敦

金属交易所

3

个月期镍期货合约一度

涨至每吨

20777

美元，接近

2012

年创

下的最高点位。今年以来，伦镍价格累

计上涨

49%

。

印度尼西亚头号棕榈油生产商金

光农业资源公司日前表示， 厄尔尼诺

现象将会导致今年印尼的棕榈油产量

低于预期，并且会给

2015

年的产量造

成更大的损害。 金光农业资源公司首

席执行官黄荣年预计， 今年印尼棕榈

油产量可能比预期的

3000

万吨减少

5

到

10

个百分点。

除了镍和棕榈油，“厄尔尼诺大宗

商品指数”看好的还有咖啡和铜，因为

厄尔尼诺期间全球最大铜产国智利和

秘鲁会大量降雨， 遭遇洪水的矿区会

减产。 此外，《巴伦周刊》近日提到农产

品价格也将受到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

影响， 多位分析人士预计玉米价格应

该会在厄尔尼诺现象期间有所作为。

盖特纳出书曝内幕：当年我主张救雷曼！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席卷全球的

2008

年金融危机

虽然已经过去， 但危机里的许多细

节仍不为人知。据海外媒体报道，前

美国财长盖特纳昨日出版了关于金

融危机的回忆录《压力测试》，这位

曾经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及美

国财政部长在书中披露了那些试图

拯救雷曼的美国官员之间的分歧。

早在担任美联储纽约联邦储

备银行行长期间， 盖特纳就与时

任财长保尔森、 美联储主席伯南

克形成“铁三角”，夜晚和周末加

班是家常便饭， 三人共同应对陷

入破产危机的雷曼兄弟、 贝尔斯

登风波， 并在政府救市和不救市

之间权衡进退。

众所周知，盖特纳比保尔森和

伯南克更愿意拯救雷曼兄弟，不过

在此之前市场对金融危机的解读，

始终在强调动用公共资金解救雷

曼不在磋商的范围之内。 其实，盖特

纳当时曾表示， 在

2008

年

9

月份的

那个周末，他原本支持美联储发放一

笔贷款，帮助巴克莱银行收购雷曼兄

弟。 当时在美国银行放弃收购计划

后，巴克莱银行是雷曼兄弟唯一可能

的接盘人。

美联储的支持也许会说服英国监

管机构， 令其批准巴克莱对雷曼的收

购，从而避免雷曼破产，改变金融危机

的进程。 盖特纳写道：“我相信美联储

本来是可以为有收购意愿的买家提供

相应资金， 而且我认为保尔森原本也

会支持这一方案。 ”

最终， 盖特纳动用公共资金拯救

雷曼的想法不了了之， 原因是英国监

管机构反对巴克莱对雷曼兄弟的收

购，而且时间也来不及。 随后，由于没

有买家收购雷曼兄弟， 美联储也无权

发放贷款，雷曼兄弟陷入了破产境地。

当时，雷曼兄弟账上资产为

6350

亿美

元，负债为

6130

亿美元。

盖特纳还在书中披露了一些内幕

细节， 在

2007

年

11

月他曾被提名为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 不过这一提名

随后被否决， 这一岗位后来被指派给

潘伟迪。

此外，盖特纳也对美国现行金融政

策提出自己的观点。 他日前表示，美国

政府为终结金融机构 “过大而不能倒”

而付出的努力不切实际， 注定会失败。

美联储主席耶伦曾表示，需要采取更多

措施来消除这种现象。

不承认东乌克兰公投合法

欧盟拟扩大对俄制裁范围

据海外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

11

日，乌

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举行全

民公投， 结果显示近

90%

的投票者支持自

治。有分析人士表示，举行公投后的顿涅茨

克州和卢甘斯克州脱离乌克兰， 今后并入

俄罗斯的可能性增加。

俄罗斯方面表示，莫斯科欢迎所有致

力于基辅政府和亲俄派谈判的努力，以讨

论该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 不过，欧盟昨

日宣布不承认东乌克兰公投合法，并准备

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德法两国发表联合

声明称公投不合法， 各方应保障本月

25

日的乌克兰大选。 有欧盟外交官表示，欧

盟官员依据扩大后的制裁标准，准备了一

份涉及俄罗斯能源业

14

名人士和两家克

里米亚公司的名单，欧盟各国部长可能把

这些个人和企业纳入新的欧盟对俄制裁

名单之中。 （吴家明）

伊朗“抢滩”

欧洲天然气市场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天然气纠纷仍

在升级。不过，伊朗似乎也打算进军欧洲天

然气市场。 伊朗石油部副部长马杰迪近日

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向欧洲供应天然气，

以帮助实现天然气来源多样化。

目前，伊朗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俄罗斯，

位居全球第二。 位于伊朗和卡塔尔交界处

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是世界上探明储量最

大的单一气田，若完全开采能供应欧洲

30

年。有分析人士表示，伊朗是真正能够替代

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中地位的少数几

个国家之一。

据悉，自

２０１２

年夏欧盟在石油和天然

气领域对伊朗实施制裁后， 伊朗的天然气

出口大幅度下降，

２０１３

年每天出口约

３５００

万立方米，远低于预期，为满足出口合同规

定的数量， 其中的七成还需要从土库曼斯

坦进口。

目前， 俄罗斯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

针锋相对， 欧洲各国急于摆脱自身对俄罗

斯能源的依赖。 就在昨日， 俄罗斯政府表

示，在乌克兰偿清所欠的天然气费用前，双

方不会就乌克兰所需支付的气价举行新的

谈判， 这一声明提升了俄罗斯在下个月切

断对乌克兰天然气供应的可能性。

（吴家明）

日产汽车2013财年

净利润增长14%

� � � �

日本三大汽车厂商之一的日产汽车

公司

１２

日发布财报显示， 由于日元贬值

及在北美洲地区和中国销售大增， 截至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２０１３

财年公司净利润较上一

财年增长

１４％

至

３８９０．３

亿日元 （约合

３８

亿美元）。

财报显示，

２０１３

财年，由于北美、中国

以及日本本土的强劲需求抵消了大洋洲

地区的销售黯淡，日产汽车全球销售量较

上一财年增长

５．６％

至

５１９

万辆，销售额则

增长

２０％

至

１０．４８

万亿日元。

（据新华社电）

尽管松下和夏普重回盈利让投资

者看到希望，但两家公司扭亏为盈的动

力已经不是来自于家电。

有海外媒体如此描述：5 年后全球

家电业巨头中或许不会再有松下、索尼

和夏普等日本企业名号。

首批RQFII行业ETF

挂牌香港主板市场

自

２０１３

年起步以来，

ＲＱＦＩＩ

（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发展稳健。继债券型和

ＥＴＦ

型

ＲＱＦＩＩ

基金之后， 首批

ＲＱＦＩＩ

行业

ＥＴＦ

昨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交易。

据了解，当日挂牌的“添富共享中证主

要消费指数

ＥＴＦ

”及“添富共享中证医药卫

生指数

ＥＴＦ

”由汇添富资产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推出。

汇添富（香港）此次推出的添富共享中

证主要消费、添富共享中证医药卫生

ＥＴＦ

，

将通过全面复制策略追踪中证

８００

指数中

的主要消费及医药卫生类股票。 中证主要

消费指数涵盖农业、食品及饮品制造、零售

等行业，中证医药卫生指数则涵盖中成药、

医疗设备及医疗产品等行业。

业界认为，在经济转型步入关键期，内

需逐渐成为经济重要拉动力的背景下，消

费相关行业的投资价值日益获得关注。 两

只创新行业

ＥＴＦ

的亮相，有望为海外投资

者把握内地消费和医药板块投资机会提供

高效工具。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