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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财报季开锣 美铝二季度扭亏为盈

美股连创新高后承压，中概互联网股8日全线大跌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刚刚冲上

17000

点大关， 道指

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企业财报也

成为投资者最关注的焦点， 刚刚拉

开帷幕的美股二季度财报季更被称

为历史上最重要的财报季。 美国铝

业以相对亮丽的业绩为财报季开了

个好头。

美铝扭亏为盈

在

8

日美股盘后交易时段，美

国铝业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受益于铝价的稳定和公司在航空铝

材等高增长市场的积极扩张， 公司

实现净利润

1.38

亿美元，去年同期

为亏损

1.48

亿美元；营业收入达到

58.4

亿美元，高于预期的

56.5

亿美

元。美国铝业还表示，公司所有的业

务部门在二季度都实现盈利， 并重

申对

2014

年全球铝业需求展望维

持增长

7%

的预期不变。

此前， 美国铝业公司宣布以

28.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喷气发动机

部件提供商

Firth Rixson

。美国铝业

公司首席执行官柯菲德表示， 美铝

的转型已经开始实施， 收购

Firth

Rixson

将提高美铝的盈利能力，并

且能够拓宽投资组合范围， 给客户

和股东带来持续的价值。今年以来，

美国铝业一直是市场表现最佳的公

司之一，累计涨幅接近

40%

。

美国企业盈利能否给美股上涨

提供支撑是投资者近期关注的重

点。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分析师预计

第二季度标普

500

成分股企业盈利

将增长

6.2%

，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增

长率将分别达到

10.9%

与

11.9%

。

上一次标普

500

成分股企业的盈利

增速达到两位数还是在

2011

年，当

时的增长率为

18%

。

投资者趋于谨慎

当前，美国股市步入连续第六

年牛市，美国铝业这家老字号公司

给市场带来了些许好消息。 不过，

就在美铝公布业绩之前，美股连创

新高后承压，科技股特别是中概互

联网股全线大跌，投资者的谨慎可

见一斑。

在

8

日美股交易时段，美国股

市全线下跌， 道指跌破

17000

点大

关，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跌幅达到

1.35%

，有“恐慌指数”之称的

CBOE

波动性指数 （

VIX

） 上涨

5.74%

至

11.98

。 在最近两个交易日，纳斯达

克生物科技股指数累计下跌

4.6%

，

创下近三个月以来的最差表现。 中

概股遭遇大范围普跌， 除了高德软

件和软通动力小幅微涨， 其余股票

全军覆没。 其中，

58

同城、搜房、猎

豹、汽车之家、当当网等股票跌幅超

过

7%

。

美股一改往日“牛气冲天”的态

度，转而集体大跌，这股抛售潮也蔓

延到了欧洲和亚洲市场。昨日，亚太

股市普遍下跌，

MSCI

亚太指数下跌近

1%

。 欧洲股市低开，三大股指盘中跌

幅接近

0.5%

，泛欧斯托克

600

指数在

8

日下跌

1.4%

。

美股乃至全球股市再现剧烈动

荡引起投资者对市场前景的热议。 有

分析人士表示， 美国公布的

5

月

JOLTs

职位空缺数量为

463.5

万，创

下自

2007

年

8

月以来的最好表现，

这个数据正是美联储主席耶伦高度

关注的劳动力市场指标，该指标上升

显示就业市场火热，引起市场对美联

储提前收紧流动性的担忧，加上美股

财报季开启，投资者更趋谨慎。 著名

独立投资策略机构

Yardeni Research

总裁埃德亚德尼更表示，美股牛市已

进入最终阶段。

不过，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Markit

的数据，许多对冲基金放弃做空，正是

因为不断上涨的市场已经让他们多次

受挫。目前，对冲基金做空股票而借入

的股票份额创下自雷曼倒闭后的最低

水平， 标普

500

指数的做空比例仅

2%

，创下自

2006

年以来的新低。

中国买家一年豪砸220亿美元在美购房

占美国海外买家购房总额的近四分之一，每套房平均购买价格为52.3万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美国房地产市场俨然成为全球

投资者心中重要的投资标的， 海外

资金也继续跟进， 特别是中国买家

在美国购房的热情持续高涨。

中国买家特点：

最爱高档物业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8

日发

布的报告显示，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3

月的一年时间里， 外国买家在

美国购房总额达到

922

亿美元，相

比前一年的

682

亿美元同比大涨

35%

。 与此同时，中国买家豪掷

220

亿美元在美国购房置业， 消费金额

同比飙升近八成， 占美国海外买家

消费总额的近四分之一， 成为美国

房地产市场海外资金的最大来源。

按购房数量计算， 过去一年中国买

家在美购房数量占海外买家购房总

数的

16%

，较此前一年上升

4

个百

分点，仅次于来自加拿大的买家。

据悉，中国买家有两大特点，一

是喜欢现金购房， 超过四分之三的

中国买家选择现金支付房款。其实，有

近

60%

的外国买家是全款现金在美

购房。相比较之下，美国全款现金购房

者的比例仅为

1/3

。 住房抵押贷款是

外国客户面临的主要问题， 因为申请

美国住房贷款需要有在美信用记录，

而这是国际客户所普遍缺乏的。

此外， 中国买家倾向于在加利福

尼亚州、 华盛顿州和纽约州这些价格

较高的市场买入房产， 也是旧金山和

洛杉矶高档物业市场的中坚力量，而

加拿大人则会在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

那州这些价格相对较低的市场置业。

数据显示中国买家每套房屋的平均购

买价格为

52.3

万美元，比加拿大买家

的

21.2

万美元高出一倍以上，而美国

买家的购房平均价格还不到

20

万美

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商学

院经济学家威廉表示， 尽管美国房价

已经回升， 但房地产市场仍然不失为

中国投资者一个相对便宜的选择。

海外资金蜂拥而至

自

2006

年初泡沫破裂后， 美国

楼市一直处在调整之中，自

2012

年

开始触底反弹， 成为此轮经济复苏

中的一大亮点。 尽管此前美国房地

产市场降温一度成为市场担忧的焦

点，但近期出炉的多项数据表明，此

前状态不尽如人意的美国房地产市

场已有所改善。 美国商务部近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 全美

5

月新房销售

量环比猛增

18.6%

至年化

50.4

万

套， 远好于市场预期的

44

万套，创

下自

2008

年

5

月以来的最大月度

销量， 这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再次开

始向好的迹象。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总裁布朗

表示， 外国买家正在被美国房地产市

场所诱惑， 因为他们认同这种有吸引

力的价格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的稳定

性。对于这些买家而言，这是难得的投

资机会。 也有美国当地房地产经纪商

表示， 外国买家大致可以分为移民至

美国的买家和出于投资目的买家。 此

外， 美国的高等教育实力也是很多高

档物业买家所看重的优势。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每年

有

80

万至

100

万的移民来到美国，这

无疑为美国房地产市场创造了可观的

需求。尽管在初期，移民拥有房屋的比

率不高，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移民

家庭在美国拥有房产的比例就可以达

到

55%

。 美国人口普查局此前公布的

报告还显示， 在纽约第五大道等豪宅

区域， 有

30%

的豪宅公寓在过去一年

里有

10

个月都是无人居住的，这些空

无一人的豪宅背后， 也显示出外国投

资者成为当前美国豪宅市场的主要驱

动力。

除了中国私人买家， 中国房企越

来越积极参与到美国房地产以及商业

市场已是不争的事实。就在近日，万达

商业地产宣布已同意收购芝加哥滨水

项目

90%

的股权， 该项目包括高端住

宅单位、商业和酒店。 不过，有分析人

士表示， 中国因素是美国房地产市场

复苏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但也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房地产市场需求

以及资金的流失， 加之目前国内房地

产市场低迷， 从长期来看也会对国内

房地产市场产生质的影响。

亚洲央行外汇储备规模

达7.47万亿美元创新高

据海外媒体报道，亚洲各央行在

6

月份

买入美元和其他货币的速度达到

2011

年以

来的最高水平，令亚洲各央行的外汇储备总

额升至

7.47

万亿美元，再创历史纪录。

据摩根大通的估算，去年全球外汇储备

增加了

7200

亿美元，亚洲各央行在其中就占

据了

70%

以上。 亚洲主要出口国一直在购买

美元以压低本币汇率，从而维持竞争力，但今

年以来该地区的大多数货币仍在升值， 显示

出发达国家央行的宽松措施对全球金融市场

的影响很大。数据显示，日元兑美元汇率今年

以来已累计升值

3%

以上，而韩元和印尼盾的

升值幅度都在

4%

以上。 （吴家明）

美国天价罚单或掷向德银 欧洲银行股重挫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美国对金融机构违反制裁令的

打击可能导致更多欧洲银行受到冲

击。 在法国巴黎银行因为跟受制裁

国家进行业务而被美国罚款近

90

亿美元之后， 德国第二大贷款银行

德国商业银行或将被处以至少

5

亿

美元的罚金。

据海外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与

德国商业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已开始

和解谈判， 因德国银行与被美国列

入黑名单中的国家进行交易。其中，

美国当局指责德国商业银行透过其

美国部门替伊朗和苏丹的公司转

账，至少可能要支付

5

亿美元罚金。

然而， 美国的主要目标显然不是德

国商业银行， 而是德国第一大银行

德意志银行。有分析人士表示，对德

国商业银行的罚款被认为是在为德

意志银行的处罚铺路。

盛富证券分析师迪克表示，高

于

5

亿美元的罚金必定会对德国

商业银行的盈利造成影响。 截至

2013

年底， 德国商业银行已拨备

9.34

亿欧元应对诉讼风险，包括可

能被美国调查是否违反制裁规定。 此

外，渣打银行、瑞士信贷等其他多家

银行也曾与美国当局就涉嫌违反制

裁法达成和解，不过罚金数额与法国

巴黎银行被罚近

90

亿美元相比则微

不足道。

其实， 在法国巴黎银行受罚之

后， 法国政坛与商界纷纷表示要减

少对美元的依赖， 法国也因此走上

了积极推动“去美元化”的道路。 法

国财长萨潘近日对美元在国际贸易

中的霸主地位提出质疑， 呼吁全球

支付货币实现“再平衡”，称法国巴

黎银行不会是最后一家受罚的银

行，其他欧洲银行也可能被罚，这种

风险促使欧洲思考欧元在国际贸易

中的地位问题。 欧洲第二大石油生

产商道达尔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哲睿

则表示，摆脱美元这不现实，但增加

使用欧元自然有益。

美国当局可能再度开出罚金，

令德国商业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股价

大幅下跌。 数据显示，在截至

8

日的

三个交易日里， 欧洲股市银行板块

基准指数下跌超过

6%

，跌至近

5

个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近日，欧洲股市

连续下跌也主要是受欧洲银行板块

领跌所致， 市场对欧洲银行业的担

忧再起。

此外， 欧洲银行业近期也是问

题百出， 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奥地利

第一储蓄银行的股价在上周暴跌超

过

16%

，该行表示，旗下匈牙利和罗

马尼亚等东欧业务部门需要大幅提

高贷款损失准备金。 对此，分析人士

认为， 欧洲部分大型银行一直以来

对东欧新兴市场贷款规模过大，已

成为威胁欧洲银行业稳定的 “定时

炸弹”。

IC/供图 吴比较/制图

美国消费信贷

5月份增长7.4%

� � � �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８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美国

５

月份消费信贷继续增长，显示

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持续。

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

５

月美国消

费信贷总额约

３.１５１

万亿美元， 按年率计

算增长

７.４％

。

数据显示， 当月用于信用卡消费方面

的周转性信贷按年率计算增长

２.５％

，增至

８３５０

亿美元；当月用于教育、休假和购买

汽车等方面的非周转性信贷按年率计算增

长

９.３％

，增至

２.３１５９

万亿美元。

消费信贷反映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状

况， 而个人消费开支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

值的

７０％

，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据新华社电）

花旗或以70亿美元

与美司法部达成和解

据海外媒体报道， 美国司法部和花旗

集团已接近于达成一项金额高达

70

亿美

元的和解协议， 以此了结在金融危机前销

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的相关指

控，大部分罚金将以现金形式支付。

据悉，花旗集团一直都提议以

40

亿美

元的罚金达成和解， 而美国司法部则寻求

接近

100

亿美元的罚金。

此前，美国司法部对包括花旗在内的多

家大型银行展开相关调查， 旨在惩罚这些

机构未在房价崩溃和金融市场动荡中扮演

好应有的角色。 因为同样的问题，摩根大通

在

2013

年支付了

130

亿美元的罚金。

（吴家明）

楼继伟：美QE退出对

发展中国家存波动性影响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９

日在中美战略与

经济对话记者会上说，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

(QE)

有序退出是好事，但对发展中国家存

在波动性影响，希望美方能够予以关注。

楼继伟是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量化宽

松政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问题时做上述表

示的。他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有序退出问

题是中美这次对话讨论的重点内容。 双方

都认为量化宽松的有序退出是好事， 不是

带来全球经济不平衡，“但要注意的是，要

有序退出”。

他说有些波动性的影响比如在发展中

国家热钱的流入流出， 这给一些国家包括

中国，在汇率管理上带来一些困难。

“我们希望美国方面关注并理解这一

问题。 美方不断提出我们的汇率政策是不

是不需要政府干预了。我们认为，在经济没

有完全复苏， 资本跨境流动还不是很正常

的情况下，难以做到这一点。 ”楼继伟说。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７

日在相关记者

吹风会上也表示，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还有

３５０

亿美元额度， 预计随着美国经济

的走稳和失业率进一步降低， 本年度内量

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会完成其使命。

楼继伟同时表示， 所谓反腐败造成中

国经济增长减慢是个伪命题。

楼继伟说，腐败常常和政府的过多管制

结合在一起。 管制会造成寻租。 解除管制减

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使得

更多正能量调动起来，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我们也观察到一些现象，比如高档酒

店以及高档烟酒消费市场可能受到一些影

响。但我们也发现市场调节得非常快，现在

有些高档饭店已经开始做外卖了。 ”他说。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