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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有消息称，苹果
提交至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一
项专利申请透露，该公司将涉
足社交网络。根据苹果的这项
专利申请，通过追踪前往同一
家餐厅，或是同一家百货店的
当前用户，“社交群组”可以自
动创建。苹果希望能自动形成
社交网络。苹果不仅追踪用户
在哪里用餐或购物，还瞄准了

用户的分享出行活动以及出
行目的地。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根据
目前披露的这些信息来看，苹
果要做的这个真实世界社交
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基于自
身庞大的用户群体，充分利用
大数据、 定位系统及其他技
术，根据每个用户的各种活动
轨迹把用户群体自动匹配起

来， 最终产生相应的交流、消
费等动作。不过这种技术原理
与 微 信 、QQ、 打 车 软 件 、
Facebook等软件的理念趋
同，就像微信里“附近的人”、
微博里的“雷达扫描”，根据云
平台把人们匹配在一起，组成
临时的社交网络，并没有太大
创新性。

■据北京商报

动态

本周期以来，国际油价继
续低位震荡， 距离40美元/桶
仍有近10美元的价差。而由于
国家发改委规定国内成品油
限价在国际油价低于40美元/
桶时不作调整， 故2月29日国
内成品油限价仍是难以出现
调整。

卓创资讯认为，受到产油

国产量冻结存在不确定性以
及美国原油库存持续高位等
因素影响，石油市场上供应过
剩的局面继续打压国际油价，
本周期国际油价依旧呈现出
低位震荡走势。目前，国际油
价仅在29-33美元/桶， 距离
40美元/桶的国内成品油限价
调整条件仍有较大差距，而由

于本计价周期的十个工作日
已过半， 故预计2月29日，国
内的成品油价将不作调整。此
外卓创认为，在目前国际油价
持续低位的情况下，消费税上
涨的可能性极大，成品油消费
税的上涨有可能出现在两会
之后。

■据证券时报

本轮成品油调价或仍搁浅

模仿微信微博，苹果涉足社交网络

黄金开年至今取得15%左
右涨势，录得自1980年来最佳开
年表现，也成为年初表现最好的
资产。黄金年初的“香饽饽”表现
使得多头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
开始进一步展开想象：已经泥足
深陷的3年熊市是否正在发生质
变，而黄金牛市是否已在踏春而
来?

对此牛熊转换的观点，目前
市场意见依然有分歧。

三大因素推涨金价

黄金今年开年的靓丽表现，
总结起来可归功于三方面利好
的推动。

首先，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迹
象以及美联储比较鸽派的表现
对金价上行起到了重要支撑作
用。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参议院
银行业委员会作证词时表示，美
联储最可靠的政策工具是短期
利率， 正在再次研究负利率，但
还没完成负利率评估。耶伦较为
鸽派的表态令市场预期美联储
下一次加息的时点将会后移，可
能要在下半年，与去年底市场普
遍认为今年将有3—5次加息形
成鲜明对比。美元指数冲高后暂
时回落，也有助于以美元计价的
国际金价保持坚挺态势。

其次，2016年以来全球金融
市场出现剧烈的震荡，刺激避险
情绪直线升温。今年以来，全球
主要股市剧烈动荡， 跌幅较大。
春节期间，欧洲银行股受德银业
绩预亏拖累大幅下挫，美国三大
股指亦联袂走低。 与此同时，避
险属性凸显的日元和黄金两大

投资品则表现上佳。
市场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

“市场对全球经济前景展望仍不
乐观，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也在加
剧，避险就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基
调。”

此外，年初中印两国迎来节
日消费旺季，实物需求推升金价
走势。 作为世界最大黄金消费
国，春节往往是中国的黄金消费
旺季，实物买需为金价提供一定
支撑。

黄金牛市是否踏春而来?

面对金价上涨行情，不少人
开始唱多黄金， 认为牛市将现。
荷兰银行在近日发布的报告中
就写道，“我们长期看空黄金现
在转为看多，目前我们面对的情
景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疲弱”。荷
兰银行表示，2016年黄金目标位
是1300美元/盎司。

不过唱空势力亦不容小觑。
目前唱空阵营中分贝最大者属
高盛无疑。其分析师在最新的研
报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因我们
仍坚持美联储将进一步加息的
观点， 因此预计3个月内金价将
降至1100美元/盎司，12个月降
至1000美元/盎司目标， 我们建
议做空黄金。”

高盛分析师团队在2月16日
的撰文中指出：“上周，随着负利
率和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担忧加剧，市场对石油和中国的
担忧有所增强。这些恐惧导致黄
金价格骤升， 并涨向1300美元/
盎司。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担忧
忽略了原油、中国和负利率系统
性风险可能性不大这些事实。”

开年表现30年最佳，黄金牛熊转换?
多方：部分机构开始唱多黄金 空方：黄金投资大鳄仍在减持

此外，有消息称，美联邦政府部门近日发布的文件显示，作为全球
最具影响力的黄金投资者之一， 约翰·鲍尔森此前曾长期看涨黄金，但
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鲍尔森的对冲基金减持了37%的SPDR黄金
ETF持股，其从持股量在去年年底跌至580万股。

记者查看历史数据发现， 开年走势与金市全年表现并没有必然联系，
仅以开年的强势就改变“黄金观”的投资者仍需谨慎。 ■据中国经济网

提示

黄金投资大鳄大幅减持

部分高铁动车组列车的
一等座、二等座票价，将由过
去的政府指导定价改为市场
化自主定价，这也是中国铁路
市场化运营的重要一步。国家
发改委近日发布《关于改革完
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
的通知》， 今年起放开高铁动
车票价，改由铁路总公司自行
定价。据悉，目前还没有针对
线路价格调整的具体计划，最
终将由铁路总公司统一安排。

自主定价对增收效用有限

铁路的高额债务和亏损
被认为是自主定价的重要原
因。 由于运力成本的不断攀
升，铁总入不敷出现象更加明
显。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前三季度，铁总已巨亏

近百亿， 第四季度亦扭亏困
难，2015年成为铁总2013年成
立以来首个亏损年。

但在分析人士看来，提价
并不能为铁路增收带来明显
的效用。客运方面，在竞争和
监管的背景下，提价空间和范
围不会太大，而承担着盈利主
要任务的货运提价也同样有
限。自主定价更为重要的意义
是将带动目前铁路缓慢的体
制改革。 在价格浮动实现以
后， 铁路清算体系将逐步改
善，这对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
重要拉动力的铁路来说，有着
非凡的意义。

亏本运营，部分线路或涨价

铁路专家、 同济大学教授
孙章认为，2008年高铁运行之

前，铁路客运票价普遍不高，高
铁运行之初， 高铁的票价相比
起来定价是高的， 但运营仍是
亏本的，靠货运来补贴，高铁客
运的票价经过了一个适应过
程， 今年春运的时候在开通高
铁的地区，60%至70%的乘客
会选择高铁出行， 这也说明乘
客已经接受了现在这个价格。

“发改委放开高铁票价之
后，东南沿海等热门的、票源
比较紧张的线路很可能涨
价。” 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
教授赵坚说。

孙章也认为，东南沿海一
带会首先中招，因为那的消费
较高， 对票价涨幅不敏感，所
以东南沿海的高铁就会上浮。
此外，孙章预计，高铁票价浮
动最快将在今年下半年左右
推出。 ■据第一财经日报

部分高铁线路或涨价

2013－2014年，“中国大妈”
曾3次抢购黄金，当时金价在每盎
司1200－1350美元之间。而截至
北京时间1月21日22:00，纽约商
品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主
力合约报价为每盎司1226美元。

黄金投资分析师周智诚介
绍，年轻时贫困、现在正奋力补偿
自己的中国大妈们主导的最大一
波抢金潮发生在2013年4月。当
时， 国际金价在每盎司1300美元
左右， 北京多家著名金店存货几
乎都被抢光了。2015年12月3日，
国际金价一度跌至低点每盎司
1046美元。

“与2013年4月相比，大妈们
眼光不太灵光， 浮亏了30%左

右。”但周智诚安慰说，大妈们也
不用难过伤心， 当时她们多数买
的是金条，或大克数的黄金首饰，
只要一直拿在手中不卖， 就不会
发生真正的亏损。“如果能够耐心
拿上20年、30年， 盈利会相当可
观。”

分析人士表示， 随着金价的
反弹， 中国大妈并没有将手头的
黄金抛向市场， 反而在春节期间
再次出现抢金潮， 这一方面说明
中国大妈主要还是本着长线持
有，用压箱底的思路购买黄金；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民间黄金需
求依然非常大， 离达到饱和还有
很大空间。

■据中国证券报

压箱底思路买黄金，中国大妈很淡定

相关新闻

黄金年初的“香饽饽”表现使得一些投资者展开想象：已经泥足深陷的3年熊市是否正在发生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