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华尔街被特斯拉的“狂飙突进”吸

引之时，苹果也在悄悄创造自己的纪录。

1.66万亿美元， 距离目前的市值老大沙

特阿美（1.78万亿美元）仅是咫尺之遥。

以旧换新计划、5G购买热潮、 服务业务

等，是华尔街看好苹果的原因，美国券商

韦德布什甚至放言，苹果将在2021年成

为首家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的公司。不

过，在市值涨至2万亿美元之前，苹果可

能还要在已经落后的5G和频频出现的

电池问题上下点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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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呼吁欧盟就“恢复基金”达成一致-41.2%新加坡二季度GDP降幅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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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是全球经济的“优等生”，也在疫情

中败下阵来。当地时间14日，新加坡贸易

和工业部公布的二季度初步经济数据显

示，新加坡当季GDP比前一季度下降

41.2%，降幅不仅超过了预期，也创下了新

加坡历年来的最大单季降幅。刚刚结束的

大选已经给执政党敲响了警钟，如今大幅

下滑的经济更是亮起了红灯，新加坡面前

的难题可能是一山更比一山高。

疫情的冲击，让新加坡面临建国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新加坡贸工部的数据

显示，受疫情阻断措施以及外部需求疲软

影响，经季节性调整后，二季度GDP同比下

降12.6%，环比下降41.2%，至此，新加坡

GDP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降，这意味

着新加坡经济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今年

一季度，新加坡GDP同比下降0.7%，环比

下降4.7%。贸工部预测，新加坡经济今年

可能萎缩4%-7%。

此前接受路透社民调的经济学家预

测，新加坡经济二季度下滑37.4%，但新冠

疫情对新加坡建筑业打击沉重，致使这一

行业下降95.6%。从公布的数据上来看，现

实与预测的情况差不了太多。主要行业方

面，经季节性调整后，新加坡制造业在二季

度大幅下降23.1%，逆转了一季度增长

45.5%的态势，此外，服务业下降37.7%。

尽管下跌的幅度让人大跌眼镜，但情

况很可能在意料之中。按照贸工部的说法，

造成GDP下降大于预期的原因，主要是此

前实行病毒阻断措施，暂停了非必要服务，

关闭大部分工作场所，以及全球陷入经济

衰退，致使外部需求疲弱。

新加坡从4月7日起实施阻断措施，所

有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工作场所关闭，原定

在5月4日结束。但在4月21日，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宣布阻断措施将延长4周，至6月1

日。同时将关闭更多工作场所，以进一步减

少从事必要服务的人员外出，从而降低病

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彼时，新加坡外籍劳

工宿舍已经出现大量病例，成为当时新加

坡面临的主要问题。

而“新加坡奇迹”的基础全球化也成

了这一轮疫情的重点打击对象。中国社会

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利平称，新

加坡是非常明显的外向型经济，而疫情打

击最重的恰恰是外向型经济体。一方面，

与其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的国家如美国，疫

情仍旧在蔓延，新加坡对外贸易交往都会

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地区疫情也没有完

全控制住，这就意味着新加坡制造业很难

复苏。新加坡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一环，商

品没有销售市场的话，整个产业链都会收

到冲击。

但对现在的新加坡来说，应对疫情还

是当务之急。此前，新加坡政府已推出累

计1000亿新加坡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但眼

下的挑战依然严峻。今年6月，新加坡人力

部发表首季度劳动市场报告，报告显示，

不包括外籍女佣，新加坡一季度就业人数

锐减2.56万人，是新加坡有史以来劳动市

场最大的季度萎缩，远超今年4月预估的

1.99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7月11日，新加坡大选

刚刚落幕，虽然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继

续蝉联执政，但其支持率却跌到了历史第

二低，反对党工人党在国会拿下了10个席

位，议席数和得票率均较上届选举有了大

幅提升。显然，警钟已经敲响，无论是政治

上对反对声音的需要还是经济的压力，人

民行动党都不能掉以轻心。而在竞选期间，

人民行动党的竞选口号就已经变成了“守

护生命、保障工作、共创未来”。

“目前来看，新加坡经济应该处于一种

探底的过程当中，但是否到了最底部还不

能确定，毕竟疫情未能从根本上缓解，那么

经济就不能算真正的探底。”至于新加坡未

来的经济，许利平称，还要看是否能够找到

一个新的增长点。华侨银行财政研究和策

略主管塞莱娜·林则表示：“随着新加坡经

济重启，我们可以在三季度看到经济活动

适度上升。我们认为三季度会有些进展，但

仍将处于收缩区间。”

更重要的是，鉴于新加坡的外向型经

济属性，其经济指标也一度被称为全球贸

易晴雨表，如今新加坡经济的严重下滑也

越发令人担心，今年全球经济活动是否会

出现大幅滑坡。世界银行上月在《全球经济

展望》报告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

滑5.2%，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

退”，也是1870年以来人均产出出现下降

的经济体数量最多的一年。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

孔特13日表示，欧盟应迅速采取有力行动应

对新冠疫情导致的危机，尽快就“恢复基金”

达成一致。

两国领导人当天在柏林以北的梅泽贝

格举行会谈。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

上，默克尔说，欧盟应对新冠危机的任务艰

巨，因此措施必须有力，“恢复基金”的规模

必须足够大。

她表示，欧盟27国领导人对“恢复基金”

的态度差别巨大，必须加强沟通，但不能放

弃一些原则。她坦承，各成员国就“恢复基

金”达成一致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孔特呼吁欧盟尽快就“恢复基金”达成

协议。他说，如果欧盟不能迅速对危机采取

应对措施，欧盟内部市场将会很快崩溃。

5月底，欧盟委员会提议通过发债方式

筹集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恢复基金”，帮助

欧盟成员国在疫情后重建经济。其中约5000

亿欧元为无偿拨款，2500亿欧元将以贷款形

式提供给申请的国家。荷兰、丹麦、奥地利和

瑞典反对欧盟直接拨款，主张以借款方式援

助，且应该附加改革条件。

德国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7月17

日-18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在布鲁塞

尔举行新冠疫情暴发后首个面对面峰会，

“恢复基金”和欧盟新的长期预算将是核心

议题。 据新华社

1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右）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孔特在德国举行会谈后出席联合记者会。 新华社/图

市值逼近沙特阿美

苹果似乎并未受到疫情太大的影响，市

值神话还在延续。当地时间美股周一盘中，苹

果的股价一度逼近400美元大关，达到399.82

美元/股，涨幅高达4.9%。不过尾盘开始走低，

截至收盘时，苹果股价下跌了0.46%，报收

381.91美元/股。

但这并不影响苹果稳坐全球市值第二的

上市公司，总市值为1.66万亿美元，距离沙特

阿美的1.78万亿美元仅剩千亿美元。值得注意

的是，在两年前，苹果的市值刚刚突破1万亿

美元。2018年8月2日，苹果股价盘中突破

204.83美元，达204.84美元，涨幅为1.66%，正

式成为全球历史上第一家市值突破1万亿美

元的科技公司。

事实上，今年3月以来，苹果的股价一直

呈现出逐级上涨的态势。相较于3月20日的低

点228.62美元，苹果的股价目前已经上涨了

67%；即便是从年初算起，苹果的股价也从

295.93美元上涨了30%。

值得注意的是，得益于苹果的上涨，伯克

希尔·哈撒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股神沃

伦·巴菲特所持苹果公司股票的价值已经飙

升至910亿美元以上，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目

前的整个股票投资组合中的占比达到了

43%，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最新统计，股神持

有苹果2.45亿股股票，是其第二大股东，持有

该公司公开上市股票的比例约为5.5%。

即便一路飙升，华尔街依然看好苹果的

未来。摩根士丹利在最新报告中将苹果目标

股价上调至419美元，该机构首席分析师凯

蒂·胡伯蒂在给投资者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认

为，存量iPhone用户目前旧手机的以旧换新

抵扣价值高达1470亿美元，有可能“在未来三

年内为41%的iPhone购买提供资金”。

比摩根士丹利更甚，美国券商韦德布什

现已将苹果的目标股价上调至450美元，并预

言，苹果将在2021年成为首家市值突破2万亿

美元的公司。

互联网分析师杨世界表示，现在美股行

情比较好，股民对苹果的期望也比较大，无论

是从硬件转软件，还是完善供应链等诸多方

面来看，苹果自身产品线的风险在逐渐降低，

因此选择长期持有苹果股票的股民较多。

看好的理由

在摩根士丹利和韦德布什给出的理由

中，苹果的以旧换新计划、对iPhone12热销

的预计以及多项服务业务的稳健，是支撑其

股价继续上涨的主要因素。

据了解，目前有约48%的消费者使用苹

果的以旧换新服务。而摩根士丹利对美国、英

国、德国、中国和印度的1万名用户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77%的消费者计划在2021年前

进行以旧换新升级。因此，摩根士丹利认为，

以旧换新计划将有助于提高苹果的收入，这

一计划在2022年的销售占比可能达到64%，

到2025年可能达到77%。

“iPhone的价格进一步亲民，加上存量手

机日益老化、产品线更加丰富以及引人注目

的新技术，促使我们将2021财年和2022财年

的iPhone出货量预测分别提高了6%和3%。”

在报告中，凯蒂·胡伯蒂在将2021年苹果手机

出货量的预测从2.052亿部上调至2.18亿部同

时，将2021年苹果手机收入的预测从1578亿

美元上调至1633亿美元。

秋季将推出的iPhone12是市场翘首以

待的焦点，这将是苹果首次推出5G手机。韦德

布什对苹果市值达到2万亿美元的预测，也是

基于对iPhone12的热销预期。该公司分析师

指出：“我们看好未来几年5G手机利好和互联

网服务业务的发展潜力。在中国以及全球，一

个被压抑已久的iPhone12销售大周期即将

到来。”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表示，苹

果的进一步表现和秋季推出的5G手机有直接

的关联，之前的低价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最终的竞争力、股价的影响因素还是跟

5G有莫大的关系，下一个主要的竞争阶段就

是5G，如果5G手机明显有竞争优势的话，市

值达到2万亿美元还是有希望的。

杨世界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现在苹果

粉丝都在等待5G手机的推出，苹果股价的上

涨有一定市场期望的因素在。不过，这也只是

其中一个因素，现在苹果已经不靠硬件赚钱

了，硬件的利润被软件代替，比如流媒体视

频，在疫情期间，其流媒体视频的使用频率和

会员收入都有增长。

此外，杨世界还提到，苹果最近在芯片和

基带方面也在努力，最近有传言称苹果要收

购软银旗下的ARM芯片设计公司，要实现自

设计自产的正向生态循环，对股价也有很大

的提振。而在基带方面，之前由于iPhone的主

板设计和基带不兼容，容易出现信号不好的

情况，苹果也曾挖脚英特尔的团队来完善供

应链，打造一个完整的产品解决方案。

麻烦不少

不过，对于苹果而言，iPhone12仍然是

一个未知数。

“苹果目前还是慢了一步。”李大霄坦言，

国内的厂商基本都推出了5G手机，现在就看

苹果的5G手机有没有竞争力，这将决定苹果

能否再上一个台阶。但苹果的龙头地位还是

很稳固的。杨世界也称，在5G方面，苹果仍然

是后来者，中国已经有很多厂商推出了5G手

机，这可能会影响iPhone12的出货量，相对

于往年同期可能会有所降低。

除了较远处的iPhone12，苹果现在面临

的麻烦也不少，“电池门”问题再次将苹果推

上了舆论中心，问题在于AppleMusic。

作为苹果旗下的音乐流媒体服务，Ap-

pleMusic也是苹果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服务

业务，自推出以来已经在全球获得了非常庞

大的用户数量。根据CounterpointResearch

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

度，全球在线音乐流媒体订阅量同比增长

35%，达到3.94亿订阅量，其中，AppleMusic

已经占据了全球音乐流媒体收入的25%。

但自6月初苹果发布iOS13.5.1版本后，

有不少用户反映称AppleMusic导致iPhone

耗电严重，涉及多个机型。13日，苹果承认了，

且表示目前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重置设备。对

于电池的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苹果方

面，不过截至发稿还未收到具体回复。

此前，苹果就因为2017年的“降速门”事

件要赔偿近5亿美元。最新的报道显示，苹果

公司将向受到“降速门”影响的iPhone美国用

户每人赔偿25美元以结束一场在美国的集体

诉讼，符合条件的用户需要在线提出申请。

值得注意的是，受美国疫情反弹的影响，

苹果的线下业务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据

了解，苹果在美国的271家零售店中，其中90

多家不得不再次关闭；苹果还再次关闭了位

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多家零售店。此外，苹果

提醒称，员工年底之前不太可能全员返岗。

对于苹果而言，即将公布的第三财季财

报和即将面世的iPhone12，无疑会是决定其

能否踏上2万亿美元市值的重要节点。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苹果今年3月以来股价走势图

▲ 券商韦德布什 将苹果目标股价上调至450美元

▲ 摩根士丹利 将苹果目标股价从340美元上调至419美元
维持增持评级

▲ 德意志银行 维持苹果“买入”评级，上调目标价至400美元

▲ 花旗 将苹果目标股价上调至400美元

▲ Cowen 此前已将苹果目标股价提升至400美元

▲ RBC银行 将该股目标股价上调至390美元
7月13日

381.91美元

3月20日
228.62美元

分析师Crispus�Nyaga�茛

苹果股价将在未来几周内跃升至400美元

再回调至330美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