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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头“疫”下风光
苹果 ◎

◎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和各种相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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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科技巨头们此前
虽然在谷歌的存在感稍弱，云业务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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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下5个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同时，在软件
营收上，以微软Office套件的生产力和业务流
程部门的商务订阅营收为146.91亿美元，同
Alphabet上季度则营收618.8亿美元，同比 比增长28%。
大增62%，也超过市场预期的561.9亿美元；
除了科技公司，芯片巨头AMD也发布了 比增长25%。
超强财报来袭
每股盈利27.26美元，市场预期则为19.24美 二季度财报，业绩一如往常地超出市场预期。
当地时间周二盘后，苹果、微软和谷歌母 元；净利润更是达到185.3亿美元，比分析师 公司本季度营业额为38.5亿美元，同比增长达
投资者的隐忧
公司Alphabet三大科技公司财报密集登场。 预期的高出约10%。
99%。此外，量价齐升的芯片给AMD带来了
三家公司的收入和盈利均大幅上升，超过了
虽然欢喜多多，隐忧也不少。在硬件方
另一家巨头微软不仅公布了二季度报，还 盈利能力的爆发，二季度AMD净利润7.1亿美
市场本已十分乐观的预期。
面，微软这一次并没能延续“巨硬”的名号，
公布了2020财年的整年业绩。财报显示，微软 元，同比暴增352%，净利率则达到18.4%。
苹果公司此次发布的是2021财年第三财 二季度营收为461.52亿美元，同比增长21%。
Surface业务的营收也出现了逊于预期的
季业绩，即2021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报告显
20%下降。同时受到硬件出货量降低的影响，
净利润方面，在截至6月30日的这一财季，
数字化需求
示，苹果公司第三财季净营收为814.34亿美 微软的净利润为164.58亿美元，同比增长
硬件厂商的Windows OEM业务出现3%的
元，超出市场预期的733.3亿美元，同比增幅为 47%，每股摊薄收益为2.17美元，超出分析师此
虽然业绩超出预期，但大幅的增长并 营收下滑。
36%，创公司史上同期营收新高；净利润为 前预期。相比之下，微软在去年同期的净利润 不令人意外。在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
除此之外，微软来自游戏板块Xbox的内
217.44亿美元，同比增长93%。
为112.02亿美元，每股摊薄收益为1.46美元。 荣看来，科技巨头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容和服务的收入在本季度下降了4%。而去年
和苹果一样，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业
而从全财年来看，微软的营收为1681亿 全球疫情的蔓延加速了市场对数字化需求 同期该业务增长达到65%，前几个季度也都
绩 也 超 出 了 分 析 师 预 期 。 数 据 显 示 ， 美元，同比增长18%，净利润为612亿美元，同 的增长。这种需求表现为数字终端、云计算 是保持在30%的增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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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防疫再收紧 旅游业旺季难旺
暑期已至，但对于全球旅游业来说，这
会否是个旺季却不好说。在德尔塔变异病
毒肆虐之下，各国逐步放宽的防疫措施又
有重新收紧的趋势。
北京时间7月28日，美国疾控中心
（CDC）宣布重新调整了有关佩戴口罩的要
求，表示无论民众是否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都需要在室内公共场所佩戴口罩。
此前，CDC在今年5月表示，已完成疫
苗接种的人群在室内外无需再戴口罩。而
如今仅2个月后，CDC却“反悔”了。
这背后，是美国再度严峻的疫情形势。
7月以来，全美近90%地区新增确诊病例、
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等核心指标均出现反
弹。截至7月27日最新数据，美国七天内平
均每日新增病例超六万，达到63248例。其
中，德尔塔变异病毒引起的新增病例占比
高达80%。
这并不意外，毕竟在放宽“口罩令”的
时期，在家待了一年多的美国人开始重启
暑期旅游计划、
“放飞自我”了。
北京商报记者查阅美国运输安全管理
局官网发现，当地时间7月26日，美国国内
机场通过安检的旅客人数达212.4万。这一
数字虽然低于2019年同期的261.3万，但远
好于2020年同期的70万。这些数据表明，近
期美国国内航班客运量正在逐步回升，旅
游业在逐步复苏。
中国留学生李同学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近期她乘坐的美国境内航班均满座。她
表示，正值暑假，美国许多旅游景点相当火
爆，像纽约的时代广场、布鲁克林桥等著名
景点游人如织，且“基本没有人戴口罩”。
除了美国宣布收紧“口罩令”，全球其
他地区也纷纷更改已经放宽的疫情政策，
再次变得谨慎。
比如，西班牙的情况急转直下，暴发第

五波疫情。为控制疫情，加泰罗尼亚和瓦伦
西亚两个主要大区宣布于7月12日重新实
施宵禁，同时对公共场所聚会人数进行限
制。北部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则完全禁止
酒吧和餐馆堂食。
希腊的情况也不甚乐观。据希腊卫生
专家预测，本波疫情将在8月中旬到达顶
峰。届时，平均每天新增的确诊病例数量约
为3400例。与此同时，由于许多人已经启程
前往旅游胜地，热门旅游目的地的疫情出
现反扑趋势。
7月27日，韩国政府宣布首都圈外防疫
响应措施全面上调至第三级，直到8月8日。
韩国政府还建议民众调整暑期出游安排，
推迟至8月以后再出行。
暑期原本是旅游高峰，各国政府也希
望利用这一时期重启旅游业，振兴经济。为
此，各国政府都事先推出了相关政策。根据
西班牙政府的规定，从6月7日开始，只要提
供接种过欧洲或世卫认可的疫苗的证明，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旅客均可“不受限制地”
入境。
希腊也对恢复旅游业充满期待。从5月
中旬开始，希腊允许持接种疫苗证明或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外国游客入境；从6月
起，陆续开放博物馆、海滩等旅游景点，并
结束长达6个月的疫情封锁措施。
韩国政府原本于6月9日推出“旅游气
泡”计划，并计划于7月实施。眼下，这一计
划一拖再拖。
倚赖旅游业的泰国更是备受打击。本
月初，泰国为了尽快重启旅游业来提振经
济，在普吉岛试行了“沙盒计划”，从7月1日
起，来自中低风险国家且完成疫苗接种的
外国游客入境普吉岛之后，将不必接受强
制隔离。
北京商报记者查阅泰国旅游局的最

新数据发现，自从普吉岛“沙盒计划”启动
以来，截至7月27日，共计12031人次到达
普吉岛。在7月至9月期间，预订酒店客房
次数达到28.6万次。在因为疫情关闭超过
一年之后，普吉岛旅游业终于有缓步恢复
的迹象。
但眼下，普吉岛疫情复燃。在截至7月
27日的一周内，普吉岛共报告了125例新冠
确诊病例，接近4月份时的历史最高水平。
该数字高于政府设定的每周90例的阈值，
可能导致这项计划被叫停。
实际上，除了该阈值标准外，其他暂停
该计划的条件还包括岛上三个行政区均出
现确诊病例、医疗资源使用率达到80%等。
目前，谨慎的泰国政府仍在观望，暂未暂停
“沙盒计划”。
某旅行社出境领队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他认为在2-3年内，出境旅游很难全面
恢复。他表示，当下，虽然亚洲疫情好于欧
美，有可能部分重启境外旅游，但这些目的
地也会有欧美游客，人员流动仍然会带来
风险。他认为，就算国内旅行社在未来逐步
恢复境外游，能有多少游客愿意参与，还尚
未可知。
某签证代理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
她只能为客户办理新加坡签证。而她的客
户几乎没有以旅游为出境目的的游客，大
多数都是赴海外探望子女的留学生家长和
有置业需求的房地产商。可见，当前境外旅
游还没有复苏的迹象。
唐山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
廖卓■也认为，短时间内不会恢复出境旅
游。她表示，公司曾在今年年初预测，今年
年底能恢复出境旅游。然而，面对德尔塔变
异病毒肆虐和国外疫情反复，她表示最好
情况是在明年夏天恢复出境旅游。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生 陈旭峥

对谷歌来说，云业务则成为了心病。据研
究公司Gartner测算，谷歌在云计算业务市场
份额仅为6%，大幅落后于领跑的亚马逊和微
软。上述两家企业在云计算业务的市场份额
分别达到41%和20%。
此外，Delta毒株的新一轮蔓延也不容小
觑。Alphabet首席财务官RuthPorat说，消费
者支出虽然保持，但“我们认为预测长期趋势
仍然为时尚早，特别是考虑到最近全球病例
持续增加”。她预计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增长推
动力将减弱。
出于种种影响，除了谷歌在盘后财报发
布后微涨0.95%之外，苹果、微软都延续了跌
势。苹果股价盘后跌1.2%，微软则跌0.8%。
对于业绩走强股价却走弱，以及未来的
业绩展望，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三家公司，但
截至发稿还未收到回复。
事实上，科技巨头们的股价在经过一年
的狂奔后似乎有些飞不动了。据彭博社报道，
市场反应冷淡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投资者
怀疑这些公司能否在未来几个季度继续保持
两位数的增长。
据统计，今年投资者已经向最大科技公
司的股票投入了数千亿美元。截至周二收盘，
今年苹果股价已上涨11%，而Alphabet股价
已上涨51%，微软股价已上涨29%。
“随着世界经济从疫情低点反弹，苹果和
微软的市值都超过了2万亿美元。所有公司都
看好其前景，但由于过去一年的势头正出现
减弱的迹象，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有所下降。”
彭博社指出。
此外，反垄断也是科技公司逃不开的监
管。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6月底审议了多项
针对美科技巨头的反垄断法案，分析认为，美
国大型科技巨头正面临来自监管机构和各种
诉讼日益加大的压力。
虽然隐忧重重，但这些公司雄厚的实力
依然坚挺。张孝荣认为，国际科技巨头企业创
新能力强大，在前沿技术领域布局多年，形成
了足够的资源和积累，维持着引领新一轮技
术浪潮的优势，在颠覆式技术出现之前，巨头
还将保持相当的增长。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多国极端天气频发敲响气候变化警钟
从高温热浪到暴雨洪水，全球多地近期
遭遇罕见极端天气，造成重大损失。多国专
家认为，极端天气频发与气候变化密切相
关，各国应及时改进紧急预警和风险管理系
统，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降低不
利影响。
6月底，历史性高温席卷美国西北部、加
拿大西南部等地，一些地区气温飙升至110
华氏度（约43.3摄氏度）以上，致数百人丧
生。近日，希腊、英国等国也纷纷发布高温
预警。
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出现强降雨天气。7
月初，日本静冈县和神奈川县等地普降大雨。
日本气象协会分析数据发现，从静冈县到神
奈川县的大范围地区创下有记录以来降雨量
最高值。欧洲中西部地区也连日出现强降雨，
引发大规模洪水，重灾区德国西部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至少
179人死亡。
印度近期也发生极端天气，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强降雨和严重雷击。7月以来，印度
多个邦的降雨量大大超过多年平均值，其中
暴雨引发的灾害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已造成至
少138人死亡。最近几个月，印度多个邦雷击
事件激增，7月12日曾报告24小时内至少72
人因雷击死亡。印度科学和环境中心的研究
发现，从去年4月到今年3月，印度累计发生
185万次雷击事件，较上年同期增长34%。
不少专家将近期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归因
为气候变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大气
科学教授迈克尔·曼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
温天气发生得更加频繁且强烈。气候变化正
在重塑地球气温模式，随着人类向大气中排
放的温室气体增多，气候系统中的“能量”不
断上升，这种过剩的“能量”通过极端高温天
气等形式体现。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7

月19日在日内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气候变化是今夏席卷西欧地区的暴雨和
洪水的根本原因，在减缓气候变化取得成效
之前，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将越来越
多。“人类对极端天气并不陌生，但是气候变
化无疑增加了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和严重
程度。”
德国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教授拉尔
夫·默茨日前对媒体表示，气候变化会影响所
谓的喷射流，导致高压或低压系统在某地更
久地停留，“就像这次低气压‘贝恩德’（缓慢
移动导致洪水）发生的那样”。默茨预测，由于
气候变化，洪水对北欧和西欧等地构成的威
胁在2050年前将越来越严重。
一些印度专家也指出，印度雷击事件和
降雨量增加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越来越多
的科学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可能会在全世界
引发更多的闪电，带来更多暴雨，因此需要更
好地监测和预测这些事件。
美国华盛顿大学气候影响小组高级科学
家梅亚德·克罗斯比表示，随着全球气温上
升，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频率会继续增加，类
似极端天气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持续
时间也将越来越长。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副教授拉里·奥尼
尔希望近期的极端天气敲响气候变化警
钟，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全球变暖产生的直
接影响。奥尼尔表示，气候变化将导致更多
极端天气现象发生，加剧人类面临的威胁
和风险。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海利·福勒教授等
人研究发现，受气候变化影响，未来产生强降
雨的风暴在欧洲发生的频率可能会显著增
加。“这（项研究）与当前欧洲发生的洪涝一起
敲响警钟，需要我们改进紧急预警和管理系
统，并将气候变化安全因素纳入我们的基础
据新华社
设施设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