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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就要死磕到底

证券时报记者 陈春雨

本周互联网大会， 让人看到

一个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二楼是大会的主会场， 大佬

们指点江山，豪情万丈；一楼是展

厅，移动、联通、联想占据了最好

的位置，美女如云。但是在展厅的

尽头， 更多是你听都没听过的公

司， 展示着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互

联网产品。

原来除了微信、微博、豆瓣、

优酷， 还有这么多互联网创业

者。 他们的创意五花八门，有做

自动贩卖机的，只不过原来是用

硬币买，现在摇身一变，用微信

或

APP

等移动支付购买；有做地

铁邂逅的，那些人和你搭乘同一

班地铁， 他们又有怎样的故事，

换句话说，就是坐地铁上的社交

网络。 还有人做彩票生意的，绑

定银行卡，如果中奖，奖金直接

划入银行卡中……有人私下说：

别看这么多公司，最多只有一半

能活过两年。 听者一惊，想想也

对，最近有朋友跳槽到一家很好

的游戏公司， 专职做手机游戏，

大家都恭喜他前途一线光明，谁

知他眉头一皱说： 行业是好，单

独做项目就风险很大，随时有可

能死掉。

这就是互联网创业者的两难

之处：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行业，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未必， 成功需

要天时地利人和。 就像淘宝这样

的平台， 据说有

80%

的店主都是

亏损。 对于很多小公司来说，做得

不好肯定就是死路一条， 退一万

步说，就算做得好，也面临三大出

路：要么被大公司抄袭，要么被大

公司收购， 或者等待机会渺茫的

IPO

。

在这三种情况中， 第二种是

比较理想的， 在互联网商业模式

成功的美国，最后不到

10%

的公

司独立上市， 大部分公司通过并

购来实现回报。 过去中国互联网

的并购环境并不好， 因为大公司

不愿花钱买小公司， 更多采用抄

袭或直接扼杀的方式， 这种方式

造成投资人不愿意投资互联网，

但是今年刚发生了一些变化，比

如优酷土豆合并到， 阿里战略入

股新浪微博，百度收购

19

亿美元

收购

91

无线，都给这个行业的创业

者带来更多期望。

不过， 什么样的公司才会被

大公司看重呢， 业内有大佬总结

说，第一，公司的团队特别出色、

优秀，这是收购公司最大的资产。

第二，一定要有好的产品。 用户都

很现实， 从来不会因为有好的概

念，或者好的布局，或者特别牛的

战略去选择你的产品。 用户永远

问一个最简单的话， 你的产品解

决了什么问题，能获得了什么好。

第三， 很多大公司为了进入一个

领域，收购一个公司获得份额，获

得用户的基数。 而张朝阳更是直

截了当地说：机会有两个，一是移

动社交媒体，二是娱乐领域，如果

运营商或银行能够解决收费微支

付的问题， 微电影和娱乐作品将

会获得很大的成长空间。

有的创业者却决定死磕，比如世

纪佳缘的龚海燕，从相亲红娘一下子

转变为教育界人士。她说这是第二次

创业，在线教育里的一对一外语口语

教学，现在才刚刚开始，不过这位女

强人也累得够呛。 直言说，草根的创

业者不要碰在线教育的领域， 没有

5000

万的资金碰都不要碰， 绝对是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 她刚

开始想得比较简单， 做滚动式发展，

靠自己的钱就可以，后来发现卖了房

子还是不够， 才找了丁磊的网易资

本。龚海燕说她决心要在线教育领域

死磕到底了，她的人生不大可能有第

三次创业机会，这是最后一次，要给

自己一个完美的交代。

房产税真的会压低房价吗？

肖国元

虽然我们每天都要与经济现

象打交道，都在从事经济活动，但

对于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不一定

理解透彻。许多看似简单的现象，

其实比我们知道的要复杂。 这也

许可以说明一些歪曲与误解为什

么成了“常识”，总是那么顽固地

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 最低工资

制、物价管制是典型的例子。而面

对居高不下的房价， 房产税似乎

成了救命稻草。原因很简单：加大

持有成本无疑会减少需求， 从而

达到降低房价的目的。

按照供求定律， 一旦需求减

少，商品的价格自然会下降。这样

的逻辑套用到房地产市场， 就是

房产税会加大持有成本， 使得市

场对房产的需求下降。 即使富有

的人，也会降低对房产的需求，超

量持有房产的意愿大幅降低。 这

样，相对于原有的供给，在需求下

降的前提下，房价自然会下跌。

不过，这样的分析只触及了

复杂的房地产关系的一部分，而

且是建立在如下一些假设前提

下的。 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房地

产市场的供给不变，甚至有所增

加；房产税的增加不可能通过其

他途径转移等等。 然而，稍微放

宽一下视野，我们会发现，房产

税对房价的影响远比上述分析

来得复杂。

按照经济学的常规， 我们假

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向

房产所有人开征房产税， 确实会

加大其持有成本。 按照通常认可

的条件， 这样的成本确实不可小

觑。 如果一套房产的市场评估价

达

200

万， 并按

1%

的平均税率

征收房产税，那么，一年的房产税

就是

2

万元， 平均每月是

1667

元。这样的假设，对于诸如北广上

深这样的热点城市， 应该是最低

标准。从近年来市场的成交看，套

房的平均面积约为

100

平方米，

而均价

2

万

/

平方米只能算是起

步价。 也就是说， 如果开征房产

税， 持有人的实际税负会远比上

述假设的要大。 如果月均房产税

超过

2000

元，乃至达到

2500

元、

3000

元，这样的税负对房地产市

场会产生什么影响？

很明显， 这样的税负会增大

持有成本，降低房产的预期收益，

其直接结果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

打压投资性房产的投资力度，并

相应减少对未来房地产的市场需

求。二是对现房的影响。现房的出

路有两条：一是出售；二是继续持

有。如果是出售，结果会增加房地

产市场的供给， 平缓紧张的供求

关系，抑制房价上涨。如果继续持

有， 那么房东要考虑的就是租金

与税负的关系。

如果租赁市场供求关系紧

张， 即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形，那

么， 房产持有人则可以通过提高

租金的方式转移这部分税负，让

承租人承担房产税。如此，房产税

的开征就不会将富人持有的房产

逼出来，不会增加市场供给，房价

也不会下跌。当然，如果租赁市场

供大于求， 或者租金不能弥补房

产税带来的损失，那么，房产税自

然由持有人自己承担。 相比没有

房产税的情形，对于持有人而言，

这就是绝对损失。这时，持有人会

选择出售房产。毫无疑问，这会增

加房地产市场的供给， 使得房价

下跌。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是房

产税开征之后的短期影响。但是，

从长期来看， 后面的分析会告诉

我们，在开征房产税的前提下，房

地产市场的供需形势可能出现意

料之外的情形。

长期而言， 一旦房产税成为

常态， 其会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

产生影响。最明显的是，相对于过

去没有房产税的情形， 房产会更

显昂贵，其市场价格会更高。在这

样的条件下， 开发商供应于市的

房产数量会下降。进而，我们可以

预测， 只有比较富有的人才能买

得起房子，更多的人会望房兴叹。

这会催生更多的人靠租房过日

子。 租赁市场将呈现出求大于供

的状况，租金会持续上涨，房产持

有人可以轻松通过提高租金来转

移房产税。 这与我们的初始预期

恰恰相反， 不仅没能逼迫持有人出

售房子， 增加房地产市场供给，相

反，会鼓励富人更多地投资房地产，

以便通过租赁来增值投资， 赚取财

富。 人们对投资房地产的预期收益

会上升， 房产税根本没有起到遏制

市场对投资性房产需求的作用。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房产税会增加持有房屋的成本，

但这种成本不一定由房屋所有人承

担。因此，以加税来遏制房价的愿望

就会落空。同样，想通过加税让更多

的人能买得起房子的计划也就成了

不折不扣的空想。 只要基本的供求

规则没有改变， 税负并不能改变供

求关系，税负成本就可以转移。这是

房产税之下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逻

辑。因此，要想改善房地产市场的供

求关系， 还得从最基本的决定性因

素入手，即改变土地游戏规则，加大

房地产供给， 这才是改善民众居住

条件的正道。

年年有天灾年年都丰收

罗峰

前段时间在湖南、江西小转了一下，正是天气持续干

旱的时候。 湖南有的地方一个多月没下雨，遭遇

10

年来

最严重的旱灾。一位搞投资的朋友说：现在农村越来越多

田地建房子修公路，天气经常不是大旱就是发大水，粮食

会不会涨价？

我回答不了，但觉得今年“粮食丰收、粮价稳定”应该

没问题。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比如典型的

2011

年，在西南

5

省等粮食产区，春播就有冰冻灾害，然后是连续大旱

3

个月后社会才开始传播旱情，大旱之后又是洪涝灾害，媒

体关注灾情报道得轰轰烈烈， 于是股市炒了各种救灾概

念：水泵、粮食个股等等。当时我也觉得粮食产量有点悬。

结果

2011

年过去后，发现是大丰收年。

南方不管旱灾洪灾，毕竟东北粮食主产区丰收着，最

近黑龙江省正遭遇洪灾，影响或许有限。农村大面积空心

化，出现很多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还有撂荒的土地，但粮食

亩产一直在提升嘛。 土壤污染、水资源污染、种地经济效

益不显著、风险浮动大，国家还有补贴嘛。 当然，这个“丰

收”再怎么具体描述，都有很多人不信，国储粮每次粮库

发大火，在社会都会衍生出很多故事演绎。这也没法让大

家都信，毕竟不可能很多人都跑去每个粮库看是吧。

年年粮食丰收的另一面，是进口的大量增加。按农业

部种植业司负责人的说法，“尽管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其

他农产品稳定发展，但供求缺口逐年扩大。

9

年间大豆净

进口增加

1.6

倍，食用油增加近五成，棉花增加六成，食

糖增加

3.3

倍……”

所以，担忧还是有道理的。特别是看过《天下粮仓》的

朋友们，想法可能更多。 不管官方数据怎么丰收，农业部

门也都承认 “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趋紧是不争的事实”。

罗杰斯今年又重复了几次他的观点， 大概是说未来几年

农产品是很好很大的投资机会。 嗯，前几年，他也是这样

说的。 不过够得上“很大”层次的投资机会一直没怎么出

现。 以后会不会出现，这个谁知道呢？ 如果主要粮食出现

大的供给波动，那是国家安全问题，谁敢屯粮或投资，都

属于要严厉打击的投机之列。从这点上说，还是不要出现

这种投资机会较好。即使出现了粮食危机，也不必过于慌

张，前段时间有个新闻说“我国餐饮业浪费严重，每年浪

费粮食可养活

2

亿人”，粮食固然有缺口，国人万一改了

浪费的习惯呢？这毛病改好了的话，粮食得严重过剩。嗯，

粮食这事，还真不好说。

唇枪剑雨

Chen Chunyu蒺s Column

深圳民企试水小成本电影

汤亚平

由深圳、喀什、贵州三地联合出品的关爱留守儿童主

题电影《苗娃》，即将于

8

月

18

日在深圳开机，拟

3

个月

内封镜。这是深圳民间资金首次试水小成本电影投资，能

否成功引发外界猜想。

对此，《苗娃》投资摄制方、深圳市零点星影视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疆喀什零点星传媒公司总经理卢

茂新表示，

3

天内敲定投资，

3

个月完成拍摄。 要以“小成

本

+

深圳速度”塑造一个中国最美的“留守儿童”。

从投资逻辑上看，零点星此举并非头脑发热。作为一

家民营影视文化企业，愿意真金白银去投资一部电影，也

不会甘冒高风险。在卢茂新看来，以导演为核心的主创人

员和制片方多年在影视文化产业上的记录和推广宣传能

力， 才是投资的逻辑。 按业界一句老话说，“在文化产业

界，最靠谱的还是看人。 ”

事实上，小成本影片并非没有市场。

2013

年

6

月

19

日是电影界值得记住的日子！ 不到半年时间，内地票房

就超过

100

亿！ 而去年这个数字是在

8

月份才突破。 盘

点票房，最让人欣喜的是国产片成了市场主角，票房占

比高达

62%

。 跨年度的《泰囧》、《西游·降魔篇》均过

12

亿，《钢铁侠

3

》以

7.5

亿元登上进口片票房榜首位。

不过，出席《苗娃》新闻发布会的国家电影审查委员

会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党委书记江平指出，影视产业是

朝阳产业和“绿色产业”，投资影视业的方向和趋势是准

确的。但面对大幅度上涨的票房数字，电影市场仍有不少

堪忧的问题：谁来关注农村？ 谁来关注乡村留守儿童？ 希

望小成本电影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毫无疑问，影视产业，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需

求，却与产业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作为《苗娃》投

资摄制方，零点星掌门人卢茂新表示，影片预计投入千

万元重金，希望能够引导中国电影市场对当下留守儿童

现象的反思与积极回应，借此重塑社会价值，倡导人文

关怀。 零点星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先后斥资修建甘肃韩

家山小学和青海玉树囊谦县希望小学，并把每年“深圳

诗歌节”大型公益活动中所募得的善款投入各类慈善事

业中。 正因为这样，《苗娃》获得贵州、深圳、新疆喀什三

地政府的支持。

该片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指导，深圳市关爱办、深圳市

儒家文化研究会、深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贵州省黔南苗

族自治州委联合摄制。

富豪移民，没那么简单

朱离

富豪移民，和“裸官”一样，

其实是一个很陈旧的话题。 但每

每提起，总会引起舆论喧哗。

8

月

15

日，加拿大《世界日报》报道，

加拿大魁省

8

月

1

日重开投资

移民，限量

1750

件，且

16

日截

止收件，但第一周光是香港领事

馆就接获逾

2600

件来自中国的

申请案，预估中国申请人将超过

4000

件， 远超过单一国家配额

1200

件。

数字惊人， 证明中国人的移

民热情不减。而值得注意的是，相

对于媒体近年炒作的 “白领移

民”、“蓝领移民”， 这些申请中的

大部分依然是中国的暴富人群。

中国企业家揣着银子出国， 在近

10

年来已经是“旧闻”了。

各方对富豪移民这一现象关

注已久。福布斯中文网曾针对这一

现象发表分析文章称，驱使中国富

人移民的因素包括子女教育、医疗

条件、食品安全等。而事实上，据中

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监测发现，历

年来，为数不少的富豪移民或多或

少受到国内大环境的影响，比如涉

入官员腐败案件、或者遭遇行政力

量造成的发展瓶颈。

最近， 我的朋友圈里流传，某

一直在

IPO

但从未上市成功的江

苏企业主，放弃了政协委员之类的

政治荣誉，甚至摒弃了其一手创立

的公司里的实权，几乎是在突然之

间，全家移民到了美国洛杉矶。 而

这位企业主也承认了这一点。

坊间对于这位企业主的移民

事件议论纷纷。鉴于江苏首富、金

螳螂的老板被检察机关带走要求

协助调查的案例在前， 有业内人

士认为， 这位江苏企业主或因从

事相关行业， 而在心情上备受影

响，因而选择移民。但其新闻发言

人对外的官方说法是，

X

总是为

了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毅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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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少壮年龄， 在异国他乡当

起了家庭妇男。

事实上， 富豪移民并非舆论

分析的原因单一，过程纯粹。要知

道， 一个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成功

人士，抛弃长年积累的人脉资源、

资本原始积累， 尽管装着满兜的

金币，但要抛弃故土，移民海外，

实在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在中国， 并不存在完全脱离大

环境而崛起的企业家， 他们往往囿

于国内不太健全的法制环境， 比一

般人更需要稳定的安全感。所以，真

正促使富豪们移民的重要原因莫过

于忧虑于存在被随时剥夺财产的危

险， 或真正涉入了不太干净的官商

勾结原罪， 或在一些政治性运动中

遭遇危机。

当然，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

问题，对富豪们来说，也算是比较

重要的因素。很多在国内发展的很

好的富豪， 会选择将妻子和孩子，

先送到美国。例如洛杉矶城郊的一

些高档社区，在地理位置上临近质

量绝对上乘的中学、大学，已成为

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天下。 而这

些学校往往只需要房产证明，或者

投资证明， 便可方便适龄学子就

读。 为了招收更多的生源，学校还

往往会为华人专门开始入学前的

语言预科班，以及开设心理适应课

程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一

些移居海外个案的观察，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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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后移居海外的人， 移民后都会

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 即使是一部

分语言基础良好且具有国际化教育

背景的人，在长居海外后，也会有强

烈的不适应感。 何况在国内如鱼得

水、叱咤风云的富豪们呢？ 所以，一

些拿着国外户籍但在国内挣钱的企

业家，譬如潘石屹夫妇，也就可以理

解了。

（作者单位：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