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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国产操作系统为何扶不起

罗峰

市场可能被弄得有些晕头转

向、一头雾水。继“有关部门”招标

时提出禁止安装 Windows8 操作

系统后，又有一起招标要求不安装

Office软件，这些招标都数额不大，

但共同点是针对的都是流行的微

软公司产品。 与此同时，我国关于

投入更多资源来开发拥有自有知

识产权的信息技术产业，包括计算

机操作系统等在内的声音和政策

正在冒起。

同时，国产操作系统开发商中

科红旗近日开始变卖。这家公司经

营困难的消息在业内传播已久，前

段时间在央视出镜，作为专家代表

来解释“禁装Windows8操作系统”

并为国产软件替代外国产品打气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是这家

公司的支持者之一。 显然，这个项

目让很多国人失望了。

中科红旗是国产操作系统的主

要推动者之一，近日公开转让全部注

册商标及软件著作权等资产，这意味

着这家曾以研发出红旗 Linux国产

OS（Operating� System，操作系统）

而闻名的公司宣告破产。

倪光南是国产操作系统和国

产Office软件的推动者， 几年前，

他就说工信部推广绿坝上网过滤

软件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措施，说国

家每年应花 2 亿美元推行国产

Office预装。 事实上，国家对国产

软件的采购支持是相当给力的。中

科红旗的主打产品红旗 Linux 早

在十几年前就大规模进入市场，在

政府相关政策支持下，又有中科院

的背书，红旗 Linux曾经列入政府

采购清单，在政府、国企采购中赢得

了大量订单。甚至在电脑厂商的中低

端机型销售中，由于国家规定不得裸

机销售， 红旗 Linux一度成为联想、

戴尔、惠普等计算机巨头的入门级操

作系统。 但结局并不好，就像金山公

司的国产办公软件 WPS 一样，WPS

曾经流行国内，后来仍被微软 Office

打败。 政府采购的支持，并没有使红

旗 Linux拥有市场生命力。

电脑行业的人是这样说的：在电

脑上预装国产操作系统也没有用，大

部分使用者，对预装红旗 Linux的电

脑第一件事就是格式化电脑然后重

装Windows操作系统。 不只是红旗

Linux， 预装其它国产操作系统也是

这样的结局。

原因很简单：用户不会用。 没有

成熟的应用生态支撑， 是各家国产

操作系统、 办公软件无法拓展市场

的关键。 作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操作系统，Windows 在国内市场

很早就获得了普及， 并凭借办公应

用方面的强势力量建立起在人们日

常工作生活中的地位， 通过对用户

使用习惯的培养让自己的产品链变

得不可或缺。

即使是政府采购， 公务员使用

时也一样不习惯使用这些国产操作

系统，并非不想支持国产，而是学电

脑一直就是接触的 Windows。 而以

红旗 Linux 为代表的这些国产软件

也未能在迎合用户需求方面做出太

多的创新。

对于很多软件公司而言，并不会

在操作系统一棵树上吊死，更多的用

户被精品应用绑定， 而非操作系统，

所以细分市场创新反而有了空间，关

键在于是否响应、满足了市场需求。

新股发行改革何时不再尴尬

肖国元

新股发行（

IPO

）重启，新股发行、上市

又惹来争议。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新

股发行虽然避开了“三高”，但似乎从终点

又回到了起点，再度陷入行政定价管制怪

圈。新股发行改革前赴后继、马不停蹄，得

到的评价居然是 “劳而无功”， 乃至 “倒

退”，这多少有点令人难堪。

是的，为了抑制高发行价、高市盈率

与高超募， 管理层采取了一些刚性手段，

压缩了灵动空间，虽然消除了“三高”，但

同时也增强了行政色彩， 降低了市场成

色， 使得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的定价、募

资、路演等环节一览无余、清楚明白地展

现在投资者面前。说这样的改变是朝市场

化迈进的新举措肯定是不靠谱的。 但是，

乱扣“倒退”的帽子，似乎也不合情理。 问

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市场化本身以及

这些举措与市场化之间的关联性。

不可否认，

20

多年来， 新股发行起

起落落，一直在纠结中前行。 可以说，到

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找到令大多数人

满意的方式与路径。 因此， 再次惹来非

议，实属正常。 不过，这倒提醒我们究竟

该如何看待新股发行改革以及如何评价

本次发行改革的具体做法。我想，要客观

评价包括本次新股发行改革在内的证券

市场改革，关键是要找准参照系。这样才

能避免两种极端：一是无端指责、一味否

认；一是盲目鼓吹、自我欣赏。

客观而言， 这个参照系至少涉及两

大问题：其一，从环节来看，新股发行改

革是否打中了发行之蛇的“七寸”；其二，

从利益关系角度看， 新股发行改革是否

牵住了“牛鼻子”。 只有弄清楚了这两个

问题， 我们才能判断现时的改革究竟是

进步还是退步，是有功还是无功。

众所周知，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

产物， 更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

结出的果实。因此，证券市场是根植于自

由企业与市场经济的，与产权保护、契约

精神、法治理念等息息相关。由此而来的

西方证券市场的演绎路径与成熟做法

折射着市场的灵光， 浸透着行业的儒

雅。 虽然不排除其光辉张扬着时代个

性与国别差异， 但其间更映射了证券

市场的发展遵循着“大道至简”的基本

原则，为后来者提供了示范与指引。股

市就是循此之路来到了中国。

国内证券市场起源于市场经济改

革， 是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

中走出来的，也是“中体西用”哲学的

结晶。 我们在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

的局面的同时从某些层面引进了市场

经济，重点放在操作性强的工具层面。

这不仅是出于可行性的政治选择，更

是出于功利性的经济选择。由此，证券

市场存在先天不足似乎就是命中注定

的， 这也决定了其后矛盾演绎的复杂

性与顽固性。

因此， 在思考证券市场利弊得失

之时， 我们必须清楚证券市场面临的

诸多约束条件。 首先，股市本身并不是

孤立地存在，并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社

会等具体环境。 由此，与股市相关的国企

改造、企业机制改造、机构投资者培养、

个人利益保护、 法治建设等方面一定带

有旧体制的痕迹， 甚至受困于旧习而难

以突围。 其次，新股发行只是股市中的一

环，而且从全局与长远来看，其好坏对经

济大局的影响并非是本质性的、 决定性

的。 可以说，就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整体

性、综合性而言，股市只是一块小小的试

验田。 再次，新股发行涉及的利益关系并

不是线性的，发行价高低、募资多少具有

强烈的时空性， 对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利

益的影响也随着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

化。 最后，作为管理者，证监会只是部门

监管者， 只能在现有框架内发挥自己的

积极性与能动性，跨部门、跨层级的掣肘

是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 国内证券市场仍处在市

场化过程中， 处在挣脱行政不合理约束

而发育自己的过程中。 与此相关的监管

也纠结在计划与市场的过渡地带与罅隙

之中， 所有的改革选择不过是管制下的

选择，其运作空间非常狭窄，甚至有一些

不能突破的红线、不能触碰的“高压线”。

这是新股发行必须面对的窘境， 也是证

券市场的尴尬。

回顾历史， 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几

起几落，最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也试过。 但

是，结果是，除了离谱的高价、露骨的利

益输送、决绝的套现之外，不曾产生符合

市场各方预期的结果， 期望借用市场机

制对证券市场进行全方位革故鼎新再造

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新股发行是企业入市的起点， 也是

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生发关系的起点。 因

此，在新股发行端口设置标准、规范行为

具有牵“牛鼻子”的意义。 也正因为这样，

市场化以此为肇始是合理选择。 但是，如

上所述，市场化不是单一的孤立行为，而

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仅依赖“自选

动作”，更受制于外围环境与条件。 因此，

脱离基本面的举措往往失去市场化的真

义而走上极端。

所以，合理的选择应该兼顾上市公

司与投资者两方面，既要满足公司的筹

资需求，让直接投资成为一些公司筹集

资金的有效途径，但是要避免入市权利

的滥用， 兼顾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

要顾及投资者的利益，让上市公司在运

作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让投资者分享

成长的果实。 这样，限制发行价、控制融

资规模、减少老股转让等就是现实的选

择。 另外，在机构投资者不成熟的情况

下，以市场化的名义完全放手投行业务

也是不稳妥的。 可以说，保障合理融资、

促进机制转变、保护投资者权益，是新

股发行与证券市场改革必须兼顾的三

大目标。

当然， 对新股发行施加行政性管制

也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在这个过程中，

必须配套外围的一系列改革。 否则，证券

市场的尴尬还会延续下去。 是进亦忧，退

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

周末随笔

Weekend Essay

A股牛市在路上

林隆鹏

自

2008

年以来，对中国经济向坏的

预期一直主导着中国股市。 在美国标准

普尔指数自

667

点一路上涨， 迭创历史

新高，涨幅高达

194%

的背景下，中国股

市依然熊途漫漫真如铁， 沪指自高点

6124

点回到

2000

点一带， 众投资者十

年一梦心茫然。所幸创业板在

2013

年爆

发强大的生命力， 创业板指数自

585

点

起涨至最高点

1571

点， 涨幅也高达

168%

，勉强可和标普指数相提并论。 在

创业板指数狂涨的一年半中， 上证指数

则是在

2000

点上下波动。创业板的大牛

市到底是熊市中昙花一现的板块反弹，

还是代表着牛市的曙光照耀到熊市的冰

面上？ 中国股市是不是七年熊市之后已

经具备牛市来临的可能性了呢？

游戏规则变化了

回顾中国股市自

1990

年底成立以

来， 经历过三轮完整的大牛熊市。

1990

年底，中国股市设立，股市作为一个新兴

事物，体量很小，慢慢吸引一些先知先觉

的资金入场， 沪指于

1991

年

5

月

17

日

从

104.98

点开始起步，基本上马不停蹄

地涨到了

1429

点， 之后大跌至

386.85

点，在政策救市下，再一路狂涨，于

1993

年

2

月

16

日涨到

1558.95

点， 构筑双

头，牛市结束。 此轮行情涨幅

1384%

，是

在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管理层从“摸着石

头过河” 到决心设立证券市场背景下产

生的。

1994

年

7

月

29

日，沪指已经跌至

低点

325.89

点。 朱镕基总理明确救市基

调，发布救市三大政策，股指展开了长达

7

年的慢牛，最终涨到

2245.43

点。 此轮

行情涨幅

590%

， 是在中央终于明确股

市的地位， 提出股市为国企改革服务

的背景下产生的。此后，在全流通的阴

影下，股指反复下挫直至

2005

年

6

月

6

日

998

点。 证监会以“开弓没有回头

箭”的勇气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又恰逢

国际流动性泛滥，资源价格直上云霄，

于是， 股指掀开了两年半高达

5

倍的

上涨，达到了

6124

点。 这一轮行情是

在管理层全面解决股权分置， 非流通

股权全流通的背景下完成的。

中国股市近

25

年的历史就是一个

游戏规则从无到有， 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每一次游戏规则的设立或者改变就

带来一轮波澜壮阔的大行情，也是一次

财富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同时，这个设

立或者改变也有意无意中与新的政府

管理层上台时间相吻合。而今股市又一

次到了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管理层提

出混合所有制经营，并且明确指示股市

要“紧紧围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营就是国资改革，就是允许国

资民营化。这又是一次历史性的改革突

破，这次改革必然也将会给股市带来改

革红利，从而推动股市展开一轮相当可

观的大牛市。

有很多投资者担心这轮改革将会

停滞不前， 不能持续， 可能会虎头蛇

尾。这是没有认识到事物发展的本质。

事实上，仔细分析当前改革的背景，就

可以发现改革势在必行， 不以个人意

志为转移。

任何一届政府要干实事， 为民谋

福利，甚至于开万世太平，就必须以丰

厚的财政收入来做底子， 这样才有能

力大投入。目前除去政府常规税收外，

政府手上有两大存量资源就是土地和

国有股权。 政府常规税收仅仅能够用

来支付日常开支， 上届各地政府把土

地财政发挥到极致， 房地产价格已经高

居不下，民怨不小，又因为中国人口增长

高峰期在

2012

年左右达到顶点，之后人

口增长速度就达到拐点， 房地产行业也

就面临着历史性的拐点。 而且政府在

2008

年经济危机时大量投入不能产生

经济效益的基建带来巨额负债， 再依赖

土地财政已经难以维系。因此，动用政府

另一块存量资源， 即转让国有股权已经

是无可替代的选择。

如今，本届政府推动混合所有制经营

之时，正是处在股市如此低迷，国有股权

股价如此低廉之时，很显然这次游戏规则

的改变将又是一次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

土地与股权最大的区别在于，股市参与的

门槛很低，远低于房地产，而只要认识到

这个财富大转移， 平民百姓皆可参与，那

么，在新一轮的财富再分配又要开始的时

候，您还能站在那里袖手旁观吗？

锁定牛市投资的方向

如果牛市真的来了， 那么应该往哪

个方向投资呢？ 这又是投资者最关心的

问题。 笔者有投资九字箴言：看大势、抓

热点、选龙头。 时势造就英雄，英雄都刻

着时代烙印， 成功的企业也存在着强烈

的时代烙印。只有跟随时势，顺应时势才

能把握到最大的投资机会。

国际产业发展经验表明： 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是产业经济从“轻工业

阶段”向“重工业阶段”转化的转折期，以

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

核心动力，其增加值比重快速上升，“投资

主导

+

工业推动” 的组合是其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 而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人均

GDP

达到

4000-6000

美元， 是产业

经济从“重工业阶段”向“消费服务与科技

创新阶段”转化的转折期，第二产业增加

值比重开始下降，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进

入快速上升期。 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

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

+

服务业推动”的

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

重超过

60%

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

现高级化，科技创新层出不穷。

2003

年左右中国人均

GDP

跨入

1000

美元，进入“重工业阶段”，

2005

年

牛市发动，“投资主导

+

工业推动”的相关

行业成为股市大热点， 其龙头代表股山

东黄金两年半大涨

130

倍， 中国船舶大

涨

100

倍。

2010

年左右中国人均

GDP

跨

入

4000

美元，产业经济进入到“消费服

务与科技创新阶段”，

2013

年，这个阶段

经济的代表创业板成为投资大热点，创

业板指数大涨了

168%

，其龙头代表股中

青宝仅仅用了

7

个月时间就大涨

12

倍，

网宿科技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涨了

11

倍。

这些股票之所以能如此大涨， 给投资者

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 就是因为它们顺

应了时势，代表了历史发展大趋势，才造

就如此“英雄”！

很显然，中国产业经济“消费服务与

科技创新阶段”只是刚刚开始，这个历史

趋势如滚滚车轮势不可挡，投资必须顺应

这个大趋势。 所以，如果中国股市出现大

牛市，那么，

2013

年创业板的大涨就是牛

市的曙光照在熊市的冰面上，这样的趋势

将可以引导整个中国股市爆发出牛市。

其次， 中国国内的政治大趋势就是

改革，改革的红利将会泽润方方面面，比

如国资改革、土地流转，在这改革的大方

向上，必然将会涌现出牛股的身影。

总而言之， 中国股市未来投资两大

方向就是：消费服务与科技创新

+

改革红

利。 抓住这两大方向就是顺应政治经济

大趋势，抓住了投资主脉络。

投资是一种信仰

凯风

投资是一种信仰，唯有坚持方

能有所收获。半个月前闪电打下来

时留在现场并坚持到现在的人，大

多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尽管未来

可能仍有反复，但本轮行情已经悄

悄开始。

之所以说投资是一种信仰，因

为成功的投资者本质上是谨慎的

乐观主义者。例如当我们看到汇丰

PMI和官方指数双双创下新高，螺

纹钢期货价格触底反弹， 同时

Shibor全面回落时，有理由相信一

轮行情很可能会到来，而此前社交

媒体上看空到 1664点的言论当然

只能付之一笑。

当然， 仅有信仰是不够的，还

需要我们一步步去接近投资的本

质。比如，投资理论中的轮回思想：

当相似的事情再度发生时，具有相

似思维的人类往往也会做出类似

的选择。 本周，日本政府解禁集体

自卫权，这对于向往和平的人们来

说不是一件好事，同时可能开启东

亚地区军备竞赛的大门。可从投资

者的角度出发，此事再度论证了军

工股长期走牛的背景，航天航空股

涨得不亦乐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涨高了要及时卖出，军工股

反复做才是王道。

轮回的思想，同样体现在笔者

反复提及的国产高端替代概念股

中。 在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本周它

们重新登台。 如智能机器概念股，

随着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消失及国

家政策大力扶持等，有理由预期它

们会不断获得炒作。

除了信仰， 当然还要有付出。

如本周习近平访问韩国，7月 1日，

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透露，访问期

间，中韩双方将发表共同文件，预计签

署 12份双边合作文件，涉及经贸、金

融、环境、领事等领域。消息一出，相关

板块风起云涌，这一概念也有望反复

活跃。 移动互联网时代，消息随处可

得，公开信息的解释能力才是投资者

不断需要提升的重点。 又如日前巴西

驻华大使雷昂透露， 习近平 7 月 13

日将访问巴西， 双方将签近 20项合

作协议，其中，最瞩目的是铁路合作。

你从中又看到了什么机会？

付出需要不断研究，需要不断发

掘。 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军工股，那是

明面上的，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并不叫

什么航空航天，但它们位于航空航天

关键零部件的制造环节，有的还是军

工所需高新材料和零部件的提供商，

它们的产业升级和国产替代会给更

上游带来新增需求，如有色、新材料

公司等。 如此一层层发掘下去，未来

炒作的蓝图或许也就徐徐展开了。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

保持平稳，经济形势好转有望提振部

分资源类股票，而此前的去库存化使

得有色金属的供需关系发生了改变。

从价格走势看有色金属是最先启动

的，特别是基本金属铜和部分小金属

的异常强劲走势。周期股中有色股有

望走出一波行情。

随着货币政策与环境稳定偏松，

有利于 A股中以主题和成长为主线

的结构性行情继续活跃。考虑到下周

第二轮新股申购有望重新启动，市场

或许再度面临缺血现象，由于在上一

轮打新中很多机构感到得不偿失，这

次的影响应该没有上次大。 此外创业

板指连续上涨后面临短期技术压力，

随时可能有调整风险。 当然，调整就

是机会，洗洗更健康，后面的行情可

能更精彩呢， 调整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投资是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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