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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也需要遇对时机

刘子沐

位于中关村的微软大厦

里， 有一家主打语音社交的公

司，运营一款手机 APP 客户端。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王子恢。

这款类似于微信语音版的移动

互联网社交产品至今还没有什

么名气。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有

些嗤之以鼻。 但是，大家并不和

道的是，王子恢在创业之前，是

搜狐内容部副总编辑、 搜狐微

博总经理， 从 2004 年带领搜狐

财经一路过关斩将、披荆斩棘，

成为与新浪财经并驾齐驱的一

流财经网媒。 这时，也许您知道

他是个大人物。 但笔者还要提

到的是， 其在搜狐之前是南方

周末的主力记者， 大家还记得

2004 年之前的那些财经领域最

有影响力的报道吗？

确实， 笔者与王子恢相识

多年。 早在智能手机发明之

前，王子恢就在搜狐金融事业

部内组建手机 APP 的开发及

运营，早于搜狐手机新闻客户

端近两年，这也是笔者所知道

的最早重视并涉足移动互联

网的探路者。

2009 年， 王子恢就提出了

移动互联网的战略， 这在当年

听起来有点飘。 那时，乔布斯

才推出苹果手机两年，诺基亚

还活着。 当正式推 “手机旺

财” 客户端时，公司内部尽管

存在争议，但是业内还是吃了

一惊：不需要手机号，不需要

群发短信的费用，只要安装了

手机 APP 就可以获取资讯。 那

时候，还没有移动互联网的碎

片化概念。 可惜，好的创意没

有遇到好的时机。 手机旺财被搜

狐新闻客户端所取代，但依然还

在，只是没有当年的关注度。 当

然，现在的移动端运营已经是一

个独立的部门了。 作为探路者，

当年王子恢想为一个还没有火

起来的 APP 配置一个小团队是

多么难的一件事。

除手机 APP 外 ， 王子恢还

计划了基金业指数战略、 行情

系统的大数据分析战略、 金融

产品股权收购战略、 社交媒体

的多媒体战略。 这与后来的腾

讯财经腾安指数的战略有些类

似。 也曾经有过金融业收购的

念头 ， 但注重移动互联网特点

的基于移动的互联网产品是王

子恢最看好的。

后来，王子恢离开搜狐开始创

业，“蓝莓” 是他的第一个项目。

就在这个社交平台“蓝莓” 开发、

上线、运营的时候，微信等 APP 已

经全面开花，YY 等语音产品也进

入快速发展期。 随着互联网金融

的火爆，网络媒体沦为传统媒体，

面临向新媒体转型的难题。 而今

日头条、 虎嗅等产品的出现让行

业意识到技术、产品、用户体验等

成为移动互联网产品的核心。 上

周，王子恢通过“蓝莓” 回复我关

于新媒体的分析。 他说，新媒体公

司首先要成为一个科技公司，是

科技带给媒体新出路， 科技进步

促进媒体进步。 回想当初的网络

媒体， 当下的移动互联网何尝不

是呢？

媒体人创业的不少，但是全面

转型的不多。 王子恢的“蓝莓” 产

品能否成功， 取决于科技的进步

速度。 据说他的“蓝莓” 团队正在

争取创新梦工场的第二轮融资。

你的简单神经被一只猫挑动了

陈喻

你最近被神经猫刷屏了吗？ 它不乖

也不萌，行为古怪且神经兮兮，但却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俘获了一干人等的芳

心，什么？你还没见过，那赶快打开微信，

相信你诸多朋友中总有一个认识它———

小游戏《围住神经猫》之最佳男主角。

忘记了神经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只

记得刚开始有一个人在朋友圈里得瑟秀

成绩，但很快变成两个、三个……以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在朋友圈中迅速蔓延，

直到再也忍不住，点开了链接。说实话，这

个游戏没有太大新意，就是一只白猫站在

中间，露着屁股，表情贱贱地扭腰舞动，玩

家要用最少步数围住它，步数少者就能笑

傲朋友圈，类似于简约版的围棋。 由于其

卖点之一是“晒成绩”，有人把其比作微信

打飞机游戏，主打玩家的炫耀心理和好奇

心，时间一过，热点很快就会消散。

这类分析已是老生常谈，无人否认，

但此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从开发到爆红

都很诡异。这款游戏纯属无心插柳之作，

开发团队是正规大公司的嫡属项目小

组，正职是做“正经的在线儿童社区”。只

是在开发过程中，他们无意中发现，在微

信上用

HTML

格式的小测试或小游戏

吸引客户非常有效，于是用一个美工、一

个开发人员， 花了一天时间制作了这款

游戏。 这也合情合理，作为附属产品，

实在不值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而且

连开发思路也异常简单———就是模仿

几个经典的小游戏。说白了，神经猫就

是“山寨猫”，其原型是日本一款叫做

《黑猫》的游戏，但据说《黑猫》也不是

原创，点子很早就有了。而神经猫的形

象更加赤裸裸， 直接照搬了日本漫画

《全是猫》的形象。可想而知，项目组在

开发这款游戏时是多漫不经心。 如果

稍微有点会大红大紫的预感， 把白猫

变成黑猫也不是多难吧。

再来看看爆发过程。据开发人员透

露：游戏第一天上线，公司内部的人零

零碎碎转了一圈就没动静了，接下来两

天异常平静，但后台数据还在增长。 到

了第三天下午，他突然发现公司以外的

朋友开始转，到了第四天上午，他发现

自己朋友圈里基本

80%

的朋友都转发

了这款游戏的成绩分享。 也就是说，在

没有刻意推广的情况下（打飞机好歹也

是微信大力推广的拳头产品）， 无人能

说清楚“神经猫”的成功路线，哪怕是项

目组自己，也只能从身边亲朋好友的分

享来感受游戏诡异的扩散速度。

十年苦读无人问， 一朝成名天下

闻。如果我是项目组的成员，大概会哭

笑不得。 呕心沥血的社区项目还处于

“无人知晓”的阶段，无心之作却大红

大紫。若以效益为最高导向，在神经猫里

加个广告条就能赚大钱了， 还做什么儿

童社区。 更哭笑不得的可能是那些野心

勃勃的游戏开发者，没有周密的计划、新

奇的创意以及强大的推广， 这些旧瓶子

装新酒的小游戏凭什么会火， 而自己苦

心经营的项目却半死不活。

从愤怒的小鸟，到打飞机，再到前段

时间的

2048

，这些风靡一时的游戏越来越

简单化。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规则简单、操

作无脑、难度偏高但冲分只依赖简单重复。

最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想过，也没准备好流

行，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行。 事前无法预

测，事后无法分析。 难怪会有人发出“游戏

越傻，越有人玩”的感概。 就连《围住神经

猫》的项目组长都忍不住吐槽：眼看着市场

上流行的东西越来越看不懂了， 真心想说

句“

No Country for Old Man

（老无所依）”。

唇枪剑雨

Chen Chunyu蒺s Column

周末随笔

Weekend Essay

咬定主板不放松

凯风

早在半个多月前， 笔者即指出创业

板的风险。如今两周过去，创业板一片狼

藉，验证了当初的判断。 当然，君子不立

于危墙之下，此时抄底为时尚早。重要的

是，笔者发现，中小板综指也出现了头部

迹象， 是否正确有待市场验证。 如此看

来，“咬定主板不放松” 不失为目前可行

的策略。

空口无凭， 本周的新股申购其实帮

我们做了一次验证。 新股申购这一变化

从资金和筹码都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影

响。 资金方面，打新申购需要冻结资金，

机构此时通常都倾向于从风险相对较大

的领域抽出， 创业板不但此次反弹缺少

资金支持， 反而还不断受到资金流出的

压制；而筹码方面，打新需要持仓份额，

这部分筹码显然会倾向于选择风险小的

品种。 目前仍处于底部区间的周期蓝

筹股就是一个相对较好的选择， 沪深

两市都是如此。当然，主板目前尚未看

到系统性的机会， 但创业板的弱势却

是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既然如此，主板投什么呢？要知道

现在最大的主题投资机会就是沪港

通。 目前

A

股不少蓝筹股与港股价差

明显， 市场预期就纯考虑资产配置也

容易引发资金流向

A

股蓝筹股，这一

预期很有道理。不过，笔者认为两地出

现大幅价差有多种原因， 并不仅仅是

一个沪港通就能完全改变的。 我们需

要换位思考一下，国际资本会在

A

股

市场买什么？ 通常而言会买他们在别

的市场买不到的如传统中医药股等，

云南白药、片仔癀、东阿阿胶等的走势

已经验证了这一判断。 投资者不妨再

想想还有哪些股票。

除此之外，地产股也值得关注。今年

中国楼市将以去库存为主要目标， 近期

各地陆续放开限购， 这是去库存的一个

重要前提，闸门之一已经打开，接下来需

要放松信贷以打开另一道闸门了。 有意

思的是， 刚要瞌睡就遇上送枕头的。 近

日， 有消息称农业银行上海地区

8

月利

率定价预通知，从

8

月

1

日起，上海商业

贷款金额

200

万

(

含

)

以上基准利率

0.95

倍优惠。 农行被确认给出规模以上的利

率优惠，说明按揭利率有所松动，市场对

按揭放量的预期提升。 限购大规模松动

之后，按揭若能从预期或实质改善，房地

产形势将趋好。当然，鉴于地产股已经上

涨了一段时间，目前面临短期回调风险，

地产相关受益股如装饰股、 电梯股或许

更值得关注。

本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十项措施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

题，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

草案

)

》， 推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这些措施在维持现有货币政策稳定的

情况下，要求通过中间环节的清理降低

间接融资成本，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并

定向投给小微企业等政府支持领域。 尽

管此举并非降息，但仍可以看作是结构

性的变相降息。 因为措施最终传递给受

益领域的，就是融资成本的下降。 这种

结构性的变相降息， 利好实体经济，降

低资金价格，资产类股估值都有望受到

提振。 因此，券商、银行和地产股这几天

都表现出色。 不过，银行其实是让利者，

尽管贷款利率下降，但其成本并未同步

下降。 考虑到十项措施中继续提出要大

力发展直接融资，券商显然是直接受到

这一政策支持的品种。 因此，在金融股

的选择中，优选券商而非银行，或许是

更合理的策略。

当造假潜在成本低廉时

罗峰

这两天，家人问我：你说还会有人吃

肯德基、麦当劳吗？

我不知道这些餐厅的客流会不会

减，减多少，但我觉得“上海福喜问题肉”

这样的事，以后还会发生。为什么？ 看到

网络和媒体上对于此事不管怎样表述，

最终都是落到对这两家名头大的餐饮企

业各种指责， 反而对于始作俑者没有强

烈的追究意识，铺天盖地的，都是要求追

究肯德基、麦当劳的责任。一众媒体和自

媒体，讲的是“麦当劳还没道歉”、“洋快

餐滚出中国”等等。

麦当劳当然需要道歉， 最终是它的

食物成品面对消费者。 但目前都没看到

媒体和新媒体指出麦当劳、 百盛等餐饮

企业也是受害者。 麦当劳花了正常品质

原材料的钱， 却收到了掺杂过期或变质

食材的货， 这是福喜问题肉事件中的核

心事实。 从曝光的电视内容中也可以看

出，当麦当劳人员来检查时，上海福喜

人员藏起了一些过期物品的包装袋。

作为餐饮企业， 麦当劳等原意并非以

低价收购过期食品。这个事件中，消费

者是受害者，餐饮企业也是受害者，上

海福喜是施害者。 这么浅显的逻辑和

法律关系，如果说各路新媒体人士、记

者、评论员看不清，那是挺遗憾的事，

关系到初级的专业水平；如果看清了，

大家还把重心模糊了， 这就是我觉得

以后还要发生食品安全重大社会事件

的原因。

此事逻辑原本是这样的： 最大责

任是上海福喜；然后政府部门失职；最

后采购方失察。在媒体圈多年，我能感

知为何电视曝光事件后各媒体跟进时

的准心出现偏离， 因为媒体负面报道

的惯常做法是把攻击重心放在最大企

业上，小企业缺乏关注价值。 所以，如

果一些媒体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福喜其

实是超大型的企业 （全球最大食品加

工企业之一），那么福喜早被后续报道挖

地三尺了。

从维护社会食品安全、 保护消费者

的角度， 施压麦当劳等餐饮企业加大保

障食品安全的力度、 督促餐饮企业解决

安全隐患， 媒体这样的做法是推动社会

进步的， 但把主要责任归到采购方而不

是对造假方穷追猛打，只能说私心作祟。

上海警方已经刑拘了上海福喜公司的一

些人士， 为何没有对麦当劳等企业采取

司法手段，或者说能不能采取司法手段？

如果没有证据显示餐饮企业和上海福喜

串通掺假， 那么采购方在法律上没有罪

过，消费者身体受到损害，可以起诉餐饮

企业，餐饮企业可以再起诉上海福喜，说

到底在法律上几方关系就是这么回事。

采购方在法律上没有罪，不表示没有错。

作为典型的服务业， 食品餐饮企业如果

不能使消费者重视的问题得到放心的解

决，终要损失市场，这是企业自身压力、

动力所在。

上海福喜是福喜大公司的一员，并非

只提供给国内餐厅。福喜公司向欧美等市

场发送的货物检验程序远比向中国所提

供货物要严格，更别说掺杂过期肉品。 在

一些国家，食品企业造假，一次出事就够，

要么被罚得破产，要么被判决向消费者赔

得破产。 掺假多出来的收入，如果远远抵

不上潜在的巨额罚赔，企业也不会去花心

思造这点假，犯罪成本太高了。

直到近日， 终于有少数媒体开始想

起职能部门的事， 上海福喜不光经过了

历次有关部门检查， 还获得了当地政府

的食品安全表彰。 一些媒体大概是闹了

一大圈发现， 那些炮火猛轰的餐饮巨头

在法律上找不出大的缺陷， 只能说失察

了，那失察的监管部门可是有大缺陷。

近日， 南方又曝光一起橄榄油换保

质期标签的事件。 国内食品造假屡禁不

绝， 说到底各种造假还是中国人自己坑

害中国人，如不关注问题产生的根源，势

必还要令人悲观。

莫做“最好时代”的叶公

曾宪斌

“这是个最坏的年代，这又

是个最好的年代” ， 狄更斯这句

名言放到今天的股市是再恰当

不过了。

说“最坏的的年代”好理解：

如今上证指数在 2000 点上下波

动。这个点位居然低于 14 年前的

2000 年的收盘价 2073 点；5 年上

证指数熊冠全球； 与中国经济十

多年来高速增长背道而驰； 股市

哀鸿遍野，宝马进奥拓出，姚明进

潘长江出，加之新股发行（IPO）

扩容等利空不断传来， 股民们怨

声载道，绝望情绪周遭弥漫。真是

个“最坏的年代” 。

然而祸兮福所依， 天下大

道，无非阴阳。 “最坏的年代”

必定转向“最好的年代” 。从投

资的角度看，低买高卖，最低点

就是“最好的年代” 。现在不正

是时候吗？市盈率最低、市净率

最低、股价最低、股息最高，许

多股票的分红已远高于 5 年银

行定存， 买这些股票无异于零

风险投资等等， 一切投资者翘

盼的要素都已完备。 政策又撑

腰：5 破 2000 点后 5 次迅即拉

起， 如今虽然离 2000 点不远，

却难有再碰到 2000 点机会了。

历史大底清晰可见。这一点，市

场、 技术、 政策、 人心取得共

识。 当然称得上是难得的“最

好的年代了” 。 恰恰在这种机

遇面前，许多股民叶公好龙，踯

躅不前， 地价地量就是最好的

证明。

笔者一直在探究股市里为

什么有“七亏二平一赚” 的现

象。其实，从地价地量到天价天

量的过程就以最直白的方式为我

们作了演示： 地价时， 只有极少

数有眼光有胆识的投资者不再惧

怕利空的恐吓， 大胆抄底， 主动

求套； 而多数投资者怀着叶公好

龙的心态， 首鼠两端。 待行情逐

渐展开， 加入者才逐步增加。 所

谓 “羊群效应” ， 大部分投资者

是在太阳当头照、 阳光最猛烈的

时候冲进去。 成交量成倍、 成几

倍、 成十倍放大到几千个亿。 殊

不知，那时的太阳却要西斜，“西

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 地价地

量的投资者开始全身而退。 可怜

那些“天量 ” 的抬轿者，那些情

绪亢奋、在 6000 点望着 10000 点

的投资者，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

似买了 6000 点的中石油！ 如今，

他们中的部分人早已挥泪斩仓出

局 ， 有的还在高高的山岗上站

岗。 最惨者是在地价地量的底部

熬不住，卖掉地板价的股票。

投资是分境界的， 消息派、技

术派、 政策派等都不是最高境界。

要真正立于不败，就一定要学道德

经的阴阳哲学观， 更不能叶公好

龙。 其实要达到前者的层面就不

易，不当叶公就难上加难。 如今的

例子就摆在面前。 大盘每天区区几

百亿的成交量，说明大部分股民都

在作壁上观。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要等到股市人气鼎沸之时，人人都

说股市只赚不赔之日才会忙不迭

地冲进去，抬轿的抬轿，站岗的站

岗。 多数人依然会叶公好龙，高买

低卖，周而复始。 原因嘛，也简单：

人性如此。

看官，股市漫漫熊途已到了尽

头，黎明前最黑暗，最难熬的时间

已经过去，曙色渐明。 面对历史大

底，你是叶公吗？

疯言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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