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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银行股当家 美股科技股称霸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对于

A

股投资者而言，说起市

值巨头自然就会联想起银行股。 而

在美股市场， 市值排名前

5

位已经

被科技企业全部包揽。

如今， 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

挡科技公司领跑美股市值巨头的

步伐。 美股市值排行榜中，前

3

名

为苹果、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

微软。其中，苹果公司市值为

6311

亿美元。 亚马逊的股价在

9

月期

间大涨

8.86%

，市值跃升至目前的

3876

亿美元， 从而超越巴菲特执

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为美股市

值第

4

高的企业，紧随其后的则是

Facebook

。 至此，美股市值前

5

位

全部被科技企业占据。此番景象史

无前例， 哪怕在互联网泡沫的

2000

年也未曾有如此盛况。 当今

的股票投资者表现出对科技公司

的巨大狂热， 让越来越多的科技

企业或是有互联网基因的企业涌

上榜单。

此外， 从美股上市公司市值分

布来看，达到

5000

亿美元市值有两

家， 市值在

2000

亿至

5000

亿美元

之间的有

18

家，而在

200

亿至

500

亿美元的公司数量最多， 达到

222

家。美股市值

500

强中，科技企业共

计

114

家，占比

22.8%

。

在美上市中概股企业里， 阿里

巴巴截至

9

月底的市值达

2617.2

亿美元，排名上升至

11

名，成为在

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中市值最高的公

司。 此外，在微博、阿里巴巴等互联

网中概股股价上涨的带领下， 彭博

中概股指数近日已逼近去年

6

月

12

日创下的阶段性新高。

与美股市值排行榜完全不同的

是，

A

股市值排名前

5

位基本被银

行占据， 只有中国石油位列第二。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底工商银

行以

15568

亿元位居市值排行榜第

一。此外，市值前

20

位就有

10

家银

行股， 科技企业在

A

股市值前

500

名中只有

75

家，只占

15%

。

其实， 一直有投资者担心美国

科技股的上涨反映银行业的影响减

小，另一方面目前只有科技这一“生

产力”能维持盈利。 不过，科技行业

在过去

12

个月的盈利约占美股整

体市场的五分之一， 与科技股的

21%

市值比重相符。

2000

年互联网

泡沫时， 科技股的市值比重几乎达

到

35%

， 但盈利比重却只有

15%

。

美国世纪投资公司的资深组合投资经

理里奇表示， 现在的科技公司与互联

网泡沫时不同， 目前的股价升高是建

立在盈利表现良好的基础之上， 这和

十几年前只拍胸脯承诺却没有钱入账

的状况不同。

对于美国科技股不断刷新的市值

纪录，还有这么一个观点：股票市场中

难以有科技股板块那样的增长速度。

投资者更倾向买入快速、 超量增长的

公司股票， 因为这代表着长期每股收

益增长更容易实现。换句说话，投资者

押注科技股， 是因为他们在市场的其

它地方找不到类似的“增长”。

之八

管理变革激发活力 海康威视启动新增长引擎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你已进入电子监控区域。 ”这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温馨

提示。如今，国内视频监控行业的发

展，已经由原先的覆盖建设为主，进

入高清化、网络化与智能化阶段，成

为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石。

在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大潮

中，海康威视是行业的排头兵。去年

5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浙江期

间，亲临海康威视考察，对他们拥有

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表示肯

定，并作出了“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资

源”的重要指示，勉励公司不断完善

创新管理机制， 以更好地激励人才

创新。

海康威视总经理胡扬忠表示，

在海康威视近

15

年的创业历程中，

围绕人才的激励有几次重要的股权

变革， 对于公司的健康发展产生了

关键而积极的影响。

多途径网罗人才

1539

亿元， 这是海康威视

10

月

20

日收盘后的总市值。按此体量

排序，位居公司所属的“中小板”首

位。 与之对应的是，公司连续

13

年

年营业收入和年净利润都获得了

20%

以上的增长， 每个季度的收入

和利润同比都增长。 今年三季报出

炉后，券商机构又纷纷给出“强烈推

荐”、“维持买入”评级。

成立于

2001

年的海康威视，位

居杭州滨江区的钱塘江畔。 公司是

我国领先的视频产品和内容服务提

供商， 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视频产

品、 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与内容服

务，并针对金融、公安、电讯、交通、

司法、教育、电力、水利、军队等众多

行业提供合适的细分产品与专业的

行业解决方案。

海康威视提供的产品和方案，

销往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

60

年国

庆大阅兵、“

G20

”杭州峰会、美国费

城平安社区、韩国首尔平安城市、巴

西世界杯场馆、 意大利米兰国际机

场等重大安保项目中， 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

“人才是海康威视取得现有成

绩的核心动力， 也是未来持续发展

的根本保障。 ”胡扬忠指出，公司一

方面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资， 一方

面在制度设计上下大力气： 公司陆

续建立了完善的培训制度、 通畅的

任职资质体系、 富有弹性的人才评

鉴和干部储备机制，除此之外，合理

而充分的股权激励是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的重要手段。

实际上，在上市之前的股改过程

中，海康威视就设立了威讯与康普两

家股权投资公司， 作为高管团队与

创始员工的持股平台， 充分保证了

管理层框架的稳定性；在

2012

年与

2014

年，海康威视又先后两次，向共

计约

1700

人次的骨干员工授予限制

性股票，合计占公司股本约

1.7%

。

为何如此重视人才？胡扬忠称，

由于业务的特性， 公司的研发和整

体方案解决能力将成为公司最核心

的业务竞争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

锻造以及能力下的成果显现都需要

一定的时间沉淀， 因此核心人才的

稳定性便至关重要。

试点创新业务跟投机制

“早在

2~3

年前，由于海康威

视体量太大，成长性受到外界关注，

他们担心公司会遭遇天花板的困

扰。 ”如今，胡扬忠用事实回应外界

的忧虑，

2009

年

~2015

年， 海康威

视营收复合增长率约

50%

，净利润

复合增长率约

45%

。

持续的高速增长， 与海康威视

的创新不无关系。 可能有个细节并

不被大家熟知，去年被习总书记“点

赞”的海康威视研究院的研发团队，

很多都是

90

后， 这支年轻的队伍

中，博士、博士后以及硕士研究生的

占比接近

70%

。

在业务分工上， 他们主要负责

视频智能分析、图像处理、编解码等

技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 并负责公

司全线智能产品的研发。

2015

年，

在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和芝加

哥丰田技术研究所联合创办的

KIT－

TI

算法评测中， 海康威视两项视觉

识别技术，评分均排名世界第一。

目前， 尽管海康威视的盈利增

长仍来自主业视频应用， 但这不妨

碍它在创新业务上的扩张。今年来，

海康威视先后发布了 “行业级无人

机”、“工业相机”及“智能仓储机器

人”等创新业务产品。

以仓储机器人为例， 一款命名

为“阡陌”的智能仓储机器人系统，

已于今年

2

月出现在海康威视的工

厂之中。据介绍，“阡陌”系统是通过

移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劳作， 作业

人员只需要进行“必要”的管理与操

作， 其他各项作业均可由机器人来

完成，把原来的人到货、人找货、人

搬货变成现在的机器找货、搬货、货

到人，大幅提高了仓储管理效率。

这些让外界看起来眼花缭乱的

创新业务， 是海康威视一直坚持创

新的结果， 也是公司试点创新业务

跟投机制的重要体现。

去年

10

月，海康威视拟定的《核

心员工跟投创新业务管理办法》，获

得股东大会批准， 这也成为公司发

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跟投创新机

制， 将把一批批核心员工的事业梦

想与公司创新业务发展融为一体，

摆脱核心员工创新激情生命周期的

宿命和产业生命周期的宿命。

今年， 海康威视积极布局新市

场，培育新业务。在视频监控的传统

主业之外，启动实施基于风险共担、

利益分享的创新跟投方案， 孵化培

育互联网视频服务、机器视觉业务、

汽车电子等新兴业务， 为公司的持

续发展增加更多可能性。此外，公司

也在继续对具有较好前景的新兴市

场和新兴业务进行布局， 为公司未

来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期待激励机制更完善

连续多年的高速成长， 几乎让

人忘记了海康威视国资的性质。 实

际上， 隶属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

海康威视， 也同样会遇到国企改革

的难题。

从

2010

年上市以来，海康威视

的市值从

300

多亿稳步成长到现今

的

1500

多亿，股权激励的成本不断

增加， 而高市值上市公司的股价提

升速度也逐渐放缓， 股权激励的边

际效应不可避免地下降。同时，由于

国内股市的波动相对剧烈， 与经营

业绩的关联相对较弱。

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来说，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授予激励对

象的股权激励预期收益水平， 控制

在其薪酬总水平 （含预期的期权或

股权收益）的

30％

以内；股权激励

收益占授予时薪酬总水平的最高比

重，原则上不得超过

40％

。

对于海康威视来说， 造成的局

面是无法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

展有直接影响的管理人员和核心骨

干员工充分授予股权， 实施充分有

效的股权激励， 也无法让员工充分

获得激励收益， 这就背离了激励的

初衷，限制了激励效果。

在推动国资改革的过程中， 国资

委出台了 《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

分类的指导意见》，其中将国有企业分

为商业类与公益类。 业内人士认为，海

康威视所属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

业， 公司的经营模式也是按照市场化

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 独立依法展开

生产经营活动， 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大

幅增值，每年为大股东贡献大额分红，

完全符合商业类公司标准， 应该在股

权激励等机制创新上有所区别。

海康威视称， 当今的商业竞争就

是人才的竞争，对于公司来说，有竞争

力的人才激励机制是赢得发展的保

证。 公司期待国资委等大股东，推出更

有力的制度设计和相关政策， 支持海

康将股权激励的效果落到实处， 期待

大股东从帮助海康业务发展的角度有

更多的投入， 推动公司经营的良性循

环。 公司会利用股权激励等工具，推进

更多合理的制度性尝试， 不断完善以

人为本、共同成长的人才体系，一步步

向卓越公司迈进。

资料图

当香港建筑工人

遇上楼市回暖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近日，有这么一则消息成功“刷屏” ：香港

建造业工人月薪高达 16 万港元 （约合 13.9 万

人民币）。

专业人士、 金融才俊……看过港剧都明白

这些名词是对拥有好工作的人的“好评” 。 不

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金融才俊们近年

来日子远没有以前好过， 就像投行裁员等等消

息常常出现。 相反，今日一朝成名、飞黄腾达的

造富神话， 已经悄悄转移到另一个让不少人意

外的群体：建筑工人，俗称“地盘佬” 。

近日， 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公布香港建筑工

人 2016 至 2017 年度 16 个工种的加薪幅度，预

计 25 万人可获加薪， 平均薪资加幅 7.75%，其

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混凝土工人， 日薪可达

2500 港元（约合 2170 元人民币）。 据香港媒体

报道，甚至有的香港建造业工人月薪高达 16 万

港元。

令人艳羡的香港建筑工人工资， 让许多上

班的白领一族大受打击，不过这钱赚来可不容

易。 已经回深圳生活的陈先生告诉记者，作为

一个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通建筑工人，日薪也并

没有传言中那么高，而且工作非常辛苦，并不

是每天都有开工的机会，往往要“靠天吃饭” 。

最重要的是，即使收入看起来还算不错，但很

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做这行。 陈先生还特别说

道，这些年香港政府有很多大型工程才有能力

支付这个价格，这些大型工程结束之后，工资

或许就会降下来。

即使工资再高，沾上“股市”后的变化才是

“人生赢家” 的基础。说起建筑工人成为人生赢

家的励志故事， 就要说起一只香港土木工程股

票。数据显示，联旺集团自从 4 月在香港上市以

来，已暴涨近 6400%，目前股价接近 17 港元。据

悉， 联旺集团主营业务为香港本地的土木建筑

工程，包括道路及排水工程、结构工程、地盘平

整工程等，其中大股东之一黄永华，当地媒体指

出他在 40 岁才转行做装修工，从此走上人生的

康庄大道。

无独有偶， 此前一直处于低迷的香港楼市

现在却悄然升温。

据美联物业提供的香港楼价走势图，从去年

8月开始香港楼市就出现向下的趋势， 到今年 3

月建筑面积的平均呎价已从去年 8月的 8740港

元跌至 7665港元。 不过，今年 9月香港以建筑面

积计算的平均呎价已经回升到 8249港元。 内地

买家一直是支撑香港房价的一个因素。

一个是“盖房子” ，一个是“卖房子” ，16

万港元月薪、人生赢家和楼市回暖，都是房地产

行业“财富效应”下的不同写照。

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３９９００１

深证成指

１０７８４．３３ ０．２５％ ３９９３１１

国证

１０００ ３７８８．６３ ０．１３％

３９９００５

中小板指

６９７３．２３ ０．６２％ ３９９３１４

巨潮大盘

３３７３．１２ ０．１０％

３９９００６

创业板指

２１９３．２６ ０．３８％ ３９９３１５

巨潮中盘

４３３４．７０ ０．０９％

３９９３３０

深证

１００ ３８０３．６５ ０．２１％ ３９９３１６

巨潮小盘

５７１４．４８ ０．２４％

３９９００７

深证

３００ ４２８８．８２ ０．１９％ ３９９５５０

央视

５０ ５０４４．８９ ０．３０％

３９９１０３

乐富指数

６０６８．２０ ０．１４％ ３９９３７９

国证基金

６４０１．６５ ０．１３％

３９９３０１

深信用债

１５４．６８ ０．０５％ ３９９４８１

企债指数

１３２．２９ ０．００％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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