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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和夏普回归中国市场靠谱吗？

向琳

在国内手机品牌角逐激烈的时刻，

黑莓与夏普分别宣布回归中国市场。 8

月 8 日， 黑莓在国内发布 BlackBerry�

KEYone，同日夏普在中国发布 AQU-

OS� S2全面屏手机， 售价分别为 3999

元和 2499元，两者都主打中高端市场，

亦都选择了京东作为独家线上销售平

台，并签订了三年包销协议。

不过， 这次回归不免让人生疑，虽

然中国市场庞大且有潜力，但在市场竞

争激烈的时刻选择回归真的明智吗？

2016 年，黑莓成为富士康旗下的

子公司，宣布不再研发智能手机硬件，

只负责手机软件部分，并与 TCL 通讯

签订授权许可协议，TCL 可以使用黑

莓安全软件及相关品牌产资来设计、

制造和销售黑莓移动设备。 但是 TCL

手机类产品销量并不抢眼，在 2015 年

取得国产手机海外销量第一的成绩之

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2016 年的年销

量为 6876.6 万部， 相比 2015 年下降

了 17.7%。2016 年 4 月，夏普也被富士

康的母公司中国台湾鸿海集团斥资

224 亿人民币收购其 66%的普通股股

权。富士康科技集团资深副总裁、夏普

手机全球 CEO 罗忠生提到夏普这次

回归中国是“首战即决战” ，他认为，

在 5G 到来之前， 全面屏将是智能手

机出现的最大的技术变革， 而这正是

夏普的时机， 因为全面屏手机正是源

自夏普。夏普在 2013 年已经推出了全

球首款全面屏手机， 而且富士康在上

游器件采购和产能方面的优势也能给

予公司全力支持。

但是，笔者看来，在早已趋于饱和

的中国市场， 夏普和黑莓不一定有机

会翻身。 根据全球知名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发布的中国手机 2017

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 国内品牌占据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87%的份额， 排名

前四的品牌分别是华为、OPPO、Vivo

和小米，远超苹果和三星。国内手机市

场已然是一片红海，集中度相当高。

其中，Vivo表现出色，通过强大的

线下门店和销售， 市场份额增加 3.8%

增幅排名第一， 同比增长率高达

28.79%。 而且除了中国市场之外，国产

手机在海外的地位也在不断增加在海

外的投资。 小米与富士康合作，在印度

南部设立了小米的第二家工厂；OPPO

在印度建立了 1000 亩的工业园，预计

建成后可年产手机 1 亿部；Vivo 也与

NBA 和世界杯联手，帮助扩大其国际

影响力。

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对

于全球手机市场的看法一直未变，他

认为， 全球手机市场将经历一个三到

五年的洗牌期，在这个时期之后，全球

能存活下来的手机厂家只有三到四

家，不会超过四家。他也一直强调华为

手机要做一个长跑选手， 因为整个行

业都在变化， 华为比的是长久持续的

发力。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国市场，

苹果也在不断发力， 在中国专门设立

大中华区掌门人。在此之前，苹果大中

华区事务均由美国总部管理， 除此之

外还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今非昔比，

黑莓和夏普的回归主打情怀， 但是情

怀对如今的消费者来说， 似乎也真的

仅仅是情怀而已。 尤其是对于智能手

机这种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竞争的市

场， 要靠情怀长久的生存下去并不现

实。 而且，万众期待的 iPhone8 也要到

了， 不少消费者都没有更换性能与

iPhone� 6 差不多的 iPhone� 7，都处于

观望状态， 相信这能进一步刺激

iPhone� 8 的销量。 要在这种情况下突

围中国市场， 黑莓和夏普必须走出一

条不一样的道路才能生存下来。 例如

黑莓推出全新的 KEYone，搭载传统物

理全键盘和触摸屏， 为了中国消费者

使用安卓操作系统， 这对于老一辈的

莓粉来说可能违背初衷， 对于适应了

触摸屏的年轻人来说又是很多余且不

方便的设计。 并不出彩的配件加上

3999元的价格，似乎难以抢占市场，必

须要有更令人惊喜的设计或者是优惠

的价格才能打动消费者。另外，笔者认

为，对于黑莓和夏普来说，选择京东作

为单一的销售渠道风险较大， 扩大销

售渠道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作者系天元金融高级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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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同股不同权” 投资者权益保护是前提

吕锦明

港交所关于围绕设立“创新板”

展开的市场咨询在本周五结束， 咨询

期间业界对相关建议存在比较明显的

分歧。值得一提的是，在咨询临近结束

前夕，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开表

态称，香港市场容纳“同股不同权”等

特殊结构的公司是有必要的， 并强调

对市场意见持开放性态度。 香港特区

政府对鼓励港股市场接纳“同股不同

权”的支持和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通常， 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多为

一元制，即所谓的“同股同权” 、一股一

票。 但在发达市场上，还存在二元制股

权结构（又称“双重股权结构” 、AB股

结构），即管理层可以少量的资本控制

整个公司，故而将公司股票分高、低两

种投票权，比如：高投票权的股票每股

具有 2票至 10票的投票权， 称为 B类

股，主要由管理层持有；低投票权股票

由一般股东持有，1股只有 1票甚至没

有投票权，称为 A类股。作为补偿，高投

票权的股票一般流通性较差，一旦流通

出售，就会从 B类股转为 A类股。

2013 年，阿里巴巴曾想以 AB 股

形式赴港上市，这在实行“同股同权”

的香港市场引发不少争议。 在历经一

段时间的博弈后，2013 年 10 月，阿里

巴巴宣布放弃赴香港上市， 转而投奔

美国市场。究其原因，阿里集团所实行

的“合伙人制度” 基本采取“同股不

同权” 的架构，与香港市场现行的“同

股同权” 要求有所抵触，且当时各方

也找不到回旋的余地。

与香港市场不同，美国允许“同

股不同权” 的公司上市，因此，很多知

名企业在赴港上市碰壁之后就转去美

国上市，这其中除了阿里巴巴之外，还

有新浪、微博、网易、百度、搜狐等科技

公司。港交所发布的统计报告称，目前

有 116 家内地公司在美国上市，33 家

(28%)采用了不同投票权架构，市值高

达 5610 亿美元，占所有美国上市内地

公司市值的 84%。 其中 18 家(55%，市

值占比 84%)为科技公司。

业界普遍认为， 与阿里巴巴失之

交臂，促使港交所在 2014 年 8 月公布

了“不同股票权架构概念文件” ，就是

否应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展开探讨。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指出， 相关的

咨询关乎“香港市场未来竞争力” ，同

时强调港交所 “没有任何预设立场，

只为提供一个理性辩论的舞台” 。

既然如此， 香港市场各方为何又

不能统一意见和立场， 放开胸怀拥抱

“同股不同权”呢？

很显然， 采取“同股不同权” 架

构， 事实上存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

股东权利的不平等，容易导致“一股

独大” 、中小股东权利被削弱等情况，

主要表现在两类股东在公司的决策权

与分配权上的不平等， 以及在两类股

票在证券市场上的流通性不同， 非流

通股股东在公司中拥有控股地位。

由此可见， 香港市场对上市公司

股权架构的要求是否需要从现行的

“同股同权” 向“同股不同权” 去转

变、又将如何转变，首要解决的问题是

怎样保证市场公平和维护投资者权

益。 有市场人士提出，并不是所有在创

新板上市的公司都可以采用“同股不

同权” 架构，应当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

角度，对其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制衡。

因此， 建议监管方面有规划性地针对

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公司实行“同股

不同权” ，同时对其从信息披露、治理

结构的角度引入一些新的监管机制，

以确保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量化基金的对与错

陈嘉禾

2017 年前 8 个月，随着蓝筹股一

路走高、小盘股行情持续疲软，许多

量化基金的业绩不尽如人意。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许多量

化基金在这段时间里的失落呢？ 量化

模型难道不是掌握大数据、进行常人

无法进行的分析吗？ 它们难道不是可

以理性投资、 不受感情波动困扰、因

此更容易取得超额回报吗？

其实，在笔者看来，问题就出在

大多数量化基金的选股策略上。 从大

类来说， 量化投资策略可以分成几

种：高频交易、事件驱动、多因子选

择、趋势跟踪、基本面优化等等。

在 A 股市场， 由于 T+1 交易制

度和更高的交易费用，以及衍生品的

匮乏，导致高频交易型量化基金相对

较少。 事件驱动型基金则需要强大的

数据分析能力， 比如能够实时读取、

归类、智能分析互联网上的各类不规

则信息，这超出了许多基金管理者的

能力范围。

基本面优化本身是一个非常好

的策略，2017 年前 8 个月中， 使用这

种策略的量化基金普遍取得不错的

回报。 不过，鉴于基本面优化基金往

往需要更长的持股周期，这也就意味

着它们需要更有耐心的投资者，而后

者恰恰是 A 股市场所缺乏的。 因此，

在 A 股市场，基本面优化型基金从来

都不太受人待见。

结果最后，在基金投资者与基金

管理者的双重共同选择下，A 股市场

剩下的、 也是最适合市场口味的，多

是多因子选择型量化基金，辅助以趋

势跟踪型量化手段。 而这两种量化分

析手段有一个通病：根据过去的股价

表现预测未来。

对于主流量化基金采用的多因子

策略来说，它们会选择在过去对股价最

有正向作用的因子，从而在未来选择具

备这些因子的股票作为持仓。对于跟随

趋势的量化策略，即过去的股价意味着

将来股价的走势，你绝对不会在趋势系

统向上的时候做空一只股票。

过去多年，市值因子成为多因子

模型中最有效率的因子。 如果你按照

基本面选择股票， 那么得到的回报远

不如按照市值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

虽然按市值选股票从财务、 从基本的

角度来讲，可以说是完全无厘头（市

值的大小能和企业的价值有多少关系

呢），但是从数据的角度来说，小市值

就是影响股价的最有效的因素， 而小

市值股票的长期趋势也是最好的。

问题是，2017 年的前 8 个月，恰

恰是过去最有效的股价因子不再有

效、过去走势优秀的股票不再优秀的

一段时间。 在过去多年中表现优异的

小市值股票，在这段时间里展现出了

严酷的估值下行。 反而，估值更低、基

本面更稳健的蓝筹股，价格大涨。

从均值回归、价值回归的角度来

说，高估的小市值股票的估值和低估

的蓝筹股估值彼此向对方靠拢，是有

极大概率的事情。 但是，对于机械的

多因子模型、趋势模型来说，小市值

股票的基于历史表现推测出的未来

上涨概率，则远大于蓝筹股。 这也就

导致了主要采取这些策略的量化基

金， 在 2017 年的前 8 个月遭到了大

幅挫折。

事实上，如果我们本着“历史数

据就印证未来” 的思路研究，我们会

错判非常多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最优

秀的判断，从来都不是根据“现有数

据” 做出的， 更多的是依据经验、规

律、细致的洞察、恢宏的远见。

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根

据中国经济一直以来的低迷状态做

预测，你就不会预测到之后几十年里

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 而郭嘉为什么

能在官渡大战之前，用“袁绍有十败、

曹操有十胜” 预测到大战的结果？ 难

道“四世三公、门多故吏、部下能事者

极多” 、兵精粮足占据地利的袁绍，历

史数据不比兵粮不足、 身处四战之地

的曹操更好看吗？ 至于日本军队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器设计， 其海军

重巨舰大炮，其陆军重射击技术、轻连

发武器， 都是牢牢抱住历史经验和数

据不放的典型代表。

所以说， 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

然，非算之上。相比于基于历史股价波

动分析的多因子策略、趋势策略，那些

真正基于价值优化的量化策略， 其长

期的表现更值得期待。

因为， 这种价值优化策略并不理

会 “历史上股价到底是怎样波动” 这

个虚无缥缈的因素， 而是持续试图让

自己的持仓变得“又好又便宜” 。“又

好又便宜” ，恰恰是长期投资成功的基

石， 也是无数价值投资大师的制胜法

宝。 将这种法宝，配以量化投资的大数

据分析， 自然就能让投资者的长期业

绩如虎添翼。

（作者系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研发中心执行总监）

不妨“高标” 处理IPO财务核查问题

杨苏

陈毅元帅有警句，“手莫伸，伸手

必被捉” 。 但如果捉住后就放掉，那么

勇敢伸手一定是所有聪明人的第一选

择。 在近些年的 IPO 进程中，已有上

百家公司撤回材料终止上市， 有的可

能是大股东意愿或者其他合理因素，

有的可能存在财务造假。

IPO 财务核查的作用， 被很多市

场声音解读为缓解“IPO 堰塞湖” 。如

果从这个角度看待， 那么许多排队

IPO 企业知难而退， 就已经达到了大

家的预期，根本不应该再追着不放。其

实不然， 如果严格处罚财务核查发现

的财务造假等违规违法情节， 那么会

有很多公司根本不会有胆量尝试

IPO。 相反，恰恰是并不高昂的违法成

本，让许多企业敢于粉饰业绩，赌一赌

有无成功上市的运气。

笔者注意， 在已经过会的情况下，

有些企业被监管部门财务核查发现问

题，最终被移交稽查部门，不过处罚结

果并不一样。违法违规问题主要集中在

账册虚假，比如少列成本、虚增营业收

入等重大账务造假行为，或者货币资金

余额虚假记载，伪造银行对账单等等。

在可以查询的处罚案例中， 撤回

IPO 材料的公司被罚款 60 万元，相关

责任人被处以 5 万元、10 万元或 30

万元不等的罚款， 其中 10 万元和 30

万元罚款的人数较少， 辅导公司 IPO

的中介机构人员则处以市场禁入的严

厉处罚。 监管部门认定的违法情节包

括，IPO 审计时银行账户函证程序缺

失或未有效执行， 关联方核查程序未

有效执行，对客户的走访流于形式，部

分结论没有底稿支持等等。

笔者认为，从处罚力度上看，现行

法规对于 IPO 造假没有达到应有的

震慑力。从处罚案例数量上看，IPO 公

司接受监管部门财务核查的数量所占

比例小， 所以撤材料终止上市的企业

基本毫发无损， 被核查出问题的公司

也完全可以承受处罚成本。 在较长的

时间内， 有关加大处罚力度的规则修

改并不能立马实现， 所以还会有相当

数量的公司存在“带病” 冲击 IPO 的

冲动。

IPO 公司竞争对手或者相关利益

方的举报和诉讼， 可以视为另一种有

力的资质“核查” 。 2017 年上半年，已

有几家准备发行的公司因遭到举报而

暂停了上市进程， 这些举报者向政府

各个职能部门实名检举， 并频频向媒

体爆料，把阵势摆得很大。 另一方面，

针对已有的诉讼和举报， 部分公司

IPO 时承诺， 实控人承担一切可能的

法律风险，以求顺利上市。

笔者认为， 公司承诺的作用应当

弱化，因为公司为了顺利 IPO 可以做

出无法实现的承诺。 2016 年底，最高

人民法院针对美国篮球明星迈克尔·

乔丹与乔丹体育的商标案， 做出后者

侵权的判决。其实，乔丹体育早在 2012

年过会，但在迈克尔·乔丹起诉不久后

终止 IPO。 此案只是因为迈克尔·乔丹

而被市场高度关注， 不知道有多少公

司的涉诉案件， 有着大股东的一纸承

诺，不再成为影响 IPO 的风险因素。

恶意举报终止公司 IPO 的情况

时有发生，正常因素自行终止 IPO 的

情形也存在，但多数情况下 IPO 成功

的巨额收益， 总会吸引人们以身试

法，违法违规也在所不惜。 笔者认为，

让真正做业务的公司享受资本市场

的力量，让自身不足的公司继续练功

准备，让主动造假的公司得不偿失甚

至万劫不复，才会有健康的二级市场

投资环境。

� � � � � �【琳听财经】

黑莓和夏普的回归主

打情怀

，

但是情怀对

于当今的消费者来

说

，

似乎仅仅是情怀

而已

。

� � � � � �【明言至理】

并非所有在香港创新

板上市的公司都采用

“

同股不同权

”

架构

。

� � � � � �【股市笙歌】

从处罚力度上看

，

现

行法规对于

IPO

造假

没有达到应有的震

慑力

。

【明远之道】

从均值回归

、

价值回

归的角度来说

，

高估

的小市值股票和低

估的蓝筹股估值彼

此靠拢

，

是极大概率

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