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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C与谷歌再度牵手 意在虚拟现实市场红利

向琳

9 月 20 日，宏达国际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HTC）发布公告称，因有重

大消息公布，将次日起暂停交易，公司

将在发布消息之后申请重新交易。 外

界纷纷猜测或是涉及 HTC 手机业务

出售事宜。 9 月 21 日，HTC 与谷歌共

同签署了收购协议，根据协议，谷歌将

以 11 亿美元收购 HTC 为谷歌代工

的 Pixel 手机部门（原 ODM 部门），

而 HTC 原有的手机研发部门将会继

续保留，HTC 的移动设备部门的部分

成员将加入谷歌硬件部门， 谷歌也将

通过这项协议获得 HTC 的部分智慧

财产权非专属。HTC 财务总监沈道邦

表示，交易不会影响自有品牌，并透露

已在研发下一代旗舰机， 与谷歌交易

所带来的资金将会帮助 HTC 在未来

能聚焦在 AI、5G 和 IOT 等领域上的

创新。

HTC 董事长兼执行长王雪红表

示：“身为全球智能型手机的领导者，

HTC 在尖端科技的创新研发上写下

令人惊艳的记录， 包括无可比拟的智

能型手机价值链， 知识产权组合以及

一流的人才和系统整合能力， 一直以

来都是谷歌在发展安卓市场的最佳推

手。这次和谷歌共同签订此协议，代表

双方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再次迈

出稳定的一大步， 不仅为谷歌硬件业

务注入强大的创新研发动能， 亦确保

HTC 在智能型手机和 VIVE 虚拟现

实事业可持续创新。 ”

其实， 谷歌和 HTC 之间的合作

历史悠久， 在 2008 年， 谷歌与 HTC

合作推出了世界首款安卓智能手机

HTC� G1。初步获得成功之后，谷歌又

与 HTC 合作推出了第一款搭载原生

安卓的 Nexus� one，在 2014 年还合作

推出了 Nexus� 9 平板电脑。 去年，谷

歌为了更好地与苹果公司竞争， 正式

推出首款只包括谷歌品牌且由谷歌内

部设计的 Pixel 和 Pixel� XL 智能手

机，HTC 则承担了 Pixel 手机的代工

业务。

对于谷歌来说， 这也不是第一次

收购手机生产商。 在 2012 年，谷歌就

斥资 125 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 在剥

离部分资产之后，谷歌于 2014 年将其

低价出售给中国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因为 HTC 在之前制造 Pixel 的时候

曾因为产能不足而导致市面大范围缺

货，通过此次收购 HTC 的 Pixel 手机

部门，谷歌能够为 Pixel 的研发和制造

积累专用资源， 也保证了 HTC 在未

来能够顺利完成代工任务， 借此增加

Pixel 下一代的销量。

根据咨询公司尼尔森的报告，

HTC 在 2011 年曾以 21%的份额位居

全球智能手机厂商第二名， 仅次于占

据 29%市场的苹果公司。在鼎盛时期，

HTC 的市值高达 338 亿美元。而在世

界著名市场研究机构 IDC 于 9 月 20

日最新发布的世界智能手机市场排

名，HTC 的手机市场份额已经不足

1%，仅为 0.68%，排名也已经跌出了世

界前十。 根据 HTC 于今年 8 月发布

的 2017 年度 Q2 财报， 公司亏损了

19.5 亿新台币 （折合人民币 4.3 亿

元），而这也是 HTC 连续第九个季度

的亏损。交易宣布前，宏达国际的市值

仅为 19 亿美元。

根据 HTC 董事长兼执行长王雪

红的发言，HTC 将保留生产虚拟现实

头盔的 VIVE 的业务部门。 所以此次

协议能够帮助 HTC 更好布局 AI 和

AR 市场，以实现转型。 HTC 在 2015

年发布了与电子游戏上 Valve 合作开

发的虚拟现实头盔 VIVE， 为了更好

地发展业务，HTC 还推出了 VR 应用

商店，并成立了 VIVE 内容开发团队。

此后，HTC 还联合 Valve、阿里巴巴和

华纳兄弟等公司合作发起了“亚太虚

拟现实产业联盟” ，与深圳市政府合作

成立 VR 中国研究院。虽然 HTC 在智

能手机这一条路上似乎无法再扭转颓

势， 但在 VR 这条道路上或许还有翻

身的机会，此次出售能够帮助 HTC 亡

羊补牢， 为旗下的 VIVE 部门提供更

大的资助。

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来自三星

Gear� VR 的压力。 根据分析机构 Su-

perData 的数据，2016 年全年 VR 头戴

设备的出货量为 630 万台， 其中三星

Gear� VR 销量占到 451 万， 基本上占

据到 72%的市场份额 。 同时 ，HTC�

Vive 的销量为 42 万，虽说对于在 VR

方面刚起步的 HTC 来说成绩不俗，但

也证明了 HTC 在 VR 这一市场并不

占优势。 不过，笔者相信消费者在未来

对移动端头显设备的需求会日益增

加，赶上这一波增长红利对于 HTC 来

说有益无害。

（作者系天元金融高级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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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将阿里巴巴们挡在港股门外

吕锦明

就在上周五， 备受市场关注的香

港上市监管架构改革咨询结果终于揭

晓， 从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联合

发布的情况看， 为避免架空港交所审

批新股权力的可能，最受争议的“上

市监管委员会”将不会成立。 同时，会

在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之外成立

新的“上市政策小组” 。香港特区政府

财政司长陈茂波认为， 新安排能令上

市政策及审批程序更加迅速和有效回

应市场变化， 对提升香港上市平台的

竞争力以及巩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

首选集资中心的地位非常有帮助。

就本次市场咨询，外界最关心还是

港股市场是否需要以及何时引入“同

股不同权” 架构问题。 因为几年前，阿

里巴巴原本计划赴香港上市，其“合伙

人制度” 实行的是“同股不同权” 架

构， 但这触动了港股市场实行多年的

“同股同权”的原则。 20多年来，香港

市场一直奉行“同股同权”或者“一股

一票” ，香港《上市规则》都明文禁止、

限制不同投票权架构，因此，香港证监

会此前曾以“同股不同权”将危害香港

市场声誉为由而拒绝采纳。

因保留“同股不同权” 架构的需

求得不到满足， 阿里巴巴随后转向投

奔美国市场做 IPO。 有外资投行人士

叹息， 如果阿里巴巴等科技创新企业

能来香港上市， 那么港股市场的交易

量有望增加数十个百分点， 这对于交

易所来说， 交易量的增加意味着服务

费的增加；对于全香港来说，还可能增

加当地就业， 与上市公司相关服务的

各项配套工作都会在当地完成，有利于

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由此，也引发了香港市场各方对究

竟要不要改变“同股同权”的底线，来

迎合以“同股不同权”为架构的科技创

新企业来港上市的大讨论。 为此，香港

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展开多次市场咨

询。 港交所表示，设立创新板市场接纳

“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将有助于香港

吸引内地大型新经济企业来港上市，尤

其是在面对美国市场的竞争时，可以争

取更多的科技网络公司来港上市。港交

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如果

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公司不在香港发行

股票，投资者在市场上投资不到新经济

代表企业，在全球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

转型的背景下，香港市场引领金融资源

配置的地位可能会减弱；同时，高增长

行业于香港市场占比偏低导致市场发

展停滞不前，也可能会削弱香港对潜在

发行人的吸引力。

就香港市场目前的情况及长远的

发展来看，引入“同股不同权” 、吸引

更多代表新经济的科技创新企业来港

上市， 并借此提高港股市场竞争力及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似乎势

在必行。 但回顾港股发展历史可见，市

场对于公平性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为此，有业内人士提出，在“同股不同

权” 公司达到一定时限后，比如：在上

市后 5 至 10 年后，就需要就公司架构

进行检讨是否需要转为“同股同权” ，

甚至解散合伙人制；同时，在发起人持

股超过或跌至某一门槛，例如：持股超

过 50%或持股少于 5%，监管机构便可

以要求其转为“同股同权” ；尤其是在

持股比例跌至低点时， 更要规范此类

公司创办人等股东不能够将股份转售

第三方。 还有机构建议，为保护中小投

资者权益，除了对此类公司加入“日落

条款” ，还要严格控制即将设立的创新

板暂时只对机构投资者开放；对此类企

业的监管， 应当与一般上市公司有别；

另外，还要加强投资者教育，使其明确

投资于“同股不同权” 企业的风险等。

港交所目前的方案建议用两个方

法对股权架构进行披露： 一是规定公

司要明确披露其不同投票权架构及与

此有关的风险， 此外也可能要求相关

公司披露不同投票权持有人的身份。

另一个方法是在披露规定外， 对采用

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实施强制保障

要求， 根据公司在创新主板还是在创

新初板上市提出不同要求。

由此看来，港股市场要进行变革，

监管方还需谨慎行事， 广泛听取市场

声音，从保护投资者权益出发，体现市

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B股市场改革无法回避

桂浩明

提起 B 股，也许许多人会感到陌

生。 这也难怪，由于其融资功能衰退，

交易冷清，很难获得大资金的青睐，也

就逐渐被投资者遗忘。

B股作为当年中国资本市场对外

开放的试验地， 现在它的这项功能已

经分解到其它市场， 这使得它本身的

生存也成了问题。 于是 B 股的改革，

也就成为当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远的不说，随着越来越多内地企业

选择香港上市，当初为境内企业吸收海

外资本并提供交易而设立的 B股，其地

位迅速为H股取代。 如此，已经运行了

一段时间的 B股该如何发展呢？

2001 年采取的措施是向境内投

资者开放， 结果大量境内资金涌入 B

股，使得本已经沉寂许久的 B 股一下

子火爆起来， 股指也很快创出了上市

以来的新高。但问题在于，由于长期没

有新股发行， 同时产业整合步子比较

慢，B 股上市公司普遍质地不佳，这一

重大缺陷令这波 B 股行情更多表现

为资金推动下的无序上涨， 而没有多

少价值发现的意义。其结果，只能是在

投机到达顶点后的大幅度回落。此后，

虽然舆论界还不时出现过有关 B 股

发展问题的讨论， 但十多年来始终没

有相应的政策出台。 在缺乏明确预期

的背景下，B 股也就只能在市场上随

波逐流地运行。

当然，改变还是有的。 四年前，一

些 B 股中规模大、业绩也比较好的公

司，如中集 B 等，通过将 B 股转为 H

股或 A 股的形式，成功地离开了 B 股

市场，另外，也有些 B 股公司，以自有

资金回购 B 股，逐步减少 B 股在总股

本中的占比，为最终解决 B 股问题准

备条件。不过，能够这样做的公司毕竟

是少数， 大量的 B 股公司质量平平，

且老化现象严重。 如何从市场发展的

层面解决问题， 在相关政策没有大的

突破之前，一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最近， 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的资产

整合提速， 由于存在优质资产注入预

期，相关股票表现不错。而这其中有些

公司是含 B 股的，那么能不能借这个

机会，设计一揽子方案，把资产重组与

股权结构调整统筹起来？毕竟，对于具

体上市公司来说，B 股存在，加大管理

成本是小事，在公司再融资、资产整合

方面，或多或少都会增加一些麻烦，而

B 股市场因为发展方向不明朗， 走势

低迷，与 A 股之间的价差加大，这些

也令 B 股投资者不满。 因此，在时下

有关方面大力推动资产重组的时候，

把 B 股问题提出来予以解决，当然也

是一件好事。

其实，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以及

各地国资控股企业的资产整合都有所

加快，除了上海以外，其他地方也会有

涉及到含 B股的公司，这方面的探索与

实践会有足够的现实意义与示范价值。

不过，真正要解决 B 股问题，不能

靠具体某个公司“自寻出路” 式的努

力， 而是应该有相应的顶层设计与政

策安排。 B 股市场规模有限，交易也不

活跃，并且是以中小投资者为主，从尊

重历史、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

前瞻性地提示 B 股市场的发展前途，

让投资者形成稳定的预期， 在现在应

该说是能够做到的。 虽然现在解决 B

股问题，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并不大，但

从中所体现的负责任的态度， 还是会

产生积极的作用。 不管未来 B 股市场

被并入到其他市场， 或者因为有了新

的定位而再获生机，对投资者，对整个

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件好事。

（作者系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

设定财务目标的上市公司存在高风险

杨苏

在一份实施清单思维的投资检查

表中，设定财务目标成为风险最高的

策略投资计划，笔者深以为然。 其实，

财务目标是随处可见的常规现象，比

如营业收入或者净利润等特定财务

目标。 通常投资者乐见上市公司高管

设定目标，却忽视了背后酝酿的巨大

风险。

信誉第一，覆水难收。 负责任的

公司不会轻言某个财务目标的愿景，

无论是现有业务的营收利润，还是研

发业务的开拓计划。 如果上市公司高

管有心套现股票离场，那他就完全不

会在乎自己说过什么，只要可以推升

公司市值的事情，做一百件一千件都

不嫌多， 设定财务目标最多算是个

“开胃菜” 。 但是，严谨的公司会强调

业务发展面临的各种已知和未知的

风险，更惧怕因为过度承诺而有损自

己在资本市场的声誉，从而折损了自

己未来的市场影响力。

今年 A 股汽车企业市值集体暴

涨，试看美国车企的发展历史。 美国

一家知名车企曾经将市场占有率视

为最重要的财务目标，甚至将市场占

有率的数字别上衣服的胸章，以便时

时提醒、日日督促，但是数年后公司

以破产收场。 除了行业景气度的因

素，公司因重视市占率而轻视成本结

构、现金储备等重要问题。 另一个案

例与此有互补的意味，该车企市场因

面临性价比更高的节能小车挑战，执

行总裁要求工程师设计生产价格低

于 2000 美元的小车，并且限期完成。

结果， 该车型设计存在明显缺陷，其

中一个即是容易撞击起火，但公司高

管并不打算修改瑕疵设计。

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

告诉笔者，某家知名中国企业将上市

公司应当承担的部分费用核算至大

股东集团，从而美化了上市公司的业

绩。 这是 A 股常见的现象，很多时候

也不妨碍上市公司的股价一路大涨。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股东

费用腾挪的诱因值得投资者警惕。 如

果是为了达成上市公司财务目标，或

者提高每股盈利推升市值也能勉强

理解。 但如果为了回馈大股东的“牺

牲” ， 发生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况，其实已经屡见

不鲜。

上市公司高管一旦设定某个特定

财务目标， 那么在达成目标的诱惑和

压力下，很容易采用各种不当手段。 比

如，进行财务粉饰或舞弊、操纵盈余，

以及热情满满的代价昂贵的外延并

购。 君不见，上市公司与并购公司并表

后，很多并购对象的业绩承诺，常常是

“踩线”完成。 如此之高的业绩承诺，

带来的是极高估值水平， 从而大幅推

升了并表后上市公司的每股盈利和市

值水平。

除了上述设定财务目标带来的

结构和行为扭曲之外，我们还得时时

意识目标的权责利是不对等的。 每次

看到有上市公司高管宣布多少亿元

市场的前景，笔者就心中紧张：这么好

的消息告诉我们外部投资者， 实在是

太过于慷慨。 即便是公告里提到的一

些计划前景， 比如上市公司年报对下

一年的展望，也有很大风险，因为做不

到尽可以用行业等各种因素来解释，

并没有需要承担的任何成本。 少数有

特殊背景的上市公司， 对于公开承诺

的态度更让人心寒， 还好监管部门几

年前查处了一大批大股东未尽承诺，

尽量还了市场一个清净。

设定财务指标让投资者兴奋，但

这更是一个风险源。 信息天然不对

称，让投资者可能麻痹和沉迷于目标

带来的美好预期之中。 追溯上市公司

是否有这样的习惯， 是投资者的投资

好习惯。

� � � � � �【琳听财经】

HTC

将保留生产虚拟

现实头盔的

VIVE

的

业务部门

，

此次协议

能够帮助其更好地布

局

AI

和

AR

市场

，

以

实现转型

。

� � � � � �【股市笙歌】

除了上市公司设定

财务目标带来结构

和行为扭曲之外

，

我

们还得意识目标权责

利不对等

。

� � � � � �【明眼看市】

真正要解决

B

股问

题

，

需要有相应的顶

层设计与政策安排

。

� � � � � �【明言至理】

引入

“

同股不同权

”、

吸引更多代表新经

济的科技创新企业

来港上市

，

借此提高

港股市场竞争力势

在必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