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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家跨界电动车的家电企业来了！

向琳

以吹风机和吸尘机闻名世界的英

国公司戴森（Dyson），将投资 25 亿英

镑（约合 223 亿人民币）开发一款据

公司创始人詹姆斯·戴森说 “与其他

电动车绝然不同” 的电动车。 詹姆斯

明确表示， 将独立开发这款全新的电

动车产品， 不会和任何现有汽车公司

合作。他还预计，电动车在未来几年内

将会成为公司最大收入来源。 这也是

继乐视、格力、美的和奥克斯之后，又

一家跨界到电动车行业的家电企业。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 詹姆斯透露

公司于 2015 年有近 400 名工程师投

入到电动车的开发之中。 这些工程师

均来自宝马、特斯拉以及阿斯顿·马丁

等知名汽车企业。 电动车的电池选择

还未最终敲定， 戴森更倾向于使用固

态电池， 而非现有电动车所普遍采用

的锂离子电池。 戴森将利用公司之前

无尘袋式真空吸尘器， 无叶风扇和空

气净化器等产品上的专业知识来开发

电动车。

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 10 月，戴

森宣布以 9000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从

美国密西根大学独立出来的创业团队

Sakti3，Sakti3在固态电池设计上取得了

重大突破。 去年接受采访时，詹姆斯曾

表示计划在未来五年投资 10亿英镑建

立电池工厂来提升电池技术和产量。

不过， 也有人对于戴森做电动车

表示怀疑， 称连吸尘器电池续航的问

题都无法解决， 又如何解决电动车电

池的问题。诚然，笔者认为戴森要做好

电动车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汽车行

业研发周期长且过程繁琐， 要独立完

成整车集成， 意味着戴森要充分考虑

每一个零部件的布置规划， 电池和其

他零件的匹配度， 还有安全性和可靠

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些对于整

车设计开发方面没有经验的戴森来

说，每一个都是不小的挑战。虽然戴森

有 25 亿英镑的投资，这对于要从零开

始建立整个车厂， 还要用来谈妥供应

商和建立销售网络， 其实并不算十分

宽裕。詹姆斯也表示，电动车瞄准的将

是高端市场， 这也意味着戴森将会面

临来自特斯拉的竞争压力。 虽然詹姆

斯指出，他们不会生产一款跑车款式。

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固态电池的

问题。相比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充电

快、安全性更高、不会在高温下发生副

反应，还可以降低重量。既然固态电池

有这么多好处， 为什么像特斯拉这种

电动车还在使用锂离子电池呢？ 因为

固态电池还处于早期开发阶段， 距离

商业化还有一段距离。

自 2010 年开始，丰田已经致力于

固态电池的研发。 丰田的发言人在早

前的发布会上表示，“丰田全新电动

汽车将配备全固态电池， 可于几分钟

内完成充电过程。 预计该车型最早于

2022 年上市。 公司将致力于在 21 世

纪 20 年代早期将全固态电池商业

化。 ”从这个发言来看，固态电池要实

现商业化不是一蹴而就， 戴森想要使

用固态电池搭配电动车，并于 2020 年

上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尽管戴森在跨界电动车这条道路

上会有不少困难， 但笔者认为进军电

动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在各

国拟定石油车制造和销售终止的计

划，鼓励发展电动车产业，并减少二氧

化碳的排放和空气污染的时候。 比亚

迪董事长王传福预计中国可能会下

令，2030 年前全面停止销售高污染汽

车。英国也在今年 7 月表示，将在 2040

年禁止石油燃料车贩售。

（作者系天元金融高级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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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创新科技 助香港增强竞争力

吕锦明

备受市场关注的众安在线财产保

险终于在本周四于港交所主板挂牌。

上市当日因遭遇港股大市出现显著回

调，公司股价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 全

日共成交 9624万股，涉及资金超过 65

亿，一举站上港股成交榜的第一名。

之所以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如此受

捧，主要看点有三：首先是公司概念特

殊，是港股市场上首只 FinTech� (金融

科技)保险新股；其次，该股有望夺得

今年香港新股市场的“冻资王”荣誉；

第三，是业界闻名的“三马” 参股公

司， 包括代表新经济的阿里巴巴的主

席马云、 腾讯主席马化腾及平安董事

长马明哲等，可谓星光熠熠。

另外， 本周发生在香港与新经济

紧密关联的新闻还有， 香港首富李嘉

诚的长和宣布与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

金服结成策略伙伴联盟， 双方将合组

合资企业共同营运电子钱包“支付宝

HK” ， 进一步整合在线线下支付，提

供全方位电子金融服务。

近期资本市场上的一些动态显示，

发展 FinTech、新经济似乎在香港日渐

热络。 谈到这个话题，我们很容易联想

到现在仍是香港主流非现金支付手段

的八达通。不过，长期以来，八达通着重

发展香港本地市场， 市场范围有限，遇

发展瓶颈却不愿投放足够的资源开发

新技术，尤其是不愿撤销实体卡、全面

手机化。 因此，有声音批评八达通固步

自封，远远不及来自内地的支付宝和腾

讯旗下微信支付方便好用。

上述个案表明， 香港发展以 Fin-

Tech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经济的市场

需求与前景已然浮现。 同时，也提醒港

人要加快发展步伐、奋起直追。 有人形

容，与内地互联网经济、创新科技的蓬

勃发展势头相比，香港在这方面多年来

处于原地踏步，犹如龟兔赛跑中的兔所

面对的窘况，已大幅落后于内地。

就在本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

新年度竞争力报告中， 香港排名虽然

由去年的第九上升至第六， 但论坛指

出， 香港一直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

题。 其实，在近年来，除了世界经济论

坛，还包括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内地社

会科学院等机构， 都不约而同地指出

了香港这方面的缺陷。有学者认为，香

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了新经济增长点

难以形成， 创新科技产业因而未能成

为推动香港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香港在这些方面严重落后于周边国家

和地区， 也成为影响香港竞争力的最

重要因素之一， 需要引起香港各界的

足够重视。

为此， 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了以打

造智慧城市为代表的创新科技发展蓝

图， 并指出香港具有相当不错创新科

技产业的发展基础。 在去年的施政报

告中，时任特首梁振英就指出，香港的

科技基础设施连续 5 年排名全球第

一。 香港特区政府锐意发展创新科技

打造智慧城市， 将有助于舒缓香港日

后劳动人口萎缩， 为香港社会和经济

发展带来的危机。

事实上，香港背靠内地大市场，可

以结合深圳创科中心发展进行优势互

补，不但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能，还可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创科中

心。 在长和牵手蚂蚁金服宣布共同营

运“支付宝 HK” 的发布会上，蚂蚁金

服首席执行官井贤栋指出， 每月有数

以百万计人次进出粤港澳大湾区，为

区内居民提供全方位电子金融服务市

场潜力很大； 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霍

建宁认为， 通过长和的市场网络和营

商经验结合蚂蚁金服的科技专长，带

来庞大的经济效益， 相信除了对长和

旗下电讯、零售和其它客户有利外，香

港的其它商业机构亦能受惠。

由此看来，大力发展创新科技、拥

抱新经济，对于香港实现经济转型，走

出困局大有裨益。 一方面，香港应当发

挥金融、基建等方面的优势，加大在科

研创新方面的投入， 增加在创科产业

上投放资源， 为后来居上提供财力和

物质；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利用和发挥

“一国两制” 优势，加强与内地兄弟城

市的合作， 特别是一河之隔的深圳具

有完善的创科生态链， 可以补足香港

发展创新科技方面的短板，达致共赢。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调味品、喜诗糖果、高端白酒及其他

陈嘉禾

尽管看起来一小瓶一小袋， 不太

起眼，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能见

到的调味品，其行业内在运行本质，却

和高端消费品中的至宝白酒、 乃至沃

伦·巴菲特的大爱股喜诗糖果（See’ s�

Candy），存在着微妙的共同之处。

对于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所消费的

白酒来说，其往往用于非常重要的宴请

场合。 在这时候，一个宴请场合所涉及

的事情， 或是金额巨大的商业订单，或

是婚庆之类重要的纪念活动。一瓶有品

位的白酒，比如茅台、五粮液，在这时候

突然涨一点价， 是不会有人太在意的：

当你宴请的人会决定公司未来一年的

订单时，你愿意省那点酒钱吗？

巴菲特喜诗糖果公司的案例，恐怕

许多投资者耳熟能详。这种糖果是美国

特定地区的一种风俗，被年轻男女用来

表达爱慕。当你为了追一个心仪的姑娘

而需要买一盒喜诗糖果时，糖果却突然

涨价了 15%，你会换一种糖果吗？

对于调味品行业、 尤其是调味品

行业中的知名品牌来说， 其内在的商

业运行逻辑，与上面的三个例子，有异

曲同工之妙。当你要烧一桌饭菜时，食

材可能要花上 50 元， 乃至 100 元，其

中的酱油、辣酱、醋、胡椒粉、咖喱块等

等调味品， 可能只要 1 块钱， 乃至更

少。 这时候，你会为另一种不熟悉、不

知名、不信任的调味品，只需要花 8 毛

钱，就改变你的消费习惯吗？

在这种细微、 但是决定性的心理

影响之下，高端白酒、喜诗糖果、有品

牌有信任度的调味品， 都特别容易在

长期保持比较高的利润率。与之相反，

快递物流、造纸、航空公司、国内证券

公司的经纪业务部门（海外证券公司

经纪业务的情况略有不同）、 建筑材

料等等行业，这些典型的“我才不管

你是哪家产的，反正是这个货，质量过

关就行” 的行业，就不太容易保持较

高的利润率。

在核心逻辑之外， 调味品行业的

内在逻辑仍然有几个要点值得关注。

尽管龙头公司容易取得高额的利

润率， 但这种利润率往往是以小公司

的受压迫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消费者

既然愿意为了自己更信任的品牌付出

更多的钱（纸箱就不会），这同时也就

意味着对于消费者不熟悉的小品牌来

说，日子就不会太舒服。

同时， 调味品行业中的龙头公司

之间，也会产生竞争关系。尽管这种竞

争在大多数时候， 由于几个龙头公司

之间的互相忍让， 不会发展成一种你

死我活的恶性竞争。 但这种竞争的存

在， 仍然对几乎不可撼动的调味品龙

头企业，造成一定的困扰。

食品安全则是另一个投资者需要

考虑的问题。 对于龙头调味品行业来

说，高利润率的来源，主要在于消费者

对品牌的信任。而在整个食品行业中，

这种信任偶尔会突然被食品安全丑闻

毁掉，从而对行业造成巨大的打击。

从三聚氰胺事件、 白酒塑化剂事

件等一系列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

种规律的存在。反之，还是以纸箱行业

为例， 造纸企业基本上不会被这种问

题所困扰。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

进步、食品工业的一步步完善、法律法

规的深化与严肃， 食品安全问题慢慢

减少，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随着社会的进步， 消费升级将会

是调味品行业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来

源。 毕竟人对调味品的摄入总量很难

改变， 而目前全国的人口总数也十分

稳定，所以一些基础产品的总量增长，

基本可以不用指望。但是，随着人们越

来越有钱， 消费者必然会为了更有品

质、 以及更加复杂的调味品花更多的

钱。 当然，大型、知名的调味品公司在

这种消费升级中的受益会相对更多。

总体来讲，调味品公司、尤其是消

费者认可的大型调味品公司、 也就是

巴菲特所说的 “心理占比更高 ”

（Share� of� mind）的公司，是长期的、

相对来说十分稳定的、 高利润率的赚

钱机器。 不过，这也就带来一个问题，

许多投资者也都认可这些公司的优势

所在， 所以它们的估值往往低不到哪

里去、甚至常常很贵。 越贵的价格，常

常也就意味越低的长期回报， 以及越

高的风险。

以上， 就是我们在思考调味品行

业时，需要认识到的一些主要问题。总

结来讲， 在这个行业中已经占据优势

地位的企业， 一旦估值下跌到一个相

对较低的合理水平， 往往就能构成一

个非常好的买入时点。 这种机会究竟

何时到来， 就需要投资者们自身的敏

锐观察与耐心等待了。

（作者系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研发中心执行总监）

业绩大幅缩水公司IPO审核应从严

杨苏

现在机构调研新股的热情越来越

高， 有的公司股价还没有打开上市首

日开始的一字涨停板。 在 A股目前的

市场交易环境下， 我们很难做空一家

公司， 所以买入并持有成为最常见的

策略。 考虑近期上市的新股数量比重

越来越大，笔者认为，对那些业绩大幅

缩水的公司， 应从严审核其 IPO 申

请， 并从多角度考察公司持续盈利能

力，谨慎决定其是否应登陆 A股市场。

公司利润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

话题，有些互联网企业连年亏损，也可

以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和发展，A 股

此方面标准一直被批评过于严格。 据

媒体报道，有资深保荐代表人分析，现

在的审核情况显示，IPO 公司净利润

下滑 30%一般在允许范围内。 但是，A

股市场与境外市场大有不同， 即便是

同样的规则放在两个市场执行， 也可

能出现大相径庭的效果。

笔者认为， 业绩缩水幅度较大的

IPO 公司，对于投资者太为凶险，这样

的公司不应当登陆资本市场。30%的净

利润下滑幅度只是一个简单的量化考

量，还有太多的情况需要深入分析。 首

先， 采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去考察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更为合理，

也可以考察公司的营业利润， 如此考

察可能会发现， 许多公司的主营业务

已经惨不忍睹，下滑幅度远不止 30%。

比如， 政府补助是中国市场的一

个特色， 因为许多行业确实需要政府

部门的引导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查阅年报会发现， 许多上市公司一半

的净利润来自政府补助， 有的计入经

常性损益，有的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一

旦政府补助退出市场， 这些公司运营

的风险将迅速扩大， 净利润也面临大

幅调整的可能。

武断地说， 高比例依赖政府补助

的上市公司， 并不是在一个常规市场

竞争的环境下做业务， 无论是监管部

门或者投资者， 判断其持续盈利能力

和估值水平时，需要极高的谨慎心态。

少数细分行业极其依赖政策给予的空

间，或者依赖某个大客户的项目资源，

存在类似限制的公司利润下滑， 实在

是情理之中。

其次， 业绩下滑公司的主要资产

科目，常伴有异象，提示信披背后还有

其他的风险。 许多公司 IPO 前一年营

收和净利润大涨， 一查发现存货和应

收账款同步甚至大幅上涨， 可以断定

公司至少采用了激进的会计确认政

策， 甚至怀疑公司与客户合谋做出虚

假的销售交易。试想，公司施展各种财

务技巧， 拼劲全力还落得个业绩大幅

下滑的结果， 那么真实情况是否会更

加可怕？

很多时候，业绩大幅下滑，还不如

公司连年亏损。至少，那些亏损的互联

网或其他行业公司， 只要有说得通的

商业模式和市场空间， 投资者常予以

耐心等待，期待一朝修成正果。那些业

绩下滑严重的公司， 有的上市几年后

开始“卖壳” ，有的刚上市就通过并购

重组合并财务报表， 从而掩饰上市资

产的盈利真实情况。 对于了解公司真

实情况的高管们， 常常选择大量减持

股份套现离场。

有一个真实的笑话， 某一年首家

披露年报的公司公告， 净利润大幅增

长百分之几十， 市场分析纷纷以中小

盘公司高速增长作为噱头传播。 真实

情况是， 该公司上市第一年净利润暴

跌 90%， 然后最近几年每年都是高速

增长， 但一直没有回复到上市前一年

的净利润水平。

从理性角度分析， 业绩越是大幅

缩水， 上市公司的高管们就越有动力

推进 IPO。 因此，调查公司是否存在财

务问题，只能靠监管部门、各类市场机

构和自己的努力了。

� � � � � �【琳听财经】

未来几年电动车将成

为戴森公司最大的收

入来源

。

这又是一家

跨界到电动车行业的

家电企业

。

� � � � � �【股市笙歌】

对于高比例依赖政府

补助的上市公司

，

判

断其持续盈利能力和

估值水平时

，

需要保

持极高的谨慎心态

。

� � � � � �【明言至理】

与内地互联网经济

、

创新科技的蓬勃发

展势头相比

，

香港在

这方面已大幅落后

。

【明远之道】

随着社会的进步

，

消

费升级将会是调味品

行业未来主要的增长

动力来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