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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幻想独角兽一直创造神话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近日，具备“

AI+

医疗”双重

概念的独角兽企业平安好医生

（

01833

），在港挂牌的第二个交易

日即遭遇破发的命运， 引起各界

热议。

实际上，平安好医生的破发

并非孤例。 自

2017

年港股牛市

以来，被业内称为港股“新经济

四剑客”的众安在线（

06060

）、阅

文 集 团 （

00772

）、 易 鑫 集 团

（

02858

）、雷蛇（

01337

）在上市前

就备受投资人青睐，出现超额认

购等情况。 但上市后，四家公司

股价迅速跌穿发行价。 截至目

前，众安在线、阅文集团、易鑫集

团、雷蛇股价较上市最高股价跌

幅一度均超四成。 记者以为，资

本市场的“独角兽”们不会一直

创造神话，再靓丽的业绩代表的

只是过去， 是否要投资独角兽，

取决于其未来前景以及短期股

价是否存在明显透支。

从过往业绩来看， 以平安好

医生为例，其在

2015

年、

2016

年

及

2017

年分别实现收入

2.79

亿

元、

6.02

亿元和

18.68

亿元，营收

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CAGR

达到

160%

。上述其他公司的业绩亦十

分靓丽：易鑫

2017

年全年总收入

达到

39

亿元， 同比增长

162%

；

经调整后的营业利润为

4.89

亿

元，同比增长

225%

；经调整后全

年净利润达到

4.64

亿元，同比增

长

366%

。 雷蛇在

2017

年营收增

长同比提高

32.1%

，达到了

5.179

亿美元。应该说，这些独角兽们的

的成长性（营收）十分出众，但为

何会频遭破发？ 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估值是否存在泡沫，以及

市场能接受的泡沫究竟有多大？

这似乎回到了“好公司未必等于

好股票”这一话题上来，即投资

者需要铭记的是： 再好的公司，

如果估值高了也不是值得投资

的好股票。

目前，港股与

A

股的监管环

境都对独角兽、 新经济公司青睐

有加： 港交所的新规则容许拥有

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上市、容

许未能通过主板财务资格测试的

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等。

A

股则对

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企业开辟了

IPO

绿色通道，将推出

CDR

（中国

存托凭证）试点等。 在此背景下，

对于新经济的独角兽们， 一方面

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关注度趋升；

另一方面，承销商、拟

IPO

公司、

媒体以及上市前的股票持有者亦

有足够的动力去炒作，由此，

IPO

时独角兽们的发行价估值往往被

炒高、透支。 上市之后，独角兽公

司的股价不仅要面对之前各轮投

资者的退出问题， 其投资收益将

通过二级市场兑现；同时，资本市

场看重的是预期， 即公司股价表

现还取决于自身发展是否符合市

场预期以及是否存在超预期的情

况，例如，公司的业务是否能够及

时解决用户的痛点、 从而抢占市

场，是否能成长为一家更为成熟、

且具备稳定盈利能力的公司？ 如

果未来发展超预期而估值又未完

全反应的情况下， 公司股价存在

向上的上涨动力，反之亦然。

所以， 投资者如果真想投资

某独角兽公司， 就需要认真研究

公司的财务报表， 同时还要详细

地去调查和了解公司所处的行业

环境、前景，而不应盲目追逐明星公

司标签。面对独角兽大热，港交所行

政总裁李小加曾提示投资者要冷静

面对。 他认为，对新经济公司，及其

新兴的商业模式， 投资者往往了解

不够， 一时头脑发热涌入投资存在

一定风险。加之今年市场很动荡，经

济疲软，市场风险四伏。 “特别是散

户， 在需求很旺盛时要保持冷静的

头脑， 任何一窝蜂的事情经常会有

不好的结果。 ”

诚然，以低估、合适的价格买入

好公司，是巴菲特价值投资的准则。

从这个角度看， 对短期高估值的独

角兽接连出现破发和大跌的现象习

惯就好， 这亦是在警示投资者们要

冷静面对上市初期的独角兽， 分析

清楚这些新经济公司的商业模式后

给出一个合理的估值水平， 在投资

决策中切忌盲目和冲动。

独角兽方阵会出现鄙视链吗？

证券时报记者 曹桢

提到独角兽企业， 笔者想起不久

前流行的一幅漫画： 一匹独角兽对另

外一匹头顶着马桶搋子的马说，“你也

算是独角兽！ ”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按照行业内的说法，估值在

10

亿

美元的创业型企业，创业时间短、爆发

力强，可以叫做独角兽企业。 在美国，

独角兽企业分布在各个产业领域，很

多企业都是行业里的隐形冠军。 而在

中国， 独角兽企业多集中在互联网创

业企业。 比如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蚂蚁

金服、智能硬件的小米、从事云端服务

的阿里云、交通出行的滴滴、电子商务

的美团点评等， 这些企业已经成为巨

无霸，如果说他们叫独角兽企业，相信

并没有人不服。

对于成长性企业来说， 估值是一

种可以直观地表达公司未来价值的表

达方式。 在国内通用的风险投资评估

中， 投资方要参考一个公司的历史市

盈率和预测市盈率。 投资人是投资一

个公司的未来

,

他们用

P/E

法估值就

是：公司价值

=

预测市盈率

×

公司未来

12

个月利润。如果预测一家融资后下

一年度的利润是

100

万美元， 公司的

估值大致就是

700-1000

万美元，如

果投资人投资

200

万美元， 公司出让

的股份大约是

20%-35%

。

但是，国内的企业界一直是善于

使用概念的， 比如说估值这个概念。

估值做得越高，吸引机构投资者的关

注度就越高，有可能融来的钱也就越

多。 简单粗暴地说，估值被很多小微

企业看成了自己的身价。 标出自己估

值的企业， 多少有点像待嫁的姑娘，

要出得起好价钱才可能结良缘。 于是

就有一些企业，本身业绩不行、实力

不够， 为了能提高曝光度实现融资，

把自己打扮成独角兽。 这类企业动了

心思、拼了老命要把自己的估值做起

来，做得犹如照了哈哈镜，照出个胖

出许多倍的自己才心甘。 具体的方法

有很多， 比如虚增自己的营收和利

润、增加关联交易、疏通关系在独角

兽企业评选中获胜。 最后这类企业的

心态是相当笃定的：不管我是不是独

角兽，反正我就叫独角兽了。 大多数

人做企业的初心，都是想把企业做出

质量、品牌，做出影响力和利润率。 然

而在创业的过程中，很多企业主看到

别人赚快钱、赚容易的钱，也会去跟

风。 争相成为独角兽企业，就是当下

企业界的一股风。

任何企业都要赚钱， 一个企业的

盈利模式和内生动力是其是否能持续

经营的关键。靠什么赚钱、拿什么维持

持续赚钱，如果投资者有心，实地去企

业走一圈感受会更真切一些。

在市场瞬息万变的时代， 这家企

业的护城河怎么样？ 如果一个企业没

有准备好几套应对危机的应急预案、

没有能增加客户黏度的必杀技， 或者

说他们没有让客户保持忠诚度的方

法，这样的企业是危险的。这类企业往

往做得越大，倒的时候也就越快。就像

侏罗纪的庞然大物恐龙一样， 在环境

变化之后就灭绝了。

17

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根据

《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

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拟对《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个别条款进行修订，主要是

增加定价方式的灵活性，取消发行规

模

2000

万股以下的企业应直接定价

发行的硬性规定。 有业内人士称，《办

法》 增加了企业盈利能力预期和评价

的灵活性。只要在同行业中，市销率以

及其他经营指标能够匹配上， 就说明

经营上没有大问题， 亏损也只是暂时

的。 随着新规的发布， 这种不按市盈

率、灵活评价的政策，将会让独角兽企

业变得更加鱼龙混杂， 让非专业投资

者辨别起来更加困难。也许，过不了多

久， 独角兽企业方阵就会出现一条鄙

视链：做互联网的鄙视做制造业的，做

装备制造的鄙视造小家具的。就像《阿

Q

正传》里的那位赵老太爷骂街：你也

配姓赵！

所以说， 把自己标榜为独角兽的

不一定是独角兽， 不把自己叫独角兽

也不一定不是。就说老干妈吧，这个企

业也没说自己是独角兽， 可是我们提

到它都赞不绝口。

中国互联网医疗第一

股、今年港股新股的“冻资

王” 、具备“AI+ 医疗” 双重

概念的独角兽企业平安好

医生，在香港市场挂牌的第

二个交易日即遭遇破发的

命运，让市场大跌眼镜。 平

安好医生的走势说明，即使

贵为独角兽，也难逃估值泡

沫破灭的宿命。

警惕资本“催熟”的独角兽

证券时报记者 张杨

独角兽是什么？ 查阅资料表明，不同国

家和文化背景的人，对该词所指代的物种有

着各种各样的描述。 然其共同的特点，除了

头上长角外，就是它们都属异类，并非寻常

物种。也因此，注定是极少数的存在。延伸到

独角兽企业，也应该是数量极少的。 现如今

众多独角兽企业纷纷出现，不得不感谢诸多

投资机构对“独角兽”概念的盲目追随和一

掷千金。

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 真正在成立十年

之内发展到独角兽规模， 再接受大规模资本

投资的企业非常少， 而大部分所谓的 “独角

兽” 是因为接受资本的疯狂追逐之后获得的

估值暴增， 并不是在自然成长、 成熟的过程

中，发展到独角兽的级别。这种资本“催熟”的

独角兽企业，往往高大而羸弱：尽管估值已经

到了

10

亿美金的规模，但却是规模大、底子

薄，企业之根基，甚至企业经营的各方面都不

完善。

独角兽是异类，却不一定是神兽。贴上独

角兽的标签，也不一定就确保能有一个“钱”

程似锦的未来：在整个经济大环境向好、资本

充裕的情况下， 独角兽企业也许可以顺利走

向成功；而如果经济大环境不好，尤其处于现

阶段所谓“资本寒冬”中，单靠估值来画饼，靠

融资来扩张，但没有经过长期发展夯实基础，

其他各项能力都欠缺的“独角兽”，随时都有

可能倒下。 尤其在当前大量独角兽企业涌现

的情况下， 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投资的高度自

信中，是否存在泡沫，泡沫又能否持续不破，

都有待时间的考量。

独角兽之风蔓延到股票市场， 让这一问

题变得更加严峻。为扶持新兴经济，国家出台

政策鼓励独角兽企业上市。然而，不少所谓的

独角兽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遇冷， 甚至面临

破发的情况。许多人表示不解：独角兽企业怎

么可能破发？！ 需要看到，创投市场的估值和

二级市场的估值，遵循两套不同的投资逻辑。

在二级市场， 股价源于投资者对公司未来长

期发展的预期。而估值倍数大，就意味着投资

风险高。

独角兽企业在登陆资本市场之前， 就获得

了高估值， 加之前期的宣传， 使其占尽舆论优

势。而股票定价前的询价过程，实际上是竞价过

程，并不完全理性，机构为了参与进来，往往报

出较高的价格。 加之，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都不

好，美元加息，货币紧缩，全球经济处于相对悲

观的预期中，市场情绪低迷。

市场给予了独角兽过高的预期， 上市发行

价格肯定过高，上市后市场并不买单，就肯定会

落下来，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高溢价发行，加上

当前相对低迷的市场环境， 独角兽公司上市后

价格下跌便成了大概率事件。

加之，二级市场是相对理性的市场，不会盲

目崇拜“独角兽”身份。如公司经营不善，根基不

牢，独角兽企业上市前的估值，就有可能是其最

高估值。股票在发行当天达到价格最高点，在未

来没有增长预期的情况下，股票价格不会上，所

以就必定会跌。通常来讲，股票发行价格和价格

走势归因于公司业绩；而对于独角兽企业，支撑

价格的核心因素有可能就是这个独角兽的身

份。 二级市场具备价值发现的功能， 公司上市

后，资金用脚投票，高估值能不能长期保持，尚

未可知。

对于初创企业， 创投机构给予合理的资金

和资源支持是好的，但切莫揠苗助长。这就像天

资聪颖的孩子，小时候如果受到过多关注，期望

太大，反而不利于其正常成长和发展，甚至最终

一声叹息，泯然众人矣。 在资本市场，对于独角

兽企业，切勿随意贴标签，也不要迷信概念，独

角兽的身份并不能成为企业制胜的法宝。 独角

兽代表中国经济的新生力量， 但却不一定能最

终长成巨兽。更可怕的是，倘若这些独角兽企业

的创立者，跟风投机构一样，最终目的就是在资

本市场套现离场，卖掉公司让中小投资者接盘，

那风险更是巨大。

在资本疯狂追逐的 “独角兽时代”，我

们应谨慎定义独角兽企业， 不让这一标签

混淆了投资者的判断。 同时，应理性看待独

角兽企业， 给予独角兽企业成长的空间和

试错的机会， 以平常心面对独角兽泡沫破

灭的现象。

官兵/漫画

估值并不代表未来

程喻

念大学的时候，老师说，新闻不可能绝对

真实，只能尽量做到无限接近真实。但是最近

我发现， 连接近真实的新闻也越发难以找到

了，比如联想的

5G

投票。

作为一个远离通讯行业的爱国青年，对

于投票的经过产生了无比好奇，联想到底是

不是知乎和公众号所称的那样，在关键时刻

弃权两票，导致华为在投票中输给高通？ 但

是我发现，从业人员、高校教授、科技爱好者

众说纷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知道谁更

值得信赖，于是默默地点开了财新网，过去

的经验告诉我，比起

10W+

的公众号，其内容

更专业和值得推敲。

如果新闻界要评独角兽，财新网应该排

不上号，一来不是初创公司，二来估值没有

超过

10

亿美元。 其最近一次公开融资显示，

腾讯以

6000

万作价拿到

19.77%

股权。最近，

上市公司瀚叶股份愿出资

38

亿元购买

981

个公众号，这些公众号累计粉丝

2.4

亿人，一

个粉丝价值约

15.83

元。

同样是内容传播，号称估值

350

亿元的

独家兽今日头条和财新网显然不能放在同

一个天平上衡量，前者是拥有抖音的内容分

发平台， 后者的绝杀技是严肃新闻原创者，

内容没有孰高孰低之分，但是投资者愿意给

出的标价一样。 虽然这是涉及新闻监管、广

告变现、受众心理的复杂性问题，但也改变

不了财经媒体影响力和经营力正在日益衰

落的困境。 在当下这个投资环境，在内容创

造领域，只有集“奶头乐”气质大成者，如今

日头条才有可能成长为独角兽。

“奶头乐”理论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

热津斯基提出来的理论， 来自于英文“

titts

”

（奶头）与“

entertainment

”（娱乐）两词的组合，

特别泛指那一类能让人着迷、 又低成本、能

够使人满足的低俗娱乐内容。 例如报道无聊

小事（可爱动物、明星丑闻）、大众化视听娱

乐（偶像剧、动画、好莱坞）等。 这类娱乐十分

受欢迎，由于生活辛苦的大众对于此需求有

所提升，使得不知不觉中，乐不思蜀、丧失思

考能力，而这也是今日头条系列产品留给大

家的印象。

这个世界欢迎多样性。 我并非认为像今

日头条这样的产品不值得投资者青睐， 只是

更希望更多的资金和人才能够流向那些更能

显而易见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健康、高效、清

洁的创业公司。 比如基因工程、核技术、火箭、

氢能以及会飞的车们， 但相比互联网的迅速

发展和财源滚滚， 我们的确没有在这些重要

的领域付出足够的努力和关注。 就像中兴被

制裁的时候，我们会说，游戏救不了中国、外

卖救不了中国、共享单车也救不了中国，但它

们在估值上可是不折不扣的独角兽公司。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虽然现在创新类公

司一个接一个出现，为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

眼花缭乱的产品， 孵化出一个又一个独角

兽，但是相比

400

年前工业革命，当今人类

世界的创新力度实质正在放缓。

400

年前我

们用马车、牛车，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现

在我们还是用汽车、用火车，会飞的汽车仍

旧存在想象中。 想到这里，独角兽破发也并

非不能理解，因为真正的独角兽不是诞生于

投资公司的估值中，而是诞生于人们朴素的

需求中，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前，美国铁

路公司股票是最好的股票， 从

1900

年普遍

20

多美元一路涨到后来

300

美元左右，因为

那个时候人们只要出一趟远门，就知道铁路

的重要性和可发展性。 现在的独角兽破发可

能因为它们还不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