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名” 的秘密：茅台因此不同

陈嘉禾

最近两年，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似

乎流年不利， 不少文章都拿他糟糕的投

资说事儿，比如最近在航空公司上的“高

买低卖”之类。 不过，巴菲特之所以成为

批评对象， 恰恰说明他之前的投资策略

是如此成功， 以至于让老先生能够通过

投资赚到足够的“挨骂的资本”。

在

1998

年

10

月

15

日，巴菲特曾经在

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做了一个讲座。 在

这个讲座中， 巴菲特详细阐述了他在

1972

年买入喜诗糖果公司（

See

’

s Candy

）

的决策依据，我将其总结为“虚名”。 而这

个“虚名”的决策依据，可以在许多成功的

企业和商业现象身上看到，也值得今天的

投资者在分析企业时仔细学习。

在这次演讲中描述喜诗糖果公司盈

利之道时，巴菲特指出，在加利福尼亚地

区，喜诗糖果是一种有丰富当地传统的、

重要的礼物。 大部分人买喜诗糖果的产

品，并不是为了自己吃掉，而是为了当作

礼物送人，比如某人的生日，或者是某个

重要的节日。那么，当这些顾客去买糖果

时，对于这么有传统意义的礼物，他们会

选择更便宜一些的糖果， 还是他们会愿

意花多一点的钱，买一包喜诗糖果？没人

会选便宜的糖果。

由于喜诗糖果在当地重要的文化属

性，这些糖果给了顾客足够的“虚名”。也

就是说，尽管放在架子上的喜诗糖果，可

能和边上的一包另外品牌的糖果， 并没

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也许另外一包糖

果还更好吃一点），但是顾客就是要喜诗

糖果带来的那种感觉， 那种送礼时大家

心领神会的“虚名”。而正是由于这种“虚

名”的存在，喜诗糖果就可以赚到更高的

利润率。

“虚名” 点石成金

作为商业社会中的点金之石，“虚

名” 这种独特的商品属性并不仅仅存

在于喜诗糖果身上。比如说，天然钻石

就是典型的依靠“虚名”的商品。

对于购买天然钻石的人来说，绝

大多数人既无法分辨天然钻石和人造

钻石的区别， 也不知道钻石究竟有什

么实际的用处。 它的装饰性能完全可

以被人造钻石、或者一些水晶取代，在

99%

的社交场合下， 也没人会盯着你

的手上仔细看一块小石头 （即使盯着

看大部分也分不出来）。 而且，钻石的

跌价速度无比之快，只要拿出店门，回

收价格往往立即只有购买价格的一半

左右。

但是，钻石给了购买者强大的“虚

名”。 在上百年的宣传作用下，现代的

人们相信钻石是世界上最好的宝石。

为了表示自己在求婚中的诚意， 或者

是为了让自己感受到珠光宝气带来的

高贵与自信， 钻石成了一种表达 “虚

名”的最好的载体。尽管仅仅在几百年

前， 中国人还使用玉石来寄托这种虚

名，但是在近一百年里，玉石的地位显

然让位给了钻石。

“虚名”在中国市场的高端白酒销

售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很少

有人能说得清楚上千元一瓶的高端白

酒， 到底比两三百元的酒好在什么地

方。 如果做一个白酒的盲测（就是在不

清楚具体白酒种类的情况下，让顾客仅

仅根据口感来选择自己爱好的酒），考

虑到众口难调的客观现实，参与测验的

人多半会做出五花八门的选择。

但是，由于高端白酒的消费场合，

几乎绝少是在自家的餐桌上， 而是用

于宴请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下，消费者

需要给同桌的人们一种“虚名”，而“最

好的白酒”恰恰是承载这个“虚名”的载

体。 那么，既然消费者需要的是“最好的

白酒”，在乎的是给客人极致的“虚名”体

验，他们还会在乎花多少钱吗？

需要特定文化土壤

需要指出的是，“虚名” 这种特有的

商业点金石，需要极强的文化土壤。也就

是说，这种“虚名”必须恰恰被某些特定

的消费者文化所接受才行。 这种消费者

文化可能是天然的 （比如中国的白酒文

化），可能是后天通过大量的广告和宣传

培养的（比如开始流行于

20

世纪的钻石

文化），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比如巴菲

特每年让喜诗糖果投入巨额的广告费

用， 维持这种糖果在加利福尼亚地区的

形象）。但是，一旦脱离了这种文化圈，一

种依靠“虚名”的商品往往就会立即变得

泯然众人。

比如说， 喜诗糖果在中国市场卖得

就非常一般。 在京东商城上输入喜诗糖

果，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销量。中国人并

没有对喜诗糖果作为节日礼物的独特感

情，对于中国顾客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

口味独特的糖果而已， 和其他糖果并没

有什么区别。（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许

树泽曾经从奥马哈给我带来过一包，我

个人的感觉是比普通糖果、 比如大白兔

奶糖更难吃一点，实在太硬了。 ）而在欧

洲和美国市场，对于本地消费者来说，来

自中国的、被中国人奉为琼浆玉液的、代

表了最高待客礼节的超高端白酒， 也不

过是一种异域风情的白酒而已。 其中蕴

含的待客之道， 很难被非中国文化圈的

消费者所感知。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依靠“虚名”赚

取高额利润的商业模式来说， 虽然企业

往往努力通过广告设计等方法去维持

“虚名”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在很多时

候，是可遇不可求的。 有些时候，甚至只

是文化和认知上的一些细小差别， 就足

以让“虚名”的点金石出现裂纹。

比如说，在中国市场，尽管高端白酒

成功树立起了形象， 但是同样是酒文化

的一员， 红酒和黄酒就没能建立起这种

形象。红酒的品牌过于繁复，而且多半是

舶来品，多数本地客户认知有限。黄酒虽

然有丰富的文化基础， 但是一来销量过

于集中于江浙沪地区， 二来生产工艺简

单，市场竞争过于激烈，餐酒的形象大于

礼节用酒， 因此也没能形成全国范围的

认知。 尽管红酒和黄酒企业也非常想取

得白酒那样的地位， 但是至少从目前来

看，这种尝试并不算太成功。

只要认真观察，“虚名”的商业状态，

在不少消费场合都有体现。再举个例子，

对于高端宠物食品来说， 比如高端的猫

粮、狗粮，事情也是一样。 许多高端的猫

粮狗粮卖到几十、甚至上百元一斤，对于

购买的宠物主人来说， 他们其实不太容

易分得清猫粮和狗粮的质量到底怎样。

我虽然努力尝试吃过我家猫的口粮，但

也不过是放在嘴里嚼嚼味道然后吐掉，

至于吃下去以后对身体到底好不好、胃

里舒服不舒服，实在无从知晓。

但是，对于宠物主人，尤其是那些有

爱心的宠物主人来说， 宠物就像他们的

真正的子女一般。这时候，为了表达对宠

物的爱，为了让自己感受到“我已经给了

我的猫和狗最好的照顾”，一些富有的宠

物主人往往不在乎给宠物花多少钱买食

物。 而当高端宠物食品能够给消费者带

来这种心理上的“虚名”时，这些食品也

就理所当然可以要个高价： 难道对自己

毛孩子的爱，能被一点点小钱所困扰吗？

依靠“虚名”的商业案例还有很多，

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只要投资者注意观

察生活，注意分析商业社会，他们就会在

无数的案例中，翻出一些依靠“虚名”获

得高额利润率的行业和企业。 而当这些

企业以合理、甚至是低廉的价格出售时，

投资者也就不难从中获利了。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一个3年下跌99.99%的指数

证券时报记者 万鹏

2017

年

6

月，一篇题为《纪念一个

消失了的指数》 的文章在市场中引发热

议。这个消失的指数指的是“申万活跃股

指数”，该指数用了

18

年时间，从

1000

点跌到

10.11

点，跌幅超过

99%

。文章告

诫投资者，追热点、做短线最有可能的结

果就是长期稳定地亏钱。

3

年之后， 记者又发现一个名存实

亡的指数———同花顺“昨日换手前十”指

数（

883905

），从字面上看，昨日换手率前

十指数就是跟踪换手率最高的十只股票

的次日表现。该指数

2016

年

6

月

3

日开

始发布，起始点位为

1000

点，而本周五

收盘仅有

0.065

点。 从历史走势来看，该

指数曾在推出一个月后的

2016

年

7

月

6

日创出

1217.41

点的历史新高，一个月

的时间，涨幅超过

20%

。 在经过一轮调

整，再次冲高至

1191.24

点后，便开始持

续近

3

年的探底之旅。

在这期间，该指数连续腰斩，每轮腰斩

所用时间长则

5

个月，短则

1

个多月。

最近的这一次也是最快的一次，

从

2020

年

3

月

16

日的

0.138

点，跌

到

2020

年

4

月

27

日的

0.066

点，跌

幅

52.17%

， 用时

29

个交易日。 这期

间，上证指数上涨了

0.94%

，创业板指

数的涨幅更是高达

5.65%

。可见，昨日

换手前十指数同期的暴跌， 并非受到

大盘的拖累。

从该指数的编制规则来看， 其成

份股———昨日换手前十名的股票，基

本上都是刚刚开板， 或开板不久的次

新股。因此，昨日换手率前十指数基本

上就是跟踪开板不久次新股走势的一

个指数， 反映市场对刚刚上市新股的

投资热情。比如，换手率前十指数推出

的第一个月， 即

2016

年

6

月至

7

月，

正好迎来一轮次新股的投资热潮，这

期间开板的新股短期内大都能够延续

升势。但是，从换手率前十指数

3

年多

的整体表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开

板后继续追捧次新股， 不仅是火中取

栗，更是慢性自杀。

A

股市场历来都有逢新必炒的传

统，新股更是一个重点炒作对象，其中一

个逻辑是，投资者持股成本透明，一旦换

手充分，并且有资金参与，很容易形成向

上合力。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暴风集团，该

股

2015

年

3

月

24

日上市，

2015

年

5

月

6

日打开涨停，连拉

29

个涨停（第一个涨

停为

43.98%

），此后

10

个交易日，又收出

8

个涨停，股价迅速翻番。 然而

5

年多之

后，暴风集团已面临退市风险，当时创出

327.01

元的价格，此后再也未能触及。

从事后来看， 暴风集团大厦的崩塌，

严重资不抵债，濒临退市，都与当时股价

脱离实际的大幅上涨有一定关系。暴风集

团董事长冯鑫曾表示，“上市以后，自己膨

胀了。 ”兴奋得整夜整夜无法入睡，脑子里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何拓展“疆域”？ 彼

时，暴风集团市值最高达到

400

亿元。

对热衷炒作已开板新股的投资者

来说， 又何尝不是被剧烈波动的股价

所吸引， 被短期内继续大幅上涨的预

期所诱惑，而完全不去考虑此时的股价

是否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相匹配，是否

被高估。

既然追逐热门股的投资者都是冲着

短期获利而去，形成强烈的一致预期，那

么必然需要继续寻找接盘侠才能推动股

价的上涨，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很容易

就会迎来曲终人散的时刻。目前，科创板

已经实行了注册制， 创业板也将进行注

册制试点，上市公司数量已经逼近

4000

家， 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要想获得投资

者的关注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上市后的

炒作也有望越来越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 近几年

A

股市场虽

然指数波动不大， 但不少优质公司都走

出了独立行情， 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牛市

特征。 这些公司要么业绩稳定并且持续

增长， 要么是大的行业龙头或者细分行

业的隐形冠军， 又或者是政策扶持的新

兴行业中的优势公司， 无论从哪个角度

来看，都是以基本面为主线，这一特征或

许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投资

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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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 推“前浪”

产业变迁的密码是什么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后浪”一词早已有之，今年

的火爆一时，源于

B

站

(

哔哩哔

哩

)

在

5

月份一个颇有情怀的主

题策划。 当不久后这家小众的

网站市值飙升， 一举超过爱奇

艺市值的新闻传出时，“后浪”

一词就仿佛早就打好的伏笔，

把“后浪”推“前浪”的俗语演艺

得那么恰如其分。 除了

B

站和

爱奇艺的案例， 拼多多和京东

也算典型。 相较于拼多多，京东

绝对算得上前浪， 虽然二者市

值高低多有反复， 但后起之秀

拼多多来势凶猛， 一举奠定绝

对优势的时间或许不会太长。

不难发现，“后浪”推“前浪”

的案例近年来越来越多， 上演的

频次也越来越频密， 除了日新月

异的互联网行业， 在其他的一些

大行业也层出不穷， 比如日化行

业， 新品牌珀莱雅市值大幅超过

老字号上海家化。还有一些行业，

可能新势力公司市值目前不一定

超越老品牌， 但在增长势头上着

实让人觉得 “初生牛犊不怕虎”，

例如白酒行业的新品牌 “江小

白”、奶制品行业里面的妙可蓝多

等等。

产业变迁的密码

新品牌“后浪”推“前浪”的表

象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产业

变迁密码呢？ 不同行业之间又有

怎样的共性呢？

一是成立时间短，上述提及

的多个行业新品牌， 相比行业

老牌公司动辄几十年上百年的

司龄， 很多都是最近几年才蹿

起来的新品牌， 也有个别公司

可能成立时间长一些， 但真正

蹿起来也就最近两三年的事。

比如

B

站成立于

2009

年，比爱

奇艺早近一年。

但更多的是出生时间相差巨

大，上海家化前身是成立于

1898

年的香港广生行，于

2001

年在上

交所上市， 今年已步入发展的第

121

年。 相对来看，珀莱雅诞生较

晚，创立于

2006

年，至今不到二

十年。

京东和拼多多也差着辈分，

京东成立于

1998

年，拼多多则诞

生于

2015

年。至于白酒行业里的

江小白、 奶制品行业里的妙可蓝

多，相比于各自行业的老字号，成

立时间更是很短， 江小白成立于

2012

年， 而中国的白酒历史源远

流长， 很多老品牌动辄几百年历

史； 仿佛一夜之间开始爆红的妙

可蓝多诞生于

2011

年，也远远晚

于那些奶业大巨头。

二是发展速度快， 虽然体量

还不能和行业老公司直接对比，

但发展的速度都是坐着火箭筒。

正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上述

新品牌虽然诞生时间晚， 但由于

发展速度惊人， 才能在如此短时

间内就展露出和老前辈分庭抗礼

的实力。

以

B

站和爱奇艺为例， 从营

收规模来看，

B

站一季度的营收

规模不到爱奇艺的三分之一。 而

在营收增幅方面，一季度

B

站的

营收达

23.2

亿元 ， 同比增长

69％

，远超市场预期；爱奇艺一季

度营收为

76

亿元， 同比增幅仅

为

9％

。

付费用户数方面，

B

站的规

模也远远低于爱奇艺。 截至一季

度末， 爱奇艺会员规模达

1.189

亿，同比增长

23％

，单季度会员

猛增

1200

万。

B

站的月平均付费

用户仅为

1340

万人，但是同比增

长了

134%

。 另外，今年一季度，

B

站平均月活用户为

1.724

亿，同

比增长了

70％

，平均日活用户为

5080

万人，同比增长

69％

，均创

下上市以来的最高增幅。

市场正是看中了这些指标的增

长前景， 纷纷将大把资金押注到了

“后浪”

B

站、拼多多身上。数据就是

最好的佐证———

B

站上市首日，市

值仅

31.3

亿美元，相比之下，爱奇

艺当日市值为

110

亿美元。 两年过

去了，

B

站迎头赶上， 市值涨近

3

倍，爱奇艺涨幅则仅为

6%

。 尤其今

年以来，

B

站和爱奇艺的股价走势

对比明显。

拼多多作为互联网电商的后来

者，即便是面对阿里、京东这样的巨

头也毫不逊色。

5

月

22

日晚间，拼

多多、阿里同时发布第一季度财报。

财报发布后， 虽然两家公司营收都

超预期，但市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拼多多股价暴涨

14.5%

， 阿里却大

跌

5.87%

。

背后的逻辑也很简单：拼多多

以

44%

的营收增速远超阿里的

22%

，即便是一周前发布亮眼成绩

的京东，也不过

20.7%

；

GMV

（成

交总额） 上， 拼多多保持高速增

长，同比增

108%

，继续碾压阿里

的

23.15%

。更重要的是，在活跃买

家上， 拼多多的年度活跃买家本

季度已经蹿升至

6.28

亿， 距离阿

里的

7.11

亿， 已经只有几千万的

距离了。

三是玩法更新颖， 更契合用户

需求，更具有互联网思维。

有的走小众年轻路线， 比如

B

站，

B

站成功出圈后进一步扩大内

容生态版图，向直播、短视频、音频

等细分领域延伸，提振一季度

MAU

（月活跃用户）同比增加了

70%

，策

划的新年音乐会、 后浪主题策划都

带着浓郁用户思维， 最终引起用户

大范围情感共鸣。

有的契合普罗大众的消费升级

需求，比如珀莱雅，和老品牌相比，

无论是产品名称、营销手法，甚至在

代言人的选择上都更年轻化； 横空

出世的白酒品牌江小白也是如此，

一改白酒行业强调历史沉淀的营销

思路， 更多凸显年轻人的个性化差

异， 着实贩卖了一把年轻人喜欢的

情调。

还有的是踩中了移动互联网高

速发展背景的下沉市场大红利，拼

多多就是典型， 与头部电商在一线

城市厮杀的策略不同， 它瞄准了互

联网发展背景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

更广大需求， 打了一个漂亮的农村

包围城市大胜仗； 小家电领域的新

宝股份也是如此， 充分借助小红书

等社交平台创新营销，打造出了“摩

飞”这样一款爆款小家电产品，在竞

争激烈的家电行业杀出一条小家电

的血路， 让老牌家电公司被撞了一

下腰。

资本助推很关键

四是资本助推很关键， 在不少

新品牌迅速崛起的背后都离不开资

本的推动。在拼多多的融资历程中，

高榕资本连续参与了拼多多

A

轮、

B

轮融资，腾讯、红杉资本参与了拼

多多的

B

轮、

C

轮融资。拼多多招股

书显示，腾讯占股

18.5%

，是公司第

二大股东，高榕资本占股

10.1%

，红

杉资本占股

7.4%

，红杉资本沈南鹏

目前还担任着拼多多的董事。 白酒

新品牌江小白的背后则站着

IDG

和高瓴资本。

新品牌与风险资本的结合不断

打造出成功案例， 一方面是风险资

本看中了行业赛道里的大机会，通

过扶持新公司有望获取超额收益；

另一方面， 新品牌公司无论是迅速

扩大规模，还是创新营销手法，研发

推出新品都亟需大量资金， 甚至是

烧钱， 这和传统企业发展思路略有

不同，追求的是唯快不破。于是二者

一拍即合。

当然， 这也充斥着风险资本过

于求快而导致对企业“拔苗助长”的

风险，类似的例子在业界并不少见。

但无论如何， 在滚滚向前的产业变

迁大潮中， 产业和资本携手双赢是

主流，正是他们的不竭努力，才演绎

出各行各业“后浪”推“前浪”的精彩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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