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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茅台跌破 1500亿元触发“裸奔”赌约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上海家化董事长退休被指后继无人

事件：中国经济网 9月 22消息，近日上海家化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接
受葛文耀的退休申请，并决定推举独立董事张纯为代理董事长。对于外界关于

上海家化“后继无人”的评论，上海家化未有明确表态，仅在公告中称董事会决

定推举独立董事张纯为代理董事长，以保证董事会工作和公司经营管理的正

常进行。

点评：当一个品牌公司的灵魂人物选择离开之后，将会对一个企业带来什

么样的影响？对于上海家化来说，这个答案或许不久之后就能得到。作为上海家

化的领军人物，葛文耀不久之前还表示“希望再干两三年”，然而话犹在耳，他却

选择了告别这个维系了一辈子的舞台。从此，上海家化的“内斗”再与他无关。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伊利蒙牛或列入乳粉重组扶植名单

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遇袭手指受伤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事件：《经济参考报》9月 18日消息，近日，南方电网旗下东莞供电局被指有
两个穿越东莞市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项目，在未获得林地使用审批的情况下

强行建设。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方面表示，这两个电力项目并不是在旧线基础

上进行改造，而是新建塔基重新架设，东莞供电局系手续不全就强行施工。

点评：国家之所以要实行审批制度，其主要原因就是要对项目的可行性、

合法性等进行审查，对项目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评估。这主要是

为了避免各种违规项目的出现。“未批先建”的现象之所以时有发生，恐怕是得

到了地方政府默许，才敢于明目张胆为了眼前利益而置国家法律和群众利益

于不顾。

南方电网东莞项目被指未批先建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韩方道歉前海航旅业暂停赴韩业务

事件：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9月 22日报道，“海娜号”事件发生后，海航
旅业在滞留旅客返回国内后表示，将暂停济州岛航线。海航旅业相关负责人也

明确表示，在韩方正式道歉以前，将暂停所有赴韩国的旅行业务。目前，原定于

21日前往韩国的航次已经取消，1000多名已经预定船票的旅客获得了赔付款。
点评：1659名被“扣押”的中国旅客终于回到了祖国。但是，这场“扣船风

波”还远未结束。这次事件的起因可能是企业为了追债而采取的非常规手段，

但对于海航来说，除了要直面债务，还要面对社会舆论、旅客投诉等问题。最为

重要的是，此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韩国方面，应该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公开

回应。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万达投 500亿建全球最大电影园区

事件：腾讯财经 9月 22日消息，万达集团近日宣布将投资超过 500亿元
建设全球投资规模最大的影视产业项目———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该

项目占地 3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40万平方米，计划 2016年 6月项目一
期开业。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该项目将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影视基地

和度假城。

点评：万达集团再次展现“快节奏”。外界对万达的资金能否支撑动辄数百

亿元的投资持怀疑态度，实际上，万达长期坚持“销售为首，现金为王”的企业发

展策略，通过快买快干快竣工，不需要囤地、土地升值来获取利润。这种快速运

转、急速扩张的发展模式是万达特有的商业模式，也是其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多家民企白热化角逐民营银行牌照

事件：网易财经 9月 22日消息，在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发布的企业名称核
准公告中，“苏宁银行”和“华瑞银行”赫然在列，加上 8 月份获批的“苏南银
行”，短时间内已有 3家民营银行名称获预先核准。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
已经提交申请、准备申请和通过工商总局核准的民营银行已经达到 15家。

点评：在监管层几度表态支持民资申办民营银行之后，民营银行的“玻

璃门”有望在近期被打破。不过，由于政府对于设立民营银行的实施细则仍

未出台，民营银行的获批是否能在年内成行仍然是未知数。同时，尽管监管

层对于民资开办银行释放出强烈的支持信号，但不大可能允许大批量民资

“涌入”。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李嘉诚表示自己爱港爱国不会撤资

事件：9月 21日，据香港媒体报道，针对近日从香港及内地“撤资”转投欧
洲的传闻，华人首富李嘉诚予以公开回应。此前有媒体援引数据显示，李嘉诚

因连续出售香港和内地资产，并在欧洲连续投资而被指套现和转移资产。对

此，李嘉诚回应称自己爱香港、爱国家，旗下两大公司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绝

对不会撤资。

点评：此前有分析称，李嘉诚因为不看好中国经济而将业务重心转向欧洲；

也有分析称，李嘉诚是去欧洲“抄底”。眼下，虽然李嘉诚表示“绝对不会撤资”，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短时期不会将投资重心转到国外。买卖资产本就是商业决定，作

为一个在商界叱咤几十年的风云人物，当然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作出改变。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变卖资产成多家央企保壳主要手段

事件：《中国经营报》9月 22日消息，央企 ST公司保壳大战正进入到紧要
关头。截至 2013年 9月 16日，共有 20家央企上市公司头顶“ST”或“*ST”的帽
子，如果这些公司在今年度仍然亏损，将面临着暂停退市的风险。据统计，央企

ST公司主要通过自我调整、重组和变卖资产来避免暂停上市的风险。
点评：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仅仅是民营企业，一些央企的日子也不好过。

这些企业的一个相同特点是，主业多属于实体经济领域。为了扭亏为盈，它们

使出了浑身解数：有些公司通过重组来实现扭亏；有些选择通过经营主业扭

亏；在这些措施都没有起色的情况下，为了摆脱被退市的命运，只有选择变卖

旗下资产。

事件：东方网 9月 18日消息，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近日在自己家附
近被人袭击，涉案嫌疑人杨某已经被依法刑拘。据警方介绍，9月 13日清晨，
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杭州上城区其住处附近遭人袭击，手部受

伤，随即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经诊断，宗庆后左手有两根手指肌腱受伤。

点评：宗庆后并不是首个遇袭的企业家，也未必是最后一个，但却获得了

更为广泛的关注。这除了与他中国前首富的身份有关之外，也与处在多事之

秋的娃哈哈有关。眼下，娃哈哈在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进军到自己并不熟悉

的领域，接班人能否挑起大梁尚存有疑问，这些都给娃哈哈的前途蒙上了一

层不确定性。

事件：《中国经营报》9月 21日消息，尽管“奶粉国家队”的说法被工信部
否认，但扶持“乳粉企业兼并重组”的名单却已接近完成。据了解，首批将获得

国家扶持的企业名单已经出炉，伊利、蒙牛、飞鹤、完达山和高原之宝有望入

围。入围企业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基金等一揽子扶持政策，涉及资金将超过

300亿元。
点评：多年来，国产奶粉逐渐被洋奶粉挤占市场份额，不仅品牌无法与洋奶

粉竞争，就连价格方面也被洋奶粉垄断。目前，洋奶粉正遭受中国消费者的信任

危机，这是国产品牌反击的最佳时机。然而，国产品牌最终能否在市场上站住脚，

仍要靠企业的真本事。否则，仅靠政策的保护和托举，最终的结果仍是发育不良。

事件：中国经营网消息，9月 17日，贵州茅台股价大跌 5.58%，市值跌至
1469.52亿元。去年 9月，否极泰基金合伙人董宝珍曾和一位著名投资人打
赌：如果 5年内茅台市值跌破 1500亿元，则董宝珍将现场直播裸奔 30分钟。
然而，节前表示将在中秋期间裸奔的董宝珍并未兑现自己的诺言。

点评：当潮水退去后，我们才知道谁在裸泳；当茅台市值跌破 1500 亿元，

我们才想起有人欠了一个“裸奔”。本来，赌约这种事情只是私下约定，一般当

不了真。好事者之所以将其翻出来，不仅仅是为了调侃，更多的是反映出股市

的涨跌无情：本来信誓旦旦、坚决看涨的投资者，一着不慎，可能输的连裤子

都没了。

创业板指数从年初开盘的 717.3点至近期高点 1253.4点

上涨已达 74.7%，一些创业板公司如神州泰岳、天喻信息、中青

宝等股价甚至走出了 4倍以上的行情，上半年只要是沾上“手

游”、“影视传媒”等概念的公司股价都会在短时间内暴涨。

创业板今年之所以能走出背离主板的独立大行情，一方

面是主板市场受整个宏观经济下滑影响上市公司业绩不断下

降，传统强周期行业萎靡不振，而创业板仅有 355 只股票，且

各公司股本较小，便于各路资金进行概念炒作。另一方面，在

转方式、调结构和产业转型的背景下，相关支持服务业、新兴

产业、环保等方面的政策逐渐出台，创业板公司多数属于此类

公司，因此无论公募、私募还是散户通通涌向创业板，在资金

抱团效应的作用下，创业板一路高奏凯歌。

此轮创业板暴涨中第一牛股当属中青宝，这只股票在注

入“手游”概念后，股价一路从年初的 11元左右上涨至 80元

左右。手游行业的高增长真有其股价表现的那么美吗？在手游

行业中，高成长背后往往对应的是高风险。手游行业的高风险

特性某种意义上要大于其高增长特性，因此目前市场对手游

行业的估值显然已经偏离理性区间，而市场对手游行业的追

捧是当前创业板的一个缩影，屡创新高背后是泡沫风险正在

逐渐累积。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当创业板公司股价飞天的

时候，公司大股东是否认同目前股价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创

业板上市之初，创业板指数曾一度上涨至 1239点，随后的两

年内产业资本出现了一波疯狂的减持潮，创业板指数也随着

产业资本的减持一路下跌至 585点的低点，由此也印证了产

业资本逢高减持后创业板不久便会陷入深度调整的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支撑当前创业板继续上涨的多

种因素如产业规模、公司业绩、产业资本增减持情况等都经不

起仔细推敲，短期涨得越猛预示着未来跌的空间也会越大。只

有在市场趋于理性之后，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公司业

绩的不断提升才能支撑创业板公司股价的不断攀升。

但由于各路资金在此轮创业板上涨中介入程度较深，因

此只要不出现政策的突然变化如出台创业板股指期货，那么

各路资金在未找到接盘者之前就不会短时间集中抛售，因为

集中抛售的结果是引起创业板连续暴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

说，真正沉下心来认真分析公司业绩与其所处产业的特征，不

盲目跟风，远离概念性强而成长性不足、市盈率超高的个股才

是明智之举。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分析师）

警惕创业板的高估值风险
范欣

媒评

中国制造业以高性价比在全球市场中获得了很强的竞争

力，但传统的经济发展动力正在衰竭，目前面临着转型升级的

挑战。

2012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中国

制造业出口占世界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0.8%上升

到 2009年的 13.5%。

驱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驱动因素有大量的劳动力人口，

研发投入不断增加，海外并购和国内市场容量。从 1965 年开

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 1965 年的

55%到 2010年的超过 70%。中国大学扩招后，每年毕业的大学

毕业生达到 700万左右，其中技术和工程类大学毕业生超 200

万。从 2005年开始中国的研发投入占 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

2005年的 1%左右提升到 2012年的近 2%。中国城市人口人均

收入从 2001年的 6859.6元上升到 2011年的 21809.8元。

在过去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动力是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

具体来说是经济规模、资源投入、低成本、投资和全球化。

但在新的背景下，制造业的发展是创新驱动，具体来说

是，绿色产品、商业模式创新、价值网络整合、客户定制化、敏

捷制造和制造业服务化。

中国制造业从原有动力过渡到新动力的过程中面临着较

大挑战，持续的创新能力不足是中国企业普遍的缺陷。根据世

界经济论坛对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调查显示，中国的知识产

权保护相对发达国家还有明显的差距。2012年路透社的数据

显示，中国的 GDP增速全球第一，GDP总量世界第二，世界 500

强企业的数量世界第二，但没有一家企业进入创新 100强。

中国制造业的创新驱动可以有几种模式，即“二次创新”、

制造业服务化、商业生态系统创新和二次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二次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具体来说

在技术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实现技术获取、吸收和利用，在技术

能力积累的基础上实现技术探索，实现创造性学习。

另外，可以通过制造业的服务化，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具体来看，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通过在制造中结合服务，

如西子奥的斯，增加产品的服务价值。另一种，从制造转为服

务，如杭氧，原来出售设备，现在不卖设备而出售气体服务。

通过构建商业生态系统和二次商业模式创新，淘宝从

2003年零起步到 2012年发展到年销售收入超 1 万亿元的世

界第一的商业平台。

从实践中得到启示：如何从二次创新发展到原始创新是

中国制造的主要挑战；在技术跨越中的范式转移对中国制造

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对于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以

及传统产业面临互联网的竞争时更是如此；以电子商务平台

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创新无论是对制造业龙头企业还是微型企

业都是建立新型生态系统的机会。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 EMBA

教授，财经作家）

中国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何在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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