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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手机频秀高端：
谁是
“不喜欢用 iPhone 的政商用户”
？

（上接第一版）
那么，
转板机制的推出为何
“干打
雷不下雨”
呢？作为高层来说，
对转板
机制的推出保持慎重是必要的，
毕竟高
层需要全盘考虑资本市场的发展，
需要
考虑转板机制可能给新三板市场及创
业板乃至整个主板市场带来的冲击。
那么，转板机制的推出面临着哪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些问题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问题
是需要高层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
而解决了这些问题，推出“转板试点”
也就为期不远了。

岁末年初，一场价格战
再次袭击手机市场。三
线手机品牌金立高调牵手知
名导演冯小刚徐帆夫妇，推出
6999 元 的 M2017 新 品 和
16999 元 的 鳄 鱼 皮 私 人 定 制
版。2016 年 11 月，一线手机
品牌华为在德国发布旗舰手
机 Mate9，最 低 售 价 5000 元
起，其中保时捷全球限量版高
达万元。2016 年 12 月，一款
打着“故宫贺岁”概念的手机
售价也直接突破万元。
一些国产手机品牌逆势
而行打响高价战。究竟是手
机高端消费市场全面引爆的
预演，还是少数国产手机企业
的市场营销手段？

一是转板机制需要直面合法性的
问题。根据 2013 年 12 月 14 日证监会
对国发〔2013〕49 号文的回应：
“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的挂牌公司可以直接转板
至证券交易所上市，
但转板上市的前提
是挂牌公司必须符合《证券法》规定的
股票上市条件”
。而在
“符合《证券法》
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这个问题上，
转
板机制明显存在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
那就是《证券法》规定，
A 股上市公司必
须是公开发行的公司，
并且这种
“公开
发行”
还必须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
条件。但新三板挂牌公司只是非上市
公司，
其在新三板市场上挂牌转让的股
份并非
“公开发行”
。在这种情况下，
如
何合法地实现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转板，
这无疑是新三板转板政策制定者所必
须予以正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二是转板机制如何坚持
“三公”
原
则的问题。
“三公”原则是证券市场最
基本的一项准则。
《证券法》明确规定：
王利博制图

“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但如果新三
板挂牌公司
“达到股票上市条件的，
可
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

高价并不等于高端

易”。那么，对于那些在 A 股市场门口
排队的 IPO 公司来说，这就是极大的

始于 2015 年的手机价格战在

“高价并不等于高端，一个企业和

品牌，当年切入智能手机市场也是

国产手机企业推动下经历了从波谷

品牌真正要赢得高端用户认可，绝

从 千 元 机 开 始 ，逐 步 通 过 荣 耀 、

到波峰的震荡。价格从最初的两三

对不是定个高价，搞个专属定制，

MATE 等系列品牌来区分不同的

是让不少本土企业看到引爆高端

千元，直接降至千元左右甚至五六

必须要建立从内部技术、品质到外

用户群体，但时至今日依旧无法超

消费的希望。
“过去，高端手机市场

百元。如今却突然转向直接征战三

在的品牌、格调等一体化积累。当

越苹果，只能在限量版上定位万元

主要被苹果、三星霸占。2016 年，

四千元的高端市场，以及万元以上

前一些企业的做法更多是一阵风

级新高端。

三星、苹果相继发生不同情况变

的奢侈市场。本土企业在手机市场

的炒作，
很难持续下去”。

行业资深观察家曾高飞就指

球，
很难成为体系”。
整个中国市场的快速崛起，还

故，为中国手机厂商进军高端市场

上演了一场“跳跃式”大变脸，这也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金立手机

出，
“当前很多国产品牌的号召力，

提供了契机，也填补了国产品牌在

让外界直呼
“看不懂”
。这到底是本

董事长刘立荣毫不掩饰为何要定

都不支撑这种高价策略。近年来，

高端市场的一些空白”。灵基咨询

土企业完善高端产品线，还是推高

高价，
“金立手机就是要比苹果

除了华为等少数企业之外，国产企

研究总监胡洪森认为，未来两年国

价抢眼球，或者是为了亮剑高端市

iPhone 卖 得 贵 ，那 些 不 喜 欢 用

业扮演的是加工组装者角色。芯

产品牌高端化能否持续还有待市

场与外资洋品牌正面竞争？

iPhone 的政商客户，就是金立高端

片、内存、显示屏等核心部件都是

场的考验 ，毕竟除了个别品牌之

手机目标人群。”但是，刘立荣并未

买来的，没有自己的技术。产品同

外，大多数本土企业还做不到与苹

透露如何赢得政商客户。

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一些企业的高

果、三星正面竞争，做高端更多是

定价更多的还是市场炒作吸引眼

完善产品线后的市场试水。

多位手机业内人士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并不
看好当前的高价手机市场前景 。

事实上，即便是华为这种一线

不公平了。因此，研究新三板转板机
制必须考虑如何坚持
“三公”
原则的问
题，不能让转板机制成为对“三公”原
则的践踏机制。
三是转板机制必须考虑到对新三
板市场的冲击问题。新三板市场是一
个独立于 A 股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之
外的市场，同时又是一个独立于上交
所与深交所之外的市场。因此，新三
板市场面临着一个自身发展的问题，
同样也需要做大做强。如果新三板转
板机制将符合 A 股上市条件的公司都
转板到 A 股市场上去了，新三板市场
就留下一些“歪瓜裂枣”，那么新三板
市场自身的发展就会出现危机。因
此，研究新三板转板机制必须考虑到
新三板市场自身的发展问题。

需要强大用户基础

四是转板机制还必须考虑 A 股市
场承受力的问题。目前新三板市场挂
牌的公司已超过万家，这其中符合 A

在本土企业于 2016 年底相继

层面来看，中国企业具备这样的市

大家并没有形成消费惯性，产品也

没能推出令外界眼前一亮的新品，

股上市条件的公司按 10%的比例计

启动一轮轮高价战的背后，是最近

场基础和技术优势，但并不是所有

没有很好的使用体验。更为重要

三星的高端机型 note7 更是遭遇爆

算，也有 1000 家之多。如果这些公司

两年来全球手机产业商业格局的

的企业都有能力杀入高端。
”

的是，很多售价超过一万的手机仅

炸危机。随着手机品牌的增多，以

直接转板上市，
上千家公司蜂拥而上，

仅是高价营销而已。
”

及用户体验的提升，对于手机新技

这将是 A 股市场难以承受之重，足以
让 A 股市场崩溃。

两极分化，以华为、小米，以及 OP-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推出高价

PO 和 VIVO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

手机只是一种营销手段，希望市场

“应该说，高端消费者对已选

术、新功能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这

在全球市场快速崛起，并依托中国

能为自身品牌和产品贴上高端的

择品牌的认识和喜好根深蒂固，很

既是中国企业的挑战，更是突破高

市场展开对苹果、三星的一轮正面

标签。如何避免在高端市场上的

难撼动。”胡洪森表示，不要说金

端的机会。

竞争。

昙花一现，同时又通过本土企业的

立，即便是小米，这些年试图通过

多位业内人士坦言，在一些企

沪深交易所一直存在着利益之争。深

主动亮剑，打响中国在高端手机市

“新国货”来重新定位品牌，也很难

业的带动下，2017 年国产品牌会在

市推出了创业板，沪市也要推出战略

“虽然当前一些本土企业的高价行

场上的新战役才是国产手机厂商

推动其产品引爆高端市场。关键

中国高端手机市场上刮起一股新

新兴板。虽然战略新兴板后来被搁置

为更多还是为抢眼球。但不可否

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从生产高

问题就是中国企业争战高端，还缺

风，但是要想真正引爆中国企业在

了，但沪市也争取到了中小盘股发行

认的是，对于一些本土企业来说需

价手机到获得消费认可还有很长

少
“杀手级”
的黑科技和原创产品。

高端市场的发展和竞争，还需要至

的机会。如果新三板真的只是“向创

要通过高端市场发力，确立自身江

的距离，需要有强大的用户基础。

从 2016 年开始 ，全球及中国

少 3—5 年时间的积累和投入。不

业板转板试点”
，
这又将让上交所的利

湖地位 ，释放中国企业在手机技

曾高飞就指出，
“ 一些国产品牌虽

手机市场陷入一轮产品同质化、低

能简单拿高价来吸引眼球，要靠新

益得不到平衡。这个问题同样是高层

术、品牌方面的能力突破。从这个

强势推出高端却未必能如愿，因为

价格的饥荒之中。即便是苹果也

技术、新产品来突破。

需要认真研究的。

在蓝科技创始人周颖看来，

五是如何平衡沪深两个交易所的
利益问题。在新股发行上市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