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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八年进击：迎“双线”作战大考
本报记者 吴俊捷 广州报道

中国预托证券（以下简称“
CDR”）。
小米并不愿就资本进程相关事宜做

再次“悄然”靠近苹果

资本局、产品展，小米创始人雷
军都未落下。
证监会官网 6 月 8 日显示，小

回应。整体而言，小米的资本化步伐

太像 iPhone X 了”的议论声便接踵而至。
小米 8 近日于 8 周年发布会上甫一出现，“

远超外界预期。
在近日的 8 周年产品展上，小

尽管小米强调自身是一家互

论声便接踵而至。比安卓阵营更宽

了类似苹果的宽刘海、 竖置双摄，

硬件端口，又离不开操作系统等软

联网公司，但智能手机在过去三年

的 刘 海 屏 、 基 于 3D 结 构 光 的

还新添加了 AI 影棚光效。 而这一

件层面的支持。 全面屏、 刘海屏、

米已于 6 月 7 日提交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申请。另有接近小米
高层的香港交易人士向 《中国经营

米 8 因为与 iPhone X 的高度相似
性，令小米 8 被业内人士诟病为最像

间为小米贡献着七成以上的营业
收入。

FaceID、AI 影棚光 效 等 从 技 术 到
产品结构搭配的组合再次令小米

功能恰是 2017 年苹果创新亮点之
一。 台上的雷军直言
“虽然苹果一

FaceID 等任何安卓阵营手机厂商
所做的创新都需要安卓系统的支

苹果的安卓机，暴露出小米的创新短
板。在手机仍旧贡献小米七成以上营

相较于 2016 年小米 MIX 凭
借全面屏概念惊艳亮相，较好地向

陷入了“
类苹果”的议论声中。
以米粉诟病最多的刘海屏为

年前就在做了，但是他们做得比我
们粗糙多了！ ”这多少还是令小米

持，这一方面令小米等安卓阵营军
团在创新上缺乏主动性、 自主权；

业收入的背景下，已在印度手机市场
拔得销量头筹的小米，如何将已有的

外界传达了小米的创新能力而言，

例，国内手机厂商尽管也在力推刘

作为“
首款做了 AI 影棚光效的安

另一方面，受制于安卓用户的分散

小米 8 近日于 8 周年发布会上甫
一出现，“太像 iPhone X 了” 的议

海屏，但多选择将刘海做小以避免
太像 iPhone X，小米 8 则不仅选择

卓机”的光环有些黯淡。
在头部效应叠加行业驶入下

属性，创新的推广效果也要远逊色
于苹果。 ”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

行通道的背景下， 唯恐出错的国产
手机军团普遍选择在苹果创新的基

艳辉指出， 相比之下，iOS 生态封
闭性所带来的安全性高、使用黏性

础上进行微创新。“
看看苹果再看看
同行差不多就知道手机的技术风向
标了。”曾供职于华南某品牌手机研
发部门的软件工程师洪冉直言，
“
小

强等使苹果始终保有创新的强驱
动力。
在近日召开的苹果开发者大
会 WWDC 上，苹果首席执行官蒂

米 8 暴露的创新不足可以说是行业

姆·库克宣布截至 2017 年第四季

群体性困境的外显。 ”
尽管小米创新力不突出的短
板通常会被性价比给化解，“但在

度，App Store 应用商店、 苹果音
乐、苹果支付等服务性业务收入首
次站上了 90 亿美元。

类苹果方面，无人能出小米之右。”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飙坦
言，做价格厚道的苹果产品，这是

据悉， 小米的 MIUI 与安卓生
态系统上的所有手机应用兼容，用
户可在该开放平台上享受内容、娱

小米的生存哲学。
业内倾向认为， 小米与苹果

乐、金融、效能工具等系列互联网服
务。据小米此前公布的招股书显示，

高度相似的另一个维度是： 苹果
执着于硬件之际， 也通过推出更
具颠覆性的 iOS 生态来实现从产
品驱动型向平台及服务型公司转
型；而小米于 2010 年成立之初便

截至 2017 年末，小米的互联网服务
收入 98.96 亿元， 占总营业收入的
比重为 8.6% ，与苹果差距显著。
不过，小米互联网服务近三年
始终保持 60%以上的毛利率，占小

意识到基于安卓开发自有操作系
统 MIUI，来谋求从产品商向平台
商转型。
“
由于手机应用创新既依托于

米 2017 年度毛利的比重已提升至
39.33%，这也被机构人士认为是支
撑小米未来在内地 CDR 及香港
IPO 中获得高估值的关键。

报》 记者表示，“小米已于 6 月 7 日
通过了港交所的上市聆讯， 上市几
无悬念。 小米最快将于本月底或下
月初在港招股募集资金， 并于 7 月
中上旬挂牌。”但其并未正面回应小
米拟募集资金的具体额度。

用户成功变现，并且使
“
硬件 + 新零
售 + 互联网服务” 铁人三项模式在

这也意味着小米继成为港交所
首家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申请上

印度落地关乎小米的成长性。 同时，
在全球市场攻城拔寨的小米还面临
从区域品牌向全球品牌的升华。这些

市的新经济公司之后， 将再度尝鲜

对于小米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尝鲜 CDR
据悉，目前银行方面已着手推出立足普惠金融的战略型配售基金。
小米成为 CDR 试点首单与证
监会近日的行径密不可分。
证监会于 6 月 6 日发布了 《存

兽” 基金于 6 月 7 日浮出水面之后，
6 月 8 日本报记者也从某大型股份
制商业银行处获悉，目前银行方面已

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试

着手推出立足普惠金融的战略型配

行）》 等九份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这
意味着搁置数年的 CDR 制度框架
已完成初步搭建。

售基金。“
小米等创新型企业的 IPO、
阿里等中概股回归都将成为优质的
打新对象。”该银行人士透露，该类面

本报记者梳理发现， 上述九份
文 件 对 于 CDR 试 点 企 业 准 入 门

向普通投资者且认购上限为 50 万元
的产品将于 6 月 11 日起正式推出。

槛、发行方式、CDR 申报格式及信
息披露细则、VIE 架构及 AB 双重

坦言， 由于证监会出台的 CDR 系

股权架构的处理方式等此前市场关
注的焦点问题均有集中阐述。
CDR 试点企业必须是高新技
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值不低
于 2000 亿元， 或最近一年营业收入

列文件并未要求创新企业明确募集
资金投向， 这直接加快了小米的上
市进程。
另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
（2018 年征求意见稿）显示，包括

不低于 30 亿元且估值不低于 200 亿
元；设立持续经营 3 年以上，最近 3
年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等。 文件
出台之际， 证监会也明确予以表示，
将严格掌握试点企业数量和筹资数
量，合理安排发行时机和发行节奏。
此前， 就有机构人士向本报记
者表示，
“
创新企业在境内 IPO 或发
行 CDR 的通道看似正式开启，但基
于制度创新的审慎性风险把控、容错

CDR 发行在内，以后新股发行的定
价将主要采用机构询价方式。 而对
于 CDR 发行价是否受当前 A 股
IPO 市场 23 倍市盈率限制，昊泽资
本合伙人赫信称：
“若对照中国电信
等‘
H 股 +ADR’来看，对于采用‘
H
股 +CDR’的小米来说，其 CDR 的
定价将与港股的定价保持一致。 ”这
也意味着，小米 CDR 的发行定价或
不以 23 倍市盈率为参考。

深圳某大型券商许姓投行人士

及规范机制等仍在摸索中，能够试水

上述香港交易人士也透露：
“
小

CDR 政策的仍将是领跑型的头部
创新企业。 ”机构人士普遍认为，阿

米高层几乎都认为小米冲刺 1000
亿美元的市值是大概率事件。 ”

里、腾讯、百度、京东、网易这五家已
于境外上市的创新企业成 CDR 试

赫信称， 按照小米 2019 年预
估的净利润 20 亿美元做粗略测算，

点企业几无悬念；即将于港上市的小
米也将借助 CDR 在 A 股上市。
除了券商机构近期已着手
CDR 文件的研究、IT 设施开发及
优化等准备工作， 以及 6 只“
独角

冲刺千亿美元市值的小米其市盈率
预计为 50 倍上下。这一市盈率直逼
互联网巨头腾讯， 也再度佐证了小
米认为自身
“并非单纯的硬件公司，
而是创新驱动的互联网公司”。

证监会官网 6 月 8 日显示，小米已于 6 月 7 日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
本报资料室 / 图

手机天花板渐显
小米也向本报记者表示，公司将按照从南欧到西欧持续推进业务的全球化拓展。
若说潜力待挖的互联网服务

来了其成立以来首个销量制高点。

元 / 台左右。 据 IDC 数据显示，价

策略进入印度等海外市场后， 加快

收入连接的是小米的未来，那么手
机业务则代表着小米的当下。

据 IDC 数据显示，在全球手机市场
出货量 2017 年同比下滑 0.5%的情

格处于 200 美元以下的手机在过
去三年里贡献了印度等新兴智能

‘硬件 + 新零售 + 互联网服务’铁
人三项模式落地， 将有助于其获得

2011 年小米推出了首款手机，
实现了 30 万台的销量， 2012 年迅

况下，小米手机年出货量却同比增
长 74.5%。

手机市场销量的 60%以上。孙燕飙
指出，千元价位的入门机红米系列

更稳健的盈利。 ”金迪指出。
除印度外，小米近期已正式进

速实现 719 万台的销量。 在此后的
2013 年、2014 年， 小米手机销量以
同比增长 200%以上的幅度迎来了其
发展的首个辉煌时期。 然而，好景不
长，小米手机 2015 年同比增速已趋

然而，小米这波强劲复苏与手
机产品同质化的大背景直接相关。
“
这令小米不再奏效的性价比再度
成为收割用户的‘
利器’。 ”孙燕飙
介绍道。

是小米在印度的销售主力。
以手机利润来看， 综合
Counterpoint、IDC 相关数据来看，
苹果常年保持整个手机市场八成
左右净利润。资深手机行业分析师

入了法国和意大利市场。 据市场研
究机构 Canalys 2018 第一季度调
研报告显示，小米手机销量位列欧
洲第四。
小米也向本报记者表示， 公司

缓至 8.87%。 这种增速趋缓的外显症
状在 2016 年更加明显，小米手机的
销量降至 5541 万台，首度跌出了全
球前五，被 IDC 归属于
“
其他”。

另一方面， 小米手机 2017 年
销量反弹与印度市场的助力密不
可分，这一市场也是小米最大的海
外销售市场。但印度市场并未为小

金迪指出， 这与苹果作为高端、黑
科技等全球化品牌号召力所带来
的高溢价直接相关。
小米未必没有进行过中高端产

将按照从南欧到西欧持续推进业务
的全球化拓展。 对于品牌起落变化
莫测且存消费区域性差别的手机市
场来说， 王艳辉指出，
“
小米手机的

手机市场在过去 20 年间每隔
四五年便会发生一轮洗牌。 在历经

米手机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据此
前小米招股书披露的信息显示，其

品线的完善。小米曾于 2015 年推出
Note 系列以做高端试水，但销量不

底盘是否完全稳固目前并不明晰，
但在全球市场扩张中的小米将直面

两年低潮期后， 小米于 2017 年迎

手机全球平均售价仅维持在 800

及预期。“
小米以性价比、低溢价的

从区域品牌向全球品牌的升华。 ”

小红书获阿里融资背后：电商与社交的互搏
本报记者 郭梦仪 北京报道

近期，网络综艺节目《创造 101》中
的王菊大火， 而将王菊送上大热门的

平台便是
“
种草神器”小红书。 在五月
的最后一天，恰逢小红书五周年，该公
司宣布完成由阿里领投的 3 亿美元的
D 轮财务融资，估值超过 30 亿美元。

以内容分享起家的小红书很早
就有做电商的计划，在积累了一定的

表示：
“
对做电商没有价值的内容，不
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不过，

在内部信中表示，未来希望将小红书
打造成
“
虚拟城市”。这意味着小红书

内人士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未来威胁小红书发展的，

用户群之后， 也建立了自营电商平
台，并且小红书创始人毛文超曾一度

获得阿里领投的 D 轮融资后， 小红
书的命运出现了转变，小红书创始人

或将突破电商的发展，变成超越电商
产品分享的社区平台。 不过，多名业

或许就是其内部在电商和社交内容
业务上的把握度。

下一个“微博”？

“她经济”的难题

据小红书创始人的内部信中透
露，截至 2018 年 5 月，小红书平台月
度活跃用户接近 3000 万，是一年前
的三倍， 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上
涨。 值得注意的是， 在用户方面，90

一些和购物不太相关的事， 比如旅
行路上的风景或食物。“对做电商没
有价值的内容， 不应该出现在我们
的社区里面。 ”毛文超说，小红书会
把这些不相关的内容全部隐藏。

练习生粉丝涌入。 根据艾瑞数据资
讯显示，自节目开播以来，小红书的
月独立设备数环比增幅在 1 月份达
到了 4%，2 月份跃升至 20.9%，3 月
份随着比赛环节愈发激烈， 增幅更

后、95 后已经成为社区主流用户。
在独立分析师唐欣看来， 这是
小红书吸引阿里的地方。“很大程度
上，小红书会是下一个微博。阿里的
收购，通常要服从于整体战略，不太
会让收购对象自由发展。 ”
众所周知， 小红书上线之初是
一个纯分享平台， 依靠种子用户和
UGC（用户原创内容），积累了较多

但根据最近公布的内部信内
容， 小红书的下一站将是“
虚拟城
市”。 内部信中对虚拟城市进行了解
释，即用户可以通过短视频、图文等
形式在小红书中记录生活。公开资料
显示，小红书社区每天产生数十亿次
的笔记曝光，内容覆盖时尚、护肤、彩
妆、美食、旅行、影视、读书、健身等各
个生活方式领域， 小红书也成为艺

是达到 38.4%，导流效果明显。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
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阿
里希望把社交电商做好， 现在是一
个去中心化的时代， 淘宝是中心化
平台， 而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
有上万亿元交易额的电商体量，不
过微信一直在封杀淘宝及阿里系平
台， 所以阿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流

的海淘社交内容， 这些内容囊括了
大部分 90 后年轻女性感兴趣的话
题：旅行、购物、健身、美妆、美食等。
用一句话来概括， 早期的小红书展
现的是消费升级背景下，以 90 后为
代表的中国新生代消费者的生活场
景或他们所憧憬的生活场景， 这也

人、偶像、体育明星等公众人物展示
真实自己、分享日常生活的平台。
对于此轮融资的用途， 小红书
方面仅对本报记者答复， 资金主要
用于扩大和升级团队， 尤其是加大
技术方面，比如算法、分发的投入。
不过记者发现， 近期小红书有

量入口， 而小红书有七八千万的用
户， 他们都是非常有购买力的群体
（比如 90 后、85 后），所以阿里更看
中的是小红书活跃的群体。 从阿里
投资角度来讲， 小红书有可能是阿
里的下一个“微博”； 未来在供应链
和物流方面， 阿里也可以为小红书

是小红书起步阶段取得不错成绩的
原因。
从业务发展来看， 小红书很早
就把重心放在跨境电商平台的打造
上。公开资料显示，在小红书上线的
第一个月，毛文超就有了电商计划，
不过 UGC 模式的不可控性给这一
计划带来了麻烦。 许多用户在分享
购物经验的同时也会在社区里讨论

大量的品牌曝光。从年初冠名《偶像
练习生》再到作为《创造 101》最主
要的赞助商出现， 节目中主持人口
播、中插广告、后期字幕，两个小时
的节目时间里， 小红书的名字出现
了几十次。
这两档节目为小红书带来的品
牌曝光和用户增长十分显著。 记者
观察发现， 小红书已经吸引了大量

提供资源。
不过， 巨头投资背后都打着自
己的算盘。阿里并购更多是为了完善
自身的生态建设，未来可能会牺牲掉
小红书的自由发展。“
目前小红书的
电商功能并不完善，商品种类也不齐
全。 但是，如果对小红书加大电商力
度，社群氛围若被打破，又容易适得
其反。 ”TMT 分析师王建表示。

“她经济”一直是中小电商企
业关注的焦点，前有乐蜂网、聚美
优品布局美妆，后红孩儿、蜜芽宝
贝深耕母婴品类， 但因为垂直品
类的天花板过低， 有些垂直电商
不得不倒闭， 有些则被综合电商
纳入麾下。 近期，随着流量入口从
之前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逐
渐转变成“内容”，在各大传统论
坛没落的情况下， 垂直电商们换
了一副面孔做起了社交， 希望靠
内容以及社区互动重新出发。
今年以来， 小红书除了高举
营销大旗拿下网络热门综艺的赞

那么对称的品类。 这些品类的销
售，社交推荐是一个很重要的渠
道，消费者更看重别人的使用经
验，而非产品本身的介绍。 但这
种模式中，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
联度是比较弱的。 ”唐欣表示，当
平台规模小的时候，用户之间的
相似性高， 推荐效率也比较高。
当规模扩大的时候，用户之间品
位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再加上
可 能 混 入 的 一 些 杂 音 （比 如 托
儿），就会导致推荐效率的下降。
另外，当品类数量越来越多的时
候，数据的稀疏 ， 用 户 界 面 的 限

“电商内容是需要积累和凝
练的，这样才能增加重复购买，降
低单品成本， 但短视频内容需要
创意和不断更新， 和文本内容运
营的思路差异很大。 ”唐欣表达了
小红书进军短视频的担心， 因为
目前的小红书社区中依旧以图文
为主，视频为辅。
除了天然的品类天花板以
外，小红书“社区 + 电商”生意最
大的威胁无疑是小红书在社区和
电商之间的把握度。
一位不愿具名的前小红书员
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助商，同时，也在布局内容，范冰
冰、林允、张雨绮等明星陆续来到
小红书， 通过 KOL （关键意见领
袖） 的带动进一步促进消费者购
买力的提升。
不过，本报记者观察发现，目

制， 也会让平台的推荐效率下
降。
据记者了解， 小红书为了改
变社交形式， 正有意向看齐“抖
音”。 最近，在电商行业内无论是
趋势分析， 还是产品宣讲都离不

随着资本的进入， 小红书的扩张
存在内部的角力， 一方面是早期
积累下的 UGC 社区内容板块，另
一方面是小红书的电商板块，而
这两个板块至今都是单独运营。
如果小红书继续向电商转型做社

前小红书的电商转化大部分还是
化妆品。 记者打开小红书 App，首
页能向自营电商平台转化的美妆
内容较少， 而且一些用户推荐的
产品在小红书中没有上线， 因此
App 会向用户推荐相似产品。

开社交电商、抖音、快手这几个话
题。 自抖音开始关联淘宝购物之
时， 就意味着电商卖家们又多了
一处生存空间。 薄饼锅、 刷鞋海
绵、妖娆花音箱、手表遥控车、奶
油拍脸机、 小猪佩奇三件套……

区海淘， 难免会消耗小红书起家
时所积累的那批只是喜欢看“分
享”的用户黏性。 而海淘电商竞争
之激烈众所周知，货源、仓储、物
流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比
较麻烦。 阿里的进入，可以对小红

“小红书属于社群社区模式，
大家为了某一个共同的兴趣聚集
起来， 它的商品会相对集中于一
些非标准化的、毛利高的、信息不

消费者被抖音安利了一波又一波
网红产品， 虽然抖音电商化的变
现战略经历了阿里的政策波折，
但是依旧相当成功。

书的供应链短板进行有效的支
持， 但是从社交转向电商如果把
控不好度， 将很容易导致忠实用
户的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