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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井喷与接连破发并存

独角兽急奔港股真相：“资金粮草”不济？
本报记者 李甜 张靖超 北京报道

先机，在潮流之中，小米肩负试验

至少处于秋天的一级市场

作用，7 月 9 日上市后的表现将会
新经济公司集中赴港上市成

影响中国新经济公司对上市地点

向前， 港股正在张开双手拥

态。 至于会不会进入到一个寒冬，

为 2018 年的独有现象， 其中独角
兽企业小米、美团以及相传将于下

的选择，市场人士正观其变。 此外，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国家的去杠杆

抱；停留，退路越来越少。
“在国家严管的情况下，市场

我觉得还要看国内后续的波动变
化。 ”王琦表示，资金紧缺主要体

半年赴港上市的滴滴等让香港股

过程中，一级市场整体面临着资金

市备受市场瞩目。
来自普华永道在 7 月 3 日最

来源的考验。

的钱确实变少了。 ”大地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杨权对本报记者表

现在一级市场的人民币基金，GP
们出手将变得谨慎，这可预见。

“人民币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
来源大部分来自战略投资人、母基

‘钱荒’肯定是存在的。 ”中美
示，“
贸易战、 外汇紧张等均为影响因

在微观层面，“恐慌” 不能一
概而论。

金和政府引导基金，如果源头出现
了‘钱荒’，那当然会影响下游的投

素，但是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去杠
杆、防泡沫”。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的数据，截至 2018 年 2 月底，已

资机构。 ”一位从业超过十年的圈
内投资人对本报记者表示。“钱荒”

据了解， 资管新规的出台，
限定了银行理财资金的入场，银

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约 2.3 万家，
已备案私募基金约 7 万只， 本报

的影响并未波及市场上较为知名

行的一些通道业务受到限制，而
这是市场化母基金的主要资金

记者了解到，LP 的类型组合、基金
业绩如何、是否为头部，受到的影

来源。
“整 个 市 场 的 母 基 金 和 政 府

响程度是不同的。
徐东来在为项目找融资过程

引导基金， 今年开始相对比较谨
慎， 出现了基金资金面收紧的情

中，对于“钱荒”并没有实际感触。
作为 FA（融资中介），他所接触到

况。 ”上述圈内投资人表示。
国泰君安固收首席分析师覃

的人民币基金还没有显现资金紧
张状态， 他认为， 也不排除有些

汉认为， 资金紧张显现出“常态
化”趋势，趋势背后反映的是在整

FA 个人 希 望 项 目 能 够 尽 快 融 到
钱，夸大恐慌情绪。

体金融监管趋严、 去杠杆的大背
景下， 过去两年持续宽松的资金
面已经一去不复返。
VC 机构由 GP（普通合伙人）
和 LP（有限合伙人）组成，GP 管理

猎鹰创投二期基金募集接近
尾声， 一期基金的年回报是 4.76
倍，LP 由个人和公司组成， 其 GP
李圆峰称，一期 LP 基本都在二期
继续出资， 资管新规等并未影响

基金， 负责直投，LP 进行出资，王
琦说，一些头部 VC 机构避免从个
人处募资，以避免不稳定性。
“如 果 问 人 民 币 市 场 是 不 是
有一些谨慎或者冬天的迹象，我
的回答至少是一个‘秋天’ 的状

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18 年全年将
有 220 家企业赴港上市，全年集资
总额预计将达到 2000 亿 ~2500 亿
港元，使香港有望再次成为全球最
大的 IPO 市场。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港
交所“同股不同权”的制度改革，令
互联网独角兽们欲抢占政策利好

的基金，但小基金或不知名基金可
能会感受明显。

港股与美股竞争时代来临
4 月 24 日， 港交所正式公布
《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上市制度》，

市场的角度， 简单地用美国对标公
司来理解中国企业容易对中国公司

本报资料室 / 图

也一样， 母基金现在手上钱紧，
但是优秀的基金永远不会难。 ”

他认为，“钱荒”问题并不存在，钱
仍然在市场， 但是进入了不同的

王琦说，“一些新兴的基金，如果
他们还没有建立这个市场上的品

口袋。 资本方并不缺钱，缺的是好
项目。

牌， 也没有投出明星项目的案
例， 在募资上， 会比前两年的挑

杨权表示，资管新规掐断了一
些一级市场机构的资金来源，而

战更大。 ”
在过去两年， 一个细分领域

独角兽公司估值巨大， 能够支撑
其再融资的机构不多， 上市募资

到这家机构。
“钱紧”不代表这个市场的第
一名融资无路。“像是 0.5： 99.5
的比例，可能就是 0.5%的创业公

在被赋予“风口”定义后，热钱涌
入的情形并不鲜见。 现今的趋势

是获取生存之机。
丁会仁表示， 资本市场流动

是“大家会把钱聚集到头部公司
的投资上， 后面那些玩家拿到投

性越大， 资金获取和资源优势就
越明显， 独角兽企业在可能会影

司能够吸引这个市场所有基金的
目光， 大家都想进去。 类比基金

资的概率就变低了。 ”王琦说。
丁会仁提供了另一种观点，

响企业估值的情况下， 也会抓紧
上市。

独角兽们集中上市， 伴有历
史意味。
市场曾为新经济公司不断刷

“所有一级市场的估值，其实
最终的彩排就是在二级市场。 小
米上市能够做到多少的估值，将

“我们希望的投资标的的估值会
变得更合理， 这对我们基金来说
肯定是一件好事”。

小米上市之时加强市值管理，提前
做好降低市场预期，有利于上市后
的小米股份表现和发展。

新的估值与融资速度所惊叹，如

来一级市场对新经济公司进行早

“如果二级市场最终对这些新

根据 Wind 数据，截至 5 月 24

长城证券收购兼并部总经理尹
中余提到, 自己的客户因为 A 股市

今，到了检验之时。
本报记者了解到， 一级市场

期投资的定价也是会有反推影响
的。 ”王琦说。

经济公司没有定到比在一级时更
高的估值， 它上市后就会破发，甚

日， 今年上市的 83 只 港 股 新 股
中，目前已有 53 只股价处于破发

被不同受访人士视为独角兽集中
赴港上市的原因。

场政策的易变而失望，并出走美股。
“香港给市场和投资人增加了

投资行业内部有种看法是，最近
几年， 部分投资机构为推高估

据了解， 二级市场对公司的
价值判定基于财务、市场份额、产

至会低于在一级市场的融资，这种
情况比比皆是，一点都不奇怪。 ”

状态， 其中 8 只港股的破发幅度
超 40%，41 只港股跌幅超 10%。 王

值得注意的是，无 景 资本创始
合伙人王琦对记者提到， 随着中国

一个选择，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
王琦较为理性地表示道， 对于投资

值， 获得更高的股权增值的溢
价，采用“快进快出”或形象包装

品情况等非标准， 同时二级市场
投资人会更机构化， 资金体量也

丁会仁认为，破发尤其发生在
某些企业股票估值过高、但市场不

琦认为， 面向消费者具有真正价
值需求的产品也将被二级市场检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有的互联网企
业显现超越美国类似企业之势，也

机构来说， 目前的状况是多了一条
退出的渠道， 美国由于拥有世界上

方式，冲击了业内对创业项目的
价格评估体系。 同时，高瓴资本

更大， 总体相较于一级市场更客
观和理性。 二级市场的表现，对一

认可的情况下，这是市场行为。 香
港上市的多家内地互联网企业股

视， 上市的本质是续命方式，“最
终能否续命， 完全看你拿到这些

有的企业搭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商
业模式。 但是美国投资人站在美国

最成熟的股票市场， 仍会有大量中
国公司前去募资。

对估值体系的正向推动，受到业

级市场起着风向标作用， 甚至影

价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下挫，如阅

暂时的时间与钱后， 能否成为更

内人士肯定。

响决策。 如果寒冬到来，王琦相信

文集团。 对小米来说，丁会仁希望

好的公司和做更好的产品。 ”

并于 4 月 30 日正式生效。

的业务模式产生误解，甚至低估。

IPO 新规中允许双重股权结
构公司上市，要求欲采纳“同股不

不同受访人士均提到，香港市场
更容易从市场需求、消费者心理去理

同权”的公司上市申请时，相关公
司上市最低预期市值不得少于 400

解公司价值，对公司的估值或会显得
比美国市场更加容易与准确。

亿港元。 如果预期市值低于 400 亿
港元，申请人在最近一个财政年度

“
香港交易所开放同股不同权上
市新规，是为了和美国纳斯达克和纽

必须录得 10 亿港元的收益。
港股曾因“同股同权”的原则

交所争夺未来中国新经济领域的独
角兽企业。”王琦认为，让独角兽留在

而遗憾失阿里，在资深金融分析专
家丁会仁博士看来，如今，港股不

自己国家上市，让中国股民能够受益
于其收益增长，这在市场层面与国家

想失去这些新的独角兽。
“同股不同权” 被视作香港股

策略层面也是必然的趋势。
雨燕资本合伙人徐东来表示，

市开放、灵活、包容的体现 ， 实 际
上，由于不少互联网公司经历多轮

赴港上市的审核时间较快，对现金
流的要求不如 A 股严格，过会率较

融资后， 创始团队股份受到稀释，
按照“同股同权”原则，或会失去决
策权。 以往港交所“
同股同权”的原
则，让不少独角兽碰壁而出走美国
股票市场，而在制度改革后，这将

高且退出也相对容易，估值更自由
与市场化。
“A 股实际上非市场化的
因素比较多。 从长远来看，港股的
价值洼地处境，将来还是会被填平
的。 ”徐东来说。

是赴美还是赴港的较量。
抓政策利好， 抢占市场先机，

二级市场是终极彩排

前景几何？

美图布局芯片欲解硬件掣肘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张靖超 广州报道

6 月 27 日 ， 美 图 公 司 发 布
了 美 图 T9 标 准 版 手 机 ， 依 旧 主
打拍 照 美 颜 ， 还 有“瘦 身 ” 功 能 。
另外， 美图宣布将进军芯片领

域， 推出自研的 MT-AI 图片处
理芯片。
一位半导体业内人士向《中国
经营报》记者表示，芯片行业是一
个烧钱的领域，需要技术、人才、资
金以及经济积累， 且投入周期长。

目前美图公司只是声称要进军芯
片领域，并未公布具体投入资金及
进展情况。
本报记者询问了美图官方，
该公关表示“我知道的也有限，
我所知道的就是发布会上公布

的”。 美图公司财报显示，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美图公司亏
损 1.973 亿元人民币， 经调整亏
损净额为人民币 4600 万元。同比
2016 年 5.41 亿元的亏损 已 大 幅
减少。

芯片的算盘
美图表示， 公司当前在手机影
像处理技术上的探索， 遇到了硬件
的性能掣肘。 现有的手机硬件无法
及时地支持某些需要庞大计算量的
尖端影像技术， 比如夜景相机的降
噪处理。 为此，美图在云处理的软件

遭遇暂停。
美图方面向本报记者表示，
他们所推的芯片将是一种有别于
华为海思麒麟芯片、小米松果澎湃
芯片的一种系统芯片，美图只是做
图片处理芯片。 这意味着，未来的

科芯片，直至 2015 年富士通半导
体 SoC 半导体部门与松下半导体
部门合并成立新公司索喜科技，
美 图 手 机 V6、m8s、T8 还 一 直 配
备索喜 （原富士通） 的图片处理
器， 不过， 最新发布的美图手机

理芯片前景并不大，目前手机 GPU
（图形处理器）已经很强大，不需要
单独增加一个电子元器件， 进而增
加成本、PCB（印刷电路板）的空间。
集邦咨询拓 产业研究院研究
经理林建宏也告诉本报记者，从 2017

解决方案之外， 积极寻求硬件上的
突破。
在美图的规划中， 自研的
MT-AI 芯片能够加快图片美化的

美图手机将在搭载高通、联发科等
厂商的移动芯片基础上，再加一颗
图片处理芯片。 在手机行业中，早
有类似例子，2017 年 10 月，谷歌首

T9 却舍弃联发科，改用了高通的
芯片， 另外已不见索喜图片处理
器的踪影。
实际上， 最近两年强调独立

年的数据来看，独立图像处理器在手
机端的出货量和市场需求的确在下
滑， 华为直接在芯片中内置了自研
ISP，苹果公司从去年开始也将 ISP 整

速度，提升研发团队的效率。 美图
称，将实现很多之前无法实现的想
法， 并最终使手机超越单反相机，
全面革新手机摄影。
在手机 CPU 主控芯片厂中，

款自主发明、设计的“图像处理器”
系 统 芯 片——
—Pixel Visual Core
（Pixel 视觉核心）搭载到 Pixel 2 和
Pixel 2 XL 的内部。 苹果、华为也有
过自己的 ISP（Image Signal Proces-

ISP 的产品逐渐变少。爱美、拍照成
为消费者的“刚需”，国内 OPPO、
vivo、华为等手机厂商也开始重视
拍照技术， 加入了拼合高像素模
式，宣称拥有半亿、上亿的像素，也

合到手机应用处理器中。 但未来 AI
的应用有机会使独立图像处理器在
中高端智能手机的需求上升。
上述马姓研发人员补充道，手
机上的 AI 离不开 CPU，主要还是

除了全球手机处理器的两大寡头
高通和联发科在系统级芯片(SoC
芯片)设计领域活跃外，终端手机
厂商苹果、三星、华为、小米等企业
也已涉足系统级芯片设计领域。
LG 也曾在 2014 年推出自己的首
款 SoC 芯片 NUCLUN，之后项目

sor），即图像信号处理器芯片。
富士通是主流的 ISP 芯片提供
商，其 ISP 广泛用于数码相机、单反
相机、 手机拍照模块和其他设备。
本报记者梳理发现，美图从第一款
智能手机美图手机 1 开始使用富
士通独立 ISP 图像处理芯片及联发

没有过多强调购买独立 ISP 芯片。
究其原因，手机处理器性能有了大
幅提升，终端 SoC 芯片厂商（高通
是幕后功臣）亦开始整体提高手机
系统及芯片的图片处理能力。
国内某手机厂商开发部的马姓
研发人员认为， 手机单独的图片处

靠 CPU/NPU 能力 + 软件算法。
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芯片业
内人士看来，尽管美图不做系统级
芯片， 但独立芯片的难度也不小，
IC（电子元器件）设计企业依然要
遵循传统芯片产业的基本规律，即
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

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告
诉本报记者， 芯片产业以高端研发
人才为主，有重研发、回报期长、轻
资产的特点， 而终端产业以渠道人
才为主，重宣传渠道和产品设计、回
报期短、以重资产为主。“现在不少
终端厂家要做芯片， 其实多数只是
口号。 十多年前就有不少厂家也要

下做这个尝试，不算意外。
据公布资料显示， 华为投资了
9800 万美元（约 6 亿人民币），组建
了 300 人的顶尖专家团队， 耗时 3
年，才研发出自家的 ISP 芯片，且不
说华为已有芯片研发基础。
而对于美图而言， 财务上的亏
损依旧难掩。 财报显示，2017 年美

做芯片，但多数是为了申请专项，最
终取得成功的很少。 主要原因是国
内终端厂家的实力、 芯片和终端的
不同模式等多种原因决定的。 现在
不少厂家也是蹭热点和概念等。”顾
文军预计真正做芯片的不会太多。
不论恒大还是格力， 至少明面上都
想做芯片，但对芯片产业来说，除了
真金白银地投入， 更关键的是恒心
和坚持。要有持续投入十年，做好五
年不盈利的思想准备。
“现在看还不好预测，两三年后

图实现收入 45.27 亿元， 研发费用
4.47 亿元，亏损 1.97 亿元，经调整
亏损净额为 4600 万元，不过较 2016
年亏损 5.41 亿元已经大为减少。
林建宏认为， 美图最好能将量
产的芯片与设计服务厂商合作，将
研发成本降低，否则风险会比较大。
此外， 产品量产如何摊薄芯片研发
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 美图手机销
量有限（美图公司财报显示，美图硬
件收入 37 亿元，157 万余台手机），
而如果是将芯片卖给其他手机厂

会慢慢显现。”半导体专家莫大康认
为，目前这些企业炒作的多，实干的
少，因为芯片业需要技术、人才、资
金以及经验的积累。
相比于系统级芯片，独立芯片
设计成本较低，在林建宏看来，目前

商， 是否有手机厂商愿意放弃成熟
的富士通、高通转而选择美图呢？
而对于发展前景，记者采访的多
位人士表示，美图没有发布具体规格
与实际的应用情境， 不适合预估前
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图声称要做

美图手机没有选择做系统级芯片或
许是个聪明的决定， 华为海思芯片
花了十年时间， 小米的松果澎湃目
前也只是在试水阶段。林建宏表示，
涉足 MT-AI 芯片， 这还是美图多

芯片的同时，其股价得到提升，有观
点认为，若是诚心做芯片，应该向其
他厂商一样有具体的金额投入及产
品计划。 截至发稿，美图方面没有向
本报记者透露更多芯片计划内容，仅

角化经营的方向， 若在合理的成本

表示，美图并非单独研发该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