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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长期看好小米
雷军：IPO从低点起步意味着新开始

77月月99日上午日上午，，小米集团小米集团
（（以下简称小米以下简称小米））于中国香港联于中国香港联
交所主板成功上市交所主板成功上市，，股票代码股票代码
为为““18101810”，”，成为首家在中国香成为首家在中国香
港上市的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权””企业企业。。

小米正式登录港股小米正式登录港股，，创造创造
多项历史纪录多项历史纪录，，此次小米上市此次小米上市
规模跻身有史以来全球科技股规模跻身有史以来全球科技股
前三大前三大IPOIPO，，是中国香港资本是中国香港资本
市场第一家市场第一家““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权””创新创新
试点试点，，还创下了全球散户规模还创下了全球散户规模
最大的最大的IPOIPO。。恒生指数公司在恒生指数公司在
今年今年55月通过重大变革月通过重大变革，，这让这让
小米有望在小米有望在1010个交易日后个交易日后，，被被
纳入恒生综合指数及其分类指纳入恒生综合指数及其分类指
数数，，将创下最快被纳入恒生综将创下最快被纳入恒生综
合指数的纪录合指数的纪录。。

开盘后开盘后，，小米股价曾一度小米股价曾一度
跌至跌至55..7676%%，，但是迅速反弹翻但是迅速反弹翻
红红。。针对小米股价的剧烈变化针对小米股价的剧烈变化，，
投资人们很淡定投资人们很淡定，，纷纷表示持纷纷表示持
续看好小米未来的成长续看好小米未来的成长。。雷军雷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IPOIPO
从低点起步从低点起步，，对小米来说意味对小米来说意味
着一个新的开始着一个新的开始。。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雷军说，
我过去一个星期真心焦虑连觉都
睡不着，大家投资我们55亿美
金，万一跌得很难看怎么出去见
人？但这一个星期下来，尤其这
一两天，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过
程，小米过去的八年虽然有起有
落，总体特别的顺，这次IPO能
从低点开始，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未必不是
好事，最重要是调整心态，还有
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公司做
好，这样才能对得起支持我们的
十几万的投资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市敲钟
的代表中，小米特意邀请了一位

“骨灰级”米粉洪骏，以示对用户
的感谢。洪骏参加过小米第一代
手机发布会，此次受邀出席小米
上市仪式非常激动：“上市敲钟无
论对小米，还是对我，都是一次里
程碑式的事件。”在洪骏看来，小
米的产品深入了消费者生活的方
方面面，未来将会成为三星一样
的国民企业，他对此充满信心：

“小米只管大胆前行，我们米粉会
一路跟随到底。”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雷军：
IPOIPO从低点开始从低点开始
未必不是好事未必不是好事

针对股价开盘破发，雷军表
示：“小米过去的八年虽然有起有
落，总体特别的顺，这次IPO能从
低点开始，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意
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未必不是好
事，最重要是调整心态。”
——————

小米初期毫无硬件行业经验，面
对苹果、三星等强大对手，用不到三
年时间，做到手机行业中国第一，之
后用了三年半又成为印度第一。2017

年小米收入1146亿元，7年时间就跨
过了1000亿营收门槛。根据艾瑞咨询
数据，2017年收入超过1000亿元且赢
利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中，小米同比增
长67.5%，增速排名全球第一。

截至2018年一季度，小米是全球
第四大智能手机公司，拥有1.9亿MI-
UI手机系统月活跃用户，并建成了全
球最大的消费级IoT平台；小米投资
或孵化了超过90家专注于发展智能
硬件及生活消费产品的公司，移动电
源、空气净化器、平衡车等多个产品

位居世界第一；小米手机进入了74个
国家和地区，并在14个海外市场进入
了前5名，小米目前是印度第一大手
机品牌，并在欧洲取得了超过999%增
长，位列欧洲第四。

雷军在日前员工信中介绍：“在
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刻，国际资本
市场风云变幻，有十几万的投资者
积极参与认购了小米的股票，包括
李嘉诚、马云、马化腾等行业领袖，
这是对小米管理层和员工莫大的信
任和重托。”

据悉，小米共有7000名员工持有
股票或期权，最早期的VC，第一笔
500万美元投资上市回报达866倍。招
股书显示，小米2017年营收增速为
67.5%，2018年一季度增速为89.5%，
公司的基本面堪称优秀，但小米的发
行价却选择了17到22港元的下限区
间。以17港元计算，小米估值约543亿
美元，相当于2019年市盈率的24倍，
2020年的15倍。

接近小米的中介人士称，雷军坚
持厚道定价，希望投资者都有钱赚。

投资人
持续看好小米持续看好小米

晨兴资本创始合伙人刘芹认为，
“小米虽然上市了，它依然非常年轻，
其未来巨大的成长空间值得期待。”
——————

当下资本市场情绪波动，顺为

资本CEO、小米董事会成员许达来
介绍：“顺为资本没有出售所持小
米股票。”他表示，小米不要被短期
股价、市值所干扰，短期的股价、市
值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小米要坚
守初心，做好价格厚道、感动人心
的产品。

雷军在上市前的公开信中表示，
经过高管团队反复测算，坚信未来小

米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小米最早的主要投资者之一，晨

兴资本创始合伙人刘芹认为，小米在
科技创新上、在商业模式创新上，在
全球性市场持续扩张性上，同时展现
了极为广阔的发展潜力。“小米虽然
上市了，它依然非常年轻，其未来巨
大的成长空间值得期待。”

雷军说：“如果100年后人们评

价小米，我希望他们认为小米最大
的价值并不是卖出了多少设备，赚
回了多少利润。而是我们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 ，探索实践了商业的终
结形态——与用户做朋友，实现商
业价值与用户价值最大程度的统
一，证明了靠锐意创新的勇气、持
之以恒的勤奋、踏踏实实的厚道就
能够成功。”

首笔小米投资
上市回报获上市回报获866866倍倍

据悉，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
式创新，小米在过去8年时间里达成
了一系列创纪录的商业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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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央行官网公布了《2018
年7月非银行支付机构<支付业务
许可证>续展决定公示信息》（以下
简称“支付牌照续展信息”）显示，21
家支付机构顺利通过，4家不予续
展。记者查询发现，7月6日，央行对
此前不予续展的4家机构的支付牌
照进行了注销，此外，还有1家主动
放弃支付牌照的公司也被注销，至
此，央行已共计注销了33张支付牌
照，目前持有支付牌照的支付机构
仅剩下238家。

记者查询发现，不予续展的4家
支付机构中，北京中汇金支付服务有
限公司、北京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
司、永超源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因不
符合《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
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

等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管制度规定而
不予续展，而安徽长润支付商务有限
公司则是因为未提交续展申请。

此外，湖北蓝天星支付因与广
东信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信汇支
付）属于同一实控人，在本次续展中
主动申请注销了湖北蓝天星支付的
支付牌照。

截至目前，央行已公示6批支付
牌照续展，共注销了33张支付牌照，
被注销的原因包括违规注销、主动
申请注销和合并注销等，其中，属于
违规注销的支付机构占一半左右。

目前持有支付牌照的支付机构
仅剩下238家，已有217家支付机构的
牌照获得展期，据了解，剩余21张支
付牌照将在到期后的2年多时间内完
成续展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近日，融360发布最新存款利率报
告显示，6月商业银行各期限存款利率
均较5月份上涨，其中最高的较基准利
率上浮54%。报告指出，受存款压力影
响，拥有更多网点的国有银行6月存款
利率均值已超越股份制银行。

6月份各期限利率环比均上涨

监测数据显示，各家商业银行6月
各期限存款利率均较5月份上涨，其中
3年期、5年期存款利率分别上涨7个百
分点和8个百分点，而2年期及以下期
限的上涨1～2个百分点。在融360监测
的40家银行共计304个支行网点中，上
调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的支行数量占
比明显高于下降的支行数量占比，其

中上调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支行网
点最多，共91家；其次为上调5年期定
期存款的支行数，共83家。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6月份各期
限存款利率较基准上浮30%及以上
的银行数量占比均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长。报告认为，近一年来，各家银行
长期资金更加稀缺，所以不得不提高
长期存款利率来弥补缺口。

邮储银行存款利率均值总体最高

从这份监测报告中可以清晰地
看到，6月份邮储银行各期限存款利
率均值普遍高于其他银行，均较基准
上浮30%以上。融360分析师认为，主
要在于邮储银行依托邮政集团的优

势，众多网点驻扎在县级以下地区，
资金和运营成本较低，所以能够有更
多的成本均摊在存款利率上。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6月份大型
国有银行的存款利率均值高于股份
制银行，排名所有类型银行的第三
位。报告指出，在吸收存款方面具有
天然优势的国有银行利率反超股份
制银行，或是由于目前“存款荒”已波
及大型国有银行，所以通过提高存款
利率来吸收存款，而股份制银行更偏
向于通过同业存单等方式进行揽储。

大额存单利率变化减弱

相比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的利率
变化则没那么明显。监测报告显示，

统计的35家金融机构，6月份大额存
单的上调已没有5月份那么明显，分
析师认为，主要由于5月份的一些大
额存单已经将利率一浮到顶，没有再
次上调空间，所以6月份仅有13家银
行进行大额存单利率上调，且上调的
限制较多。比如，仅对100万以上的大
额存单进行上调，或者仅对3年或5年
期的大额存单进行上调。

对于7月份，融360分析师杨慧敏
认为，受《关于完善商业银行存款偏
离度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新政及各
家银行揽存压力仍然较大等多重因
素影响，7月份各家银行存款利率仍
有可能稳中有升。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前晚，达哥说，“利空出尽，反弹
可期”。昨天，反弹行情果然来临，大
涨67.88点，沪指重返2800点。

需要注意的，是前天交易所喊话
力挺A股，如此罕见的“操作”，或许才
是引发昨天市场大涨的重要原因。

上交所表示，上半年，我国经济
基本面稳中向好。沪市公司作为经
济建设的主力军，积极主动响应国
家战略大局，聚焦主业和实业，稳健
经营、运作规范，上市公司质量稳步
提升，盈利能力不断提升。目前来
看，沪市公司整体估值水平已经处
于较低位置，投资价值凸显。

上交所还表示，与国际市场比
较，从可比角度看，代表沪市大盘蓝
筹股的上证50指数整体市盈率9.9
倍，在全球范围处于偏低水平，明显
低于美国市场大盘股指数（道琼斯工
业平均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均为近24
倍）。从破净情况看，沪市目前162家
上市公司最新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
产价格，为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印象中，交易所层面，如此“唱
多”A股市场，很罕见。而交易所的“喊
话”，终于起到了效果。大盘在持续下
跌一个多月之后，昨天沪指终于收出
一根光头光脚的中阳线，沪指不仅重

新站上2800点整数关，还同时站上5
日、10日两条均线，这也是近一个多
月来首次出现。短期看，如果没有更
进一步的利空消息出现，大盘有望在
2700~2800点区间构筑底部区域。

再具体看个股的表现，昨日超过
50只个股涨停，跌停个股大幅减少。
而在个股普涨的情况下，昨天真正对
指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还是金融
股。银行股中，建设银行大涨5.42%、
工商银行大涨4.54%、中国银行大涨
4.17%，农业银行也大涨3.83%。此外，
水泥股、地产股、医药股、安防股、家
电股等，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现在，大家很关心的是，大涨之
后反弹行情能否持续？6月29日，沪
指也是大涨60点，都以为7月份有望
迎来开门红。结果事与愿违，上周大
盘再创新低。有这个担心，我觉得是
很正常的。现在投资者信心本来就
不足，而且成交量也没有明显放大，
不能因为一天的中阳线，就掉以轻
心。接下来，如果没有进一步利空消
息，那么大盘在这个区域筑底的可
能性还是比较大。而反弹力度的大
小，则要看市场能否明显放量了。如
果还是维持在1300多亿元的水平，
那么可能也弹不了多高。（张道达）

近期我国A股跌破2800点，相较
于2015年的5178高点，近三年的大
跌，市值已经缩水了46%，很多投资
者开始猜测市场底部即将到来。一些
金融大佬给了他们的观点。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
表示，随着A股对外开放又迈开了新
的一步，为A股带来了增量资金，当
前A股有希望筑牢儿童底。北大经济
学硕士、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
威也表示，自从7月6日上证指数跌至
2691点，我国股指下跌将形成历史大
底，未来会开启一轮健康的牛市。

预测底部对股民存在很大的误
导性

对于几位大佬所预测的底部，笔
者认为，底部不是靠猜测的，对股民
存在很大的误导性，以李大霄为例，
什么“砖石底”“婴儿底”“儿童底”层
出不穷，但都宣告破产。实际上，真正
的分析师或经济学者是不会去预测
什么股票指数、股市底部，不客气地
说，预测股市指数、股市底部几近沽
名钓誉式赌博。

例如，在2015年股市急转直下之
后，2016年2月A股曾触底2625，市场
普遍认为这就是A股底部，后来，A股
走出了亦步亦趋的阶段性上涨之后，

又跌回了2691。
历史告诉我们，根据指数下跌的

幅度和趋势来猜测底部，作用是有限
的。的确，当前A股是处于偏低估状态。
如今A股市盈率为11.5倍，市净率也已
经跌至1.5倍与2倍之间，均处于历史后
1/4分位水平，破净公司占比上升至
10%，换手率低至200%左右。整体A股
估值水平已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但是，偏低估状态并不一定代表
这就是底部，更不一定就是刘姝威所说
的历史性大底。我国A股的估值波动区
间大有目共睹。我国股市的现实是散户
多，所以股价估值很容易受到市场情绪
的影响，这也会扩大估值变动的范围，
这些都使得通过估值水平来预测股市
底部变得没有那么准确。况且，加上上
次A股跌至2638，这次股指跌破2700是
第二次，仅由曾经的一次触底就判断支
撑位，风险未免太大了。

股民不要去主观臆测股市底部，
更不要盲目跟风

现今的股市早已脱离原先的热
衷概念时代，唯有基本面良好，有业
绩支撑的股票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
睐。曾经依靠卖身转型，从传统制造
业变身为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商业服
务商的天马集团，趁着大数据的东

风，再配上高铁概念，风光无限，如今
再看看ST天马的股票，连续28个跌
停，创下A股记录，近80亿市值蒸发，
公司混乱的财务状况，业绩的断崖式
亏损，库存管理的不科学都是公司被
市场抛弃的原因。

反观格力电器，当大盘在2015年
急转直下的时候，它却逆势上涨，从
2015年10月的15.27，一路飘红，上涨至
年初的58.7元，幅度达到了284.41%。
当前依然有很多经营状况良好，拥有
核心竞争力的公司保持着良好的上涨
势头，只有类似公司更多的涌现，市场
才能够获得可持续性的上涨，否则仅
仅只是短期的，阶段性反弹而已。

有了大量优质公司的出现，资金
的进入也是股市迎来反弹的重要条
件。近期的机构百亿加仓让市场仿佛
看到了曙光，但是相比于A股整体
3000亿的交易量，这还是杯水车薪。
我们的A股还需要等待更多的如“千
里马”一样的优质股票涌现，以及更
多的如“伯乐”一般的价值投资者发
现他们，为市场注入大量的资金，扩
大萎靡的交易量，唤醒市场的信心。

而且，宏观政策形势也是影响股
市反弹的关键因素。我国金融市场

“去杠杆”、“去泡沫化”的方针没有

变，国家要求的是一个健康、稳定的
A股市场，所以政策上并没有实质性
的放松。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1月至
5月，社会融资新增7.9万亿元，较同
期少增1.45万亿元，增速创历史新
低，其中5月规模增量7608亿元，几乎
是预期规模的一半。三年前A股形势
大变的导火索就是国家严厉去杠杆，
而现在来看整体政策形势并没有改
变，A股仍处于金融市场“去杠杆”阵
痛过程中，宏观上并无足够利好。

当市场处于横盘震荡，底部尚不
明朗时，真正的分析者同样也能帮助
投资者们找到“沧海遗珠”，获得可观
的收入，无论在何时，市场均是有利
可图的，不专注发掘这些优质股票，
而去高调预测股市底部的行为对于
整个市场来说是无用的，对于促进投
资者理性看待大盘更是有害的。

如今A股风云变幻，未来尚不明
确，股民还需理性看待市场，形成自
身独立的判断，不去主观臆测股市底
部，更不要盲目跟风。市场的底部并
不是众人猜测出来的，而是在资金、
信心、公司、宏观政策各方面的综合
努力下走出来的。（作者系中国财政
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涉及
任何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儿童底”？A股底部不是猜测出来的

□盘和林

【如今A股风云变幻，未来尚不明确，股民还需理性看待市场，
形成自身独立的判断，不去主观臆测股市底部，更不要盲目跟风。】

6月 国有银行存款利率均值超股份制银行

交易所“喊话”力挺A股 沪指重返2800点

又有5家被央行注销！支付持牌机构仅剩238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