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阿里巴巴

冲击美股最大IPO

据外媒报道，昨日阿里巴巴路演的盛况

赶上两年前的facebook路演。 马云在现场做

了一个简短演讲，回忆自己15年前到美国融

资200万元未果的旧事，并开玩笑说，“这次

来纽约就是想多要点钱回去。”

路演参会者上演“排队18弯”

此次路演相关的活动从早上6时便已开

始，但真正的看点却是午餐宣讲会，举办地

在曼哈顿中城最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店18层。

首场路演吸引了众多华尔街大腕到场。据美

国CNBC报道，有超过1000人赶赴华尔道夫

酒店参加能容纳800人的路演午餐会， 但因

为人数实在太多， 现场排的队伍拐了18个

弯，光是等电梯就需要30分钟。一位华尔街

基金经理表示：“在纽约搞投资十多年，IPO

阵仗见多了，但还是被阿里巴巴震撼了。”

午餐宣讲会于下午1时左右正式开始，

比预定时间推迟了大约半小时。尽管阿里巴

巴有多位高管登台亮相，可身着西装和衬衫

但没系领带的马云还是成为场内当之无愧

的焦点。 马云开场便开了个玩笑：“15年前

为融资200万美元，我来纽约，被30家风投机

构拒绝了。15年来我就没放弃， 这次来纽约

就是想多要点钱回去。”所有在场投资经理

们会心一笑，现场的气氛变得轻松下来。

承销商有望获逾1.5亿美元收益

接下来的10天，阿里巴巴路演还将继续

在全球展开。根据9月8日公布的名单，承销

商数量已从6个增加到20个。根据招股书，主

承销商中的4家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摩根

大通以及摩根士丹利与其签署了总金额达

3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

一般而言， 大型企业由于IPO规模庞

大、自身强势，他们在IPO时向承销商提供

的佣金比例小于普通IPO时募集资金规模

的7%。 数据显示，Facebook和通用汽车支付

的佣金仅占募集资金规模的1.1%和0.75%。

如果撇开其他分红、收益不谈，以200亿美元

融资规模，按照通用汽车0.75%比例计算，阿

里巴巴IPO的佣金金额将达到1.5亿美元。

不过， 佣金收入仅是承销商的部分收

益。一般情况下，如果公司IPO顺利，股价上

升， 那么承销商会选择行使超额认购权。由

此，据上述数据推断，阿里此次IPO将使承

销商获得巨额收益，料将远超1.5亿美元。

在新招股说明书中，另一方面的费用支

出也同样引人注目———法律咨询费用。招股

书显示，此次阿里巴巴将向美国盛信律师事

务所以及其他为IPO提供咨询服务的律师

事务所支付1580万美元的法律咨询费用，金

额是Facebook两年前IPO时的6倍。 数据显

示，在过去10年中，阿里巴巴法律咨询费用

数目位列美国IPO的第四位。

国内投资者暂时难以分羹

一名对冲基金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参

与路演的机构热情较高，现场认购情况应该

达到了阿里巴巴的预期。“路演本身中规中

矩，没有太多新的内容。但是我们还是对其

未来长期的商业规划和战略进行了进一步

了解。”在他看来，与机构相比，美国散户投

资者更感性。“参加的人太多了， 很多进不

去的散户在会场外逢人就问卖不卖股票。

不过， 对于中国普通的散户投资者来

说，尚无法真正参与到其中。目前，对于持有

美股账户的投资者来说，一般国外承销机构

要求资产量从100万美元起， 才能参与新股

认购。 而国内招商证券等券商起步资金略

低，但获得热门股权认购的可能性较低。

开源证券高级策略分析师杨海认为，国

内市场跟美国资本市场并未完全对接，对中

国投资者来说的确是一个遗憾。“纽交所也

在不断向中国内地转移一些业务，包括在上

海、北京等地都有一些代理机构。国际资本

市场未来会逐渐走向融合和开放，对国内投

资者也就不会形成更多障碍。”

成都商报

记者 杨舸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陶力

“五仁月饼真是黑暗料理，快滚粗！”

去年中秋，一个“五仁滚出月饼界”的话

题在网络上突然爆红， 也让延续了百年传统

的五仁月饼“躺枪”。如今一年过去，记者昨

日从“淘宝指数”市场细分统计数据看到，无

端被黑的五仁月饼不仅没有“滚粗”，反而还

成了销量最高的单口味月饼， 着实有些让人

意外。

“月饼销售额同比增长141%”、“大闸蟹

最近 7天成交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635.8%”……各大电商统计出来的交易数据

显示，节日期间大闸蟹、月饼、白酒等消费品

的销量同比均出现大幅增长。另外，尽管多数

消费者有着中老年人爱买月饼的惯性思维，

但数据证明年轻人更爱网购月饼， 尤其25到

34岁的群体成为网购主体。

大闸蟹单位采购几可忽略不计

从8月开始，电商围绕中秋为主题的销售

大战就已提前打响。从今年的促销情况来看，

包括淘宝天猫、京东、一号店、苏宁等多家电

商平台都推出了不同程度的优惠促销活动，

品类主要包含与中秋相关的月饼、 大闸蟹等

生鲜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 “淘宝指数”（来自

于淘宝网、天猫的后台成交明细数据）统计

的相关节日消费信息，月饼消费量在自8月初

明显上升，8月15日左右开始急剧增加，到9月

2日达到成交顶点。截至9月8日的销售趋势显

示， 月饼最近30天的成交指数与去年同期相

比上升99.4%。更惊人的是，大闸蟹最近7天成

交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635.8%， 最近30

天的成交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573.3%。

此外， 记者从一号店了解到，8月29日~9

月5日一周的销售数据显示，中秋热门销售品

类中月饼销售额同比增长141%、大闸蟹同比

增长103%， 酒类同比增长108%。9月1日上午

10点整，1号店启动大闸蟹促销活动， 计划的

30万只大闸蟹在活动开始后仅3小时48分就

完成。

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从8月29日到9月4

日短短7天时间，食品销售额破亿元，仅第三

方商家就卖出超过1万张大闸蟹礼券。京东方

面表示，从平台数据来看，相比往年，普通消

费者成为绝对的采购主力， 企事业机关单位

采购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平价、去包装化释放购买力

谁在买月饼？数据证明，年轻人更爱网购

月饼，尤其是25到34岁的群体成为网购主体。

另外，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消费诉求点，如年

轻人买月饼主要是为了吃， 中年人买月饼多

为送礼应酬， 老年人买月饼则更多是为了节

日应景。

目前各电商网站的中秋相关促销基本已

进入尾声。分析人士指出，与电商促销的火热

场面相比，消费者对促销活动不再盲目冲动，

购物消费也更为理性。 从热销的月饼产品来

看，普遍呈现“去包装化”的现象，以往奢华

包装极为少见，中低端月饼的销量较好。

京东数据显示，从平台的销售情况看，以

纸盒包装为主的100元以下月饼占比达50%，

而以铁盒包装为主的150~199元的月饼占比

约30%，200元以上月饼占比不到20%。消费者

更看重品牌、健康、创意等元素，中低端月饼、

性价比高的月饼占8成以上市场份额。

类似的消费偏好出现在国内多个大型电

商平台。记者昨日从“淘宝指数”市场细分统

计数据看到， 中秋节期间排热销榜前十的月

饼中，有7种售价在100元以下，超过150元的

只有一种；种类上，广式、港式月饼最受欢迎。

一直被“嫌弃”的五仁月饼竟成销量最高的

单口味月饼。 平台上排名前十的大闸蟹礼盒

价格都在300元以内。

一号店相关负责人店也向记者表示，今

年热销的月饼礼盒均价在110元左右。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在价格方面，电

商与线下实体店的差距逐渐缩小， 但部分消

费者网购的习惯逐渐形成， 且网购习惯与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网购逐渐成为大众

消费的重压渠道。对于各家电商来说，通过专

业定制锁定其目标人群，也成为其重要手段。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赵萍表

示，电商企业要做到真正舍得“让利”，否则

就会被视为“鸡肋”，无法调动起消费者的购

物欲望。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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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信金融专栏

昨日， 台湾第一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发布公告称，该行将于9月15日正式

开业。这不仅将是成都首家台资银行，也是第

一商业银行继2010年12月在上海开设首家分

行后，在大陆开设的第二家分行。

根据公告， 第一商业银行成都分行于今

年8月15日批准成立，营运资金10亿元，办公

地点位于红星路的国际金融中心。据了解，该

银行隶属台湾第一金控集团旗下， 创立于

1899年，至今已有115年历史，是台湾排名前

列的商业银行。 随着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

录的生效， 第一商业银行成为第一批登陆大

陆的台湾银行之一。

实际上，第一金控集团2012年1月就已经

在成都布下棋子，其旗下的第一金租赁（成

都）有限公司在成都开业。根据银行和租赁

配对布点的战略，该租赁公司开业之时，第一

金控集团董事长蔡庆年就表示， 将在成都设

立第一商业银行的分行， 搭建全方位的融资

渠道。

据了解，第一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开设后，

将主要服务于现有客户以及上下游企业，同

时扩展成都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吴宇宸

急需资金缺抵押物？

动产也能办贷款

传统印象中， 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一

定要房产等不动产。但实际上，针对不少小

微经营者缺乏不动产抵押物的现状， 银行

已开始为他们量身订制抵押贷款方案。成

都农商银行表示， 该行可以为小微经营者

办理动产抵押贷款。

成都农商银行开发的“速捷贷”系列

产品， 解决小微企业在成长阶段遇到的各

类资金难题。 有融资需要的小微经营者可

通过成都农商银行网点 、 客服电话

（962711）、在线金融平台（http://zx.cdrcb.

com）咨询及办理业务。

动产质押 解决资金烦恼

动产因为管理和处理的不便， 一般来

说不容易被银行接受作为贷款的担保品。

成都农商银行从小微经营者的角度出发，

解决了这个问题。

上月末， 王先生面对着一笔10万元的

应付账款发了愁。 必须要在8月31日前支

付10万元的货物尾款， 否则不光合同违

约， 还有可能在供货商们心中留下污点。

于是他来到经常打交道的成都农商银行，

请银行工作人员帮他想办法。鉴于王先生

缺乏不动产抵押物的现状，银行建议他办

理了动产质押贷款，把自己的车作为质押

品，不到5天时间，就拿到了贷款。“这笔钱

要得急，没想到银行能这么快完成。”王先

生啧啧称赞。

贷款模式多样 最快一天放款

成都农商银行的“速捷贷”系列产品

有多种融资方式，有无抵押的信用贷款，也

有动产抵押方式，无论借款人的情况如何，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融资方式。 在贷款额

度方面，申请“速捷贷”的客户单笔贷款额

度最低5000元，最高可达100万元，担保方

式灵活多样，即使无抵押也可贷款。

到银行贷款，不少人都觉得手续麻烦、

耗时间， 但成都农商银行的小微产品却解

决了这个问题，办理时无需任何手续费，条

件具备最快一个工作日可放款。 借款人仅

需带上身份证填写相关申请表并如实告知

生意状况，客户经理进行实地调查分析，经

信审会作出决定后即可放款。贷款期限1个

月到3年，还款可选择按月等额或不等额还

款，担保方式灵活多样。

（文

/

吴宇宸）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 省钱又轻

松呢？ 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面的城市

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融专业贷款机构表

示， 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前往品信金融了

解， 也可以拨打便民金融热线86203336咨

询。同时，笔者与品信金融总经理杨总探讨

了贷款难等焦点话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

厘 抵押放大

150%

杨总表示， 品信金融致力打造首个成

都市利息低、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款平台。

品信金融开通了绿色通道， 客户凭全款房

当天就能拿到钱，并可享受银行利息。针对

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 品信金融根据最新

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的

产品，银行贷款利率低至5厘，品种有随借

随还、先息后本、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

方案，年限高达30年，住宅商铺最高可放大

150%，而且一抵多贷，额度更高，放款更快。

距成功贷款只有三步：联系品信金融、申请

办理、成功放款，让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按揭房、车和商业保险也可办理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或者购买

了商业保险，就可以办理贷款。免抵押，及

时审批，当天放款，享受超低银行利息。”

业务主管罗勤说，在实际业务中，个别客户

因为征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银

行不能正常贷款。 品信金融会根据客户实

际情况， 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的

贷款方案。 品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凭借

合同房或者是车辆登记证也能办理低利息

银行贷款，而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最

快当天就能到账。

快速借款 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 全款车、 合同房、 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保申请

快速借款，当天就能拿到钱；企业和个人贷

款垫资过桥，额度高、放款快、方式灵活。在

品信金融大厅， 笔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李

女士，她面临着300万元的资金缺口。通过

朋友介绍， 李女士拨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

线：86203336，当天下午就贷到了300万元。

通过实地调查李女士的经营门店， 品信金

融又追加了100万元贷款。

（文

/

张蒙）

成都首家台资银行下周正式开业

成都农商银行小微融资专栏

电商大数据揭秘中秋礼品销售：百元产品大受欢迎，25到34岁年轻人成月饼网购主体

滚出月饼界戏言难成真 五仁竟成单品销量之冠

中秋节后第一天， 新医改领域的药

品流通行业迎来重大利好。

9月9日，包括商务部、卫计委、食药

监总局在内的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落

实2014年度医改重点任务提升药品流通

服务水平和效率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正式为药品流通行业松绑。

根据《通知》的相关规定，将“加快清理和

废止阻碍药品流通行业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

构建全国统一市场”。 尤其是在药店发展层面

上， 六部委提出有关部门须结合深化医改和医

药分开试点工作， 提高零售药店在药品终端市

场上的销售比重， 清理妨碍零售连锁药店发展

的政策性障碍。

连锁药店迎来发展良机

在推进新医改的进程中， 医药分开一直作为

一项切断医院、 医务人员与药品营销商之间经济

利益关系的重要举措。与医药分开紧密相连的，包

括国内不同类型的药店以及相关的药品经销商

等。既然医药分开改革思路的大方向已定，六部委

同样专门针对连锁药店等提出新政策， 多部委将

联动发力，助推国内连锁药店发展。

记者从商务部官方网站获悉，下一步，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将进一步确保符合资质条件的零

售药店及时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逐步扩大医保定

点零售药店覆盖范围。

与此同时， 零售药店在药品终端市场上的销

售比重将得以提高， 而妨碍零售连锁药店发

展的政策性障碍也将得到清理， 并缩短行政

审批所需时间。

“从这个通知看，主要还是为了医药分

开，对于药店来说是个好消息。现在药店处境

很困难， 因为药品主要销售渠道都握在医院

手里，大概80%流量在医院。部委既然发力要

把医药分开，肯定会增加药店的流量。”卓创

资讯医药行业分析师赵镇对记者表示。

与单体药店相比， 未来的竞争格局的细

化对连锁药店将更有利。“因为连锁药店是

未来线下发展的趋势， 它们在药品货源等方

面有单体药店没有的优势。”赵镇认为。

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六部委还将把 “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制

度”提上日程。记者获悉，卫生计生部门将会

同发展改革、 财政等部门进一步完善药品集

中采购制度， 充分考虑对基层医疗机构和边

远地区的配送成本，合理确定药品采购价格。

“未来相关部门可能还会制定一些规范

药品采购价格机制的配套文件。” 中国医药

物资协会副会长、 山西仁和集团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全柱表示。

事实上， 我国药品采购自上世纪90年代

以来一直采取集中采购模式。 辽宁省药品采

购基层工作人员曾告诉记者， 药品集中采购

从一开始就背负着规范医疗机构购药行为、

整顿药品流通秩序、 规范药品价格等多重任

务， 采取严格的招标采购流程， 但实际情况

是， 目前通过集中招标完成的药品采购价格

并不算低， 其中缘由就是采购各方都希望抬

高药品价格，从中获得更多利益。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

心主任蔡江南认为，在医药行业，政府之手

并不是万能的，即便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推

行量价挂钩，也很难达到效果，因此单纯依

靠集中采购和招标模式的改变，并不能解决

当前药价虚高问题，“药品采购应该更多地

交给市场。”

蔡江南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要想

制定合理的药品采购价格机制， 可以尝试两

种方式： 一是在药品流通行业引入互联网技

术创新，通过网购售卖药品，降低药品流通成

本；二是推行重庆等地的药品交易所模式，创

新市场机制， 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过多的行政

干预。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王雅洁 韩冰

六部委松绑药品流通 连锁药店迎来“春天”

投资者排队半小时等电梯 马云戏称“想多要点钱回去”

就在昨日阿里巴巴启动在纽约IPO路演

的同时，网上出现了公司上市路演的宣传片。

尽管在国内， 阿里已占据超过80%的电商市

场， 不过大部分美国人对于这个东方庞然大

物依旧知之甚少， 为了让潜在的投资者对公

司产生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好感， 阿里发布了

一部马云亲自出镜的宣传视频。

马云大秀英文

网友：不愧以前是英语老师

上述宣传视频采访了数个消费者和县城

商家， 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在视频中亲

自出镜。宣传片中，马云大秀英文，其中“We�

believe� one� thing，today� is� difficult，tomorrow�

is� more� difficult，but�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s� beautiful。（我们坚信， 今天很难， 明天更

难，但后天终将美好）”被网友调侃为心灵鸡

汤。而宣传片中展现的阿里巴巴的创立过程，

以及阿里巴巴给中国人民生活带来的改变，

也极其能引起网友共鸣。网友评价说，“马云

英语发音挺标准的，不愧以前是英语老师。”

德阳画家：

阿里给我带来了改变和信心

记者看到，在这部长度近8分钟的宣传片

中，汇集了普通消费者、中小型卖家、快递员

等相关各行业人群的生活点滴。

来自四川德阳的残疾女画家丁红玉出现

在视频2分45秒处。“我第一次知道淘宝时对

互联网还没有什么认识， 把画挂上去之后一

个月卖掉了第一幅。如果没有淘宝，我在这个

小县城上把画卖给谁？谁又能知道我？”丁红

玉在视频中讲述自己的故事。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丁红玉，她告

诉记者，从2007年注册淘宝开店7年来，自己

成为四钻卖家，生活改变了很多，也更加有信

心了。 她还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和马云在来往

上的一次交流记录：“他问我收入好不好，还

说可以有更好的策划帮助我推广。 今年春节

我给马云画了一幅财神， 后来他在自己的好

友圈里帮我推广了。”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阿里巴巴昨日在纽约开启首场上市路演，同时发布宣传片帮助投资者加强对公司的了解

马云宣传视频秀英文 德阳画家出镜助阵

谁在买月饼？

喜好度

制图 邹利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中）在路演现场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