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18年 6 月 11 日

专栏

责编 | 齐琦

“独角兽基金”带给 A 股市场三大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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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乱弹
许凯

独立财经撰稿人

角兽”为噱头，进一步抢占地盘，从而发展壮大自

IPO 之前， 采取战略配售的公司被认为是新股发

己。

行存在困难的公司，或不受市场欢迎的公司。 因为

悬念之二：“独角兽基金”如何获得战略配售

战略配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广大投资者尤其是

资格？ 从目前 A 股市场的现状来看，参与战略配

对独角兽企业与相关的基金公司来说，“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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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基金”来了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对于投资者甚

售，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因此，任何机构和
来说，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非常挑剔，如富士康

悬念之一： 战略配售会不会成为一种 “常态

“

者，在最终确定的 20 家战略投资者中，没有一家

特朗普总统真是敢说，而且自信。这
几天就爆出一件媒体都感觉无语的 “段

来了不少悬念。
6 月 6 日，由易方达基金、嘉实基金、招商基

国家安全泛化
搅乱全球贸易

对独角兽企业

至整个 A 股市场来说，“独角兽基金” 的到来也带

皮海洲

“常态化”呢？

个人都希望参与战略配售。 如此一来，从发行人
配售主要考虑资质优异且长期战略合作的投资

金、南方基金、汇添富基金和华夏基金申报的 6 只

化”。 这是因为 6 只“独角兽基金”都是战略配售基

与相关的基金公司

战略配售基金——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

金。 证监会在 CDR 规则正式推出前火速批准 6 只

来说，‘独角兽基金’

是公募基金。 因此，在僧多粥少的背景下，又如何

置混合型基金悉数获得证监会的批文。 这 6 只基

“独角兽基金”发行，显然是希望“独角兽基金”能

来了是一个好消息。

能保证“独角兽基金”成为战略投资者呢？ 如果依

子”，当然这不是真的段子。 美国要对加

金从 5 月 29 日申报到 6 月 6 日获批，前后只用了

够充当“护花使者”的角色。 而要使 6 只“独角兽基

靠政策倾斜的话，这对其他投资者显然是不公平

拿大等国的钢铁和铝加征关税， 加拿大

9 天时间。 由于 6 只基金涉及到 A 股市场的投资

金” 有用武之地， 只能是独角兽企业在发行 CDR

的。

总理特鲁多着急了， 就和特朗普总统通

以参与独角兽 CDR 与 IPO 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主，

时或 IPO 时采取战略配售的发行方式。 否则证监

至整个 A 股市场来

因此，这 6 只基金被称为是 A 股市场的“独角兽基

会火速推出“独角兽基金”的意义也就要大打折扣

说，‘独角兽基金’的

根据新的政策规定，发行 CDR 的公司是可以进行

金”。

了。

到来也带来了不少

战略配售的，但毕竟符合 CDR 发行条件的企业屈

据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复盘

悬念。 ”

指可数。 而对于股票发行，只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当时的场景，特鲁多问特朗普，你怎么能

数量在 4 亿股以上的公司才可以进行战略配售。

证明关税是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呢？ 特

不过，对于投资者甚

悬念之三：IPO 政策是否会鼓励多发大盘股？

了一个电话，讨论关税豁免的问题。但这
个电话让特鲁多总理很不愉快。

“独角兽基金”来了，这对于独角兽企业的 A

而从制度的准备来看，战略配售“常态化”是

股上市与独角兽企业回归 A 股市场都是一种大

没有障碍的。 最近证监会在对《证券发行承销与管

力的支持。 从 6 只基金的批文下发后，证监会又

理办法》进行修改时，将 CDR 的发行纳入了战略

如此一来，IPO 政策是否要鼓励首发规模在 4 亿

朗普总统一着急， 脱口而出：“白宫不是

紧接着下发了 《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配售的范畴，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 4 亿

中小投资者认购新股的机会，在 A 股市场“新股不

股以上的独角兽公司发股上市呢？ 实际上，在前期

你们烧的吗？ ”特鲁多很不理解，他在事

（试行）》等系列 CDR 制度文件来看，证监会火速

股以上的，或者在境内发行存托凭证的，可以向战

败”的情况下，损害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所以，在

发行的独角兽公司中， 药明康德与宁德时代的首

后多次对媒体表示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

推出“独角兽基金”不乏有让“独角兽基金”为独

略投资者配售股票”。

对待战略配售的问题上， 管理层一直都是比较谨

发规模都在 4 亿股以下。 如果独角兽公司 IPO 都

威胁“不可思议”，他甚至想到了二战时

但即便战略配售在制度上没有障碍， 在 IPO

慎的。 如今，管理层推出专门从事战略配售的“独

如这两家公司一样，“独角兽基金” 就只能去喝西

加拿大士兵与美国士兵并肩作战的场

实践中仍然是很少采取的发股方式。 在富士康

角兽基金”， 这是否意味着管理层要将战略配售

北风了。

景，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角兽企业回归 A 股市场及 A 股上市保驾护航之
意。 而作为相关的基金公司来说，正好可以以“独

特朗普总统说的是 1812 年的旧事，
白宫当时确实是被烧了，但加拿大当时也
确实还不存在，这块土地当时还是英帝国
的自治领，与美国发生战争的是当时的英

30万精英进军区块链
或是一场带着信仰的赌博

帝国，特朗普如果要找责任人，他能找且
只能找到的是英国。 特朗普的口不择言，
恰恰说明“国家安全说”的荒谬，印证的正
是国家安全泛化（扩大化）的现实。
5 月底的专栏， 笔者曾探讨过国家安
全泛化的危害，今天想接着这个话题再叨

区块链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多坚定的信仰者是

叨几句。 从美国开始的国家安全泛化的根

中国财政科学研

因为它给市场未来带来的作用是巨大的， 行业前

本动因是贸易保护主义，其内在价值是国

究院应用经济学

景也无限光明。

家利益，是国家利益在贸易层面的映射。美

首先， 区块链独有的特性会使得平台中的数

国之所以再次将国家安全放到贸易领域，

据变得更可信。 传统模式下，数据通常会以中心化

不惜与盟国开打贸易战，甚至出现特朗普

的方式被某一利益群体存储， 同时通过某种盈利

以虚假历史回应的尴尬，根本逻辑还是美

“保守估计，最近半年，起码有 30 万人才涌入

模式形成共享。 但利润驱动对业务数据的平等共

国优先的理念在作祟。正是由于美国优先，

区块链领域。 ”某头部猎头公司曾统计——
—这只是

享产生了障碍。 当社会监督出现缺失，以及中心化

国家安全就被作为贸易手段来使用了。

博士后

盘和林

正规招聘机构的统计数据， 大量创业者和其他入

的利益群体有更大的逐利期望时， 就会导致数据

局者不在此列。 某头部科技公司准备搭建区块链

披露出现主观改变，被恶意篡改。

资料图片

作为贸易手段的国家安全， 依托的
是《1962 年贸易扩展法》的 232 条款。 这

团队，负责人程颐的年薪约 60 万元，却给面试者

区块链技术将所有数据变更历史通过区块按

这群背负着信仰的参与者同样也在赌博。 虚

看起来像是个法律问题，但深层次看，这

开出了 100 万元的年薪。 众多面试者却蹙眉表示

时间连接在一起，如果要对数据进行主观改变，则

拟货币是当前区块链技术的重要体现之一， 据权

不过是把经贸的政治问题法律化， 仍脱

要再考虑一下。 某猎头公司负责人胡丽娜称，区块

需要至少掌握 50%以上的节点。 由于数据持有的

威公司统计，2017 年全世界共有 902 个 ICO 项

不了经贸问题政治化的窠臼。 经贸问题

链的技术总监、运营总监、产品总监，年薪在 40

分散性，篡改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能够有效降

当前区块链人

目，即首次币发行，其中有 46%的项目宣告失败。

政治化的假定前提是外国投资、 跨国企

万-150 万元。

低当前市场上的信任风险，提高市场效率。

才过早 呈 现 出 泡 沫

众多互联网巨头如阿里、腾讯、京东纷纷斥巨资布

业以及外国产品危害到东道国的国家安

局区块链业务，围绕技术研发、应用场景规划等展

全。 单从东道国来看，跨国企业的投资、

开了重要的探索实践。 与区块链相关的股票表现

产品销售危害到国家安全， 是一个仁者

也势头很足。

见仁、 智者见智的问题， 但从该逻辑推

表面上，或是高薪触发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人

其次， 区块链智能合约使得契约精神被最大

才大迁徙”，实际上不全是因为高薪。 笔者认为，区

限度放大。 传统模式下，契约的履行是由法律强制

块链所独有的去中心化、开放性、自治性和信息不

“

化， 在技术尚未成

要求的，当收益远大于违约制裁带来的成本时，契

熟、产业尚未明朗化

可篡改性正是这浩浩荡荡冲进区块链领域里的

约精神就会被抛弃。 此外被违约方付出的担保赔

的情况下，这种信仰

但如今区块链技术尚待成熟， 技术普及度远

演，就会发现问题，东道国自己的跨国企

30 万人才心目中的信仰。 不过，当前区块链人才

偿和司法程序带来的时间成本都会造成市场资源

或有些赌博的味

远不够，行业发展散乱，相关监管有待完善。 区块

业， 是否也会面临同样处境？ 就美国而

过早呈现出泡沫化，在技术尚未成熟、产业尚未明

浪费。

道。 ”

链技术的未来正如它的信仰者所说， 一定会为世

言， 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历史上不乏影响

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是无人化管理， 通过计算

界带来更多美好。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又要掺杂着

别国政治的案例，那是否可以说，美国跨

简单来说，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以算法为核心

机程序将所有参与主体的账户数据按合约相关要

多少场厮杀与赌博， 从半数的 ICO 发行失败案例

国企业更会影响到别国的国家安全呢？

的数据结构， 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区块以顺序相

求进行数字化转移。 这种合约履行机制可以最大

何方式抹除。 在当前我国市场内幕交易，关联集团

连的方式组合成一种链式数据结构， 并以密码学

限度发扬契约精神，减少违约风险。

利益输送等现象频发的情况下， 区块链技术的出

窃以为，新兴事物总要在崎岖中发展。 希望信

结论。 但你没办法让对手国不生出类似

朗化的情况下，这种信仰或有些赌博的味道。

中也可初见端倪。

从逻辑上看， 不能直接得出这样的

方式保证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本。 区

再者，区块链技术会使交易变得更透明。 区块

现能够让一切交易行为都透明化， 接受所有参与

仰者更加坚定未来， 也希望过度炒作与投机行为

的想法。还以钢铝为例，特朗普说对钢铝

块链技术的实际应用是从虚拟货币比特币开始

链中所有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操作都会连同所

者的监督，这对规范交易行为，完善交易制度有着

不要毁了这个处于襁褓中的行业。 大浪淘沙留下

加征关税起因是贸易的不公平， 加征可

的，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远远不仅限于虚拟货币。

发生的时间一起被永久刻录在链中， 无法通过任

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金，唯有祝福送给区块链精英们。

以保护美国的钢铁企业，以加拿大 2016
年的数据而言，加拿大 80%以上的钢铁
出口到美国， 低关税确实为之提供了便
利。 但加拿大如果也据此认为美国钢铝

两退市企业申请重新上市需更严审核

影响加拿大安全呢？其实，加拿大也已经
宣布从 7 月 1 日起对美国的钢铝和其他
产品征收 166 亿加元的报复性关税。
加拿大的举动， 就是国家安全泛化

请重新上市。
财经评论员
专栏作家

这些年来， 会不定时看到上市公司遭到终止
上市，或是上市公司遭到了强制退市的消息。 近期
A 股市场还出现了一周内 3 家上市公司遭到终止

郭施亮

上市。 却甚少听到退市企业申请重新上市的消息，
市场似乎也对此持有担忧态度。

在退市常态化加快落实的背景下， 提升股市
退市率就颇显关键。

一方面因为退市企业申请重新上市一旦得以
获批，或会引发退市企业重新上市的热潮，最终会

“

现阶段对于中

是在于退市企业重新上市必须要严格审核， 且审

危害的表现。 尽管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

核的力度可能会比正常 IPO 企业更为严格。 否则

依赖度较大， 加拿大也确实从与美国贸

重新上市企业若再次陷入亏损局面， 无疑会影响

易中收益很大， 但如果加拿大就此与美

到股票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 而且也会加剧市场

国打起贸易战，哪怕是非对等程度的，对

的担忧情绪。

美国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出于国家利益

国股市而言，关键是

与创智科技相比， 长航油运申请重新上市的

的考虑， 一定的国家安全顾虑是可以理

要从本质上提升市

“底气”会更足一些。 因为从其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解的，现实中也为不少国家所实践，但如

场的优胜劣汰功能，

情况来看， 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等财务指

果就此泛化， 进而在各贸易对手中普遍

标，都比创智科技乐观。 长航油运似乎也因此对重

化，就是世界贸易要担忧的大问题了。

近期一则消息引起了市场的担忧， 即创智科

导致股市退市率未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反而因

技以及长航油运这两家已经退市的企业， 再度申

退市企业加快申请重新上市的效率， 而进一步加

并在提升股市退市

请上市。 这一旦获得成功，或会掀起一轮退市企业

大了市场的容量规模； 另一方面则在于退市企业

率、提升股民投资索

现阶段对于中国股市而言， 关键是要从本质

化。 6 月 6 日，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重新上市的热潮。

申请重新上市， 可能会对股市退市常态化的进程

赔效率等方面下功

上提升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 并在提升股市退市

科克、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海特坎

率、提升股民投资索赔效率等方面下功夫。 这些年

普、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弗莱克等

来，中国股市“只进不出”的状态略有改善，但仍未

10 名参议员联合提出的跨党派议案，要

达到上市率与退市率相对均衡的发展格局， 而在

求总统获得国会批准后才能以国家安

股市 IPO 发行常态化的背景下， 更需要加快退市

全名义征收关税。 不知特朗普总统准备
如何以行动回应。

需要注意的是， 创智科技与长航油运这两家

构成影响， 而现阶段内市场可能还是把精力集中

退市企业申请重新上市的性质有所不同。 其中，创

在提升股市退市率的问题上， 而不是花费更多的

智科技早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申请了重新上市，

心思去考虑退市企业重新上市的问题。

夫，才能达到上市率
与退市率相对均衡
的发展格局。 ”

新上市信心满满。

后因无法按时提交反馈意见等相关文件， 而不得

但对于股票市场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开放、

不中止审核，如今再度申请上市属于恢复审核。 至

包容的市场。 既然企业可以退出，同样当企业满足

常态化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配套， 以保障中国

于长航油运，则属于首次申请，其性质属于提交申

一定的条件时，也欢迎重新上市的申请，但关键还

股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这种担忧， 在美国政界已经显性

（作者系本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