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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股见顶还是迎来调整期 ？

美国乱弹
许凯

相当高的期待。 但是与微软、谷歌和苹果这些科技

时间，进而带走流量。 其实这个戏码早就在国内上

管是广告业务还是用户增值业务，都无从谈起了。

中国财政科学研

巨头相比，Netflix、Facebook 和 Twitter 这几家公司

演了，且看今日头条、抖音、火山小视频等“小巨

而 Facebook 和 Twitter 遭到部分用户的“抵制”，

究院应用经济学

则带有明显的社交媒体属性， 这就使得财报中披

头”，它们无一不是利用内容的分发在很短的时间

除了以上趋势性的因素， 比较直接的原因则包括欧

博士后

露的用户增速的放缓和用户沉浸时间的下降对它

盟近期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隐私保护法律、“泄露门”

“

们的股价造成巨大冲击。

盘和林

作为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 其估值的增长在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 科技股一路高歌，像

很大程度依靠新用户的增长和用户在平台上停留

从此次暴跌得出

Facebook、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公司被市场人士称为

时间的增长。 当前，全球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主要

美国科技股见顶的结

“皇冠上的明珠”，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而他们给投

是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广告业务上，一种是基于用

资者带来的丰厚回报也没有让自己辜负这些美名。

户增值业务的运营。 不管是哪一种，其核心都在于

但高歌猛进快速发展的背后， 往往伴随着风
险的快速累积。 上周开盘后，Netflix、Facebook 和

这几家科技公司低于预期的财报也促使一些

上篇专栏结尾提了一句知识产权保

机构投资者开始反思该行业是不是已经形成泡沫

护个案，就又有一件新的案例出现。据报
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带走了 GE 的

用户个人数据的运用。 但运用数据的前提是要有

块投入了高达 360 亿美元的资金， 到现在为止创

一名工程师， 指控他窃取了与涡轮技术

足够大的用户基数，以及相当长的用户沉浸时间。

调整期。 科技公司能

下了纪录新高。

有关的商业机密， 将电子文件隐藏到数

否抓住这个机会解决

正如分析师马克·凯利在给客户的报告中所

用户关心的问题，则

写的：“这些社交网站平台上处理流量和内容质量

随着平台的逐渐成熟， 其个性化特征会逐渐固
定， 像 Facebook 和 Twitter 这样的平台已经有十几

股的颓势， 则反映了市场对科技股这些年来所积

年的寿命了，各自都有鲜明的产品特征，这就意味着

累的风险的担忧。

它们对新生代网民的吸引力可能不足。 而且，Face－

决定了它们能否迎来
新的增长。 ”

book 和 Twitter 的用户加起来已经覆盖了全球近一
半人口，用户增长放缓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事。 但是，

像 Netflix、Facebook 和 Twitter 这些公司，如果

可能会有更多的用户在权衡以后选择用脚投票。

了，毕竟，专注于科技股的基金今年已经向这个板

Twitter 纷纷下跌， 其直接诱因都是其发布的财报

是否已经走到了头？

其实是用户的数据，倘若平台不能把握好这个尺度，

科技股定会迎来一个

所显示的业绩表现不如预期， 但引发的整个科技

于是，人们便有了疑问：美国科技股多年牛市

论或许为时过早，但

余波对用户造成的负面影响。 社交平台的核心资产，

“限制”很难赢得
科技竞赛

码照片中， 甚至还将照片发到自己的电
子邮件。 这名工程师已被正式逮捕。

问题，同时还要保护用户的隐私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案情的真实性笔者不作判断，但可

这可能在未来几个季度都将受到激烈的讨论。 但

以肯定的是， 这不是近期的孤立事件，也

我们认为推特的健康行动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让

更不会是之后的孤立事件，还会有其他工
程师或技术人员因涉窃密或知识产权而

整个社交网站平台受益。 ”
从此次暴跌得出美国科技股见顶的结论或许

受影响。 当知识产权作为不公平贸易行为

里迅速积聚起巨大的用户基础， 进而对微博等传

有点为时过早了， 但科技股肯定会迎来一个调整

被普遍认知后，类似案例的反复出现甚至

统社交媒体造成了巨大压力。

期。 Netflix、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科技公司能否抓

扩大化就不再罕见。 可以说，这些孤立事

住这个机会切实解决用户关心的问题，则决定了它

件背后都折射出科技发展的焦虑。

用户沉浸时间的下滑却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只是笼统地把它们看作科技公司， 那么包括它们

Netflix、Facebook 和 Twitter 本质上除了社交

在内的科技股的整体上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

以外，只是为信息的流转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它们

结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概

本身并不生产内容。 而其他内容分发商只要一涉

庞大的用户基数可以说是互联网企业的生命

念的涌现， 使得市场对科技公司的未来发展抱有

足社交， 就必然会争夺传统社交平台的用户沉浸

基础，用户一旦流失，用户沉浸时间一旦下降，不

们能否顺利度过调整期并在之后迎来新的增长。

这个判断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作出
的，并无丝毫否定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否
定知识产权保护对科技发展重要性的意
思， 笔者仍坚定地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

退市规则不断完善
长生生物或掀起强制退市高潮

护对科技发展至关重要。 但当将知识产
权过度工具化， 甚至认为科技发展乏力
是因为知识产权被窃取，就值得警惕了，
这也有了些杯弓蛇影的意味。 甚至据此
逻辑将担忧科技优势丧失而寄望于限制
某国科技发展， 则有些匪夷所思了。 不

财经评论员
专栏作家

郭施亮

补充。 值得称赞的是，此次退市新规的内容补充，

说这是不是违背科技发展的公平竞争原

确实迎合了市场的真实需求，而对涉及国家安全、

则，至少也是庸医开错了药方。

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

美国众议院不久前就开了个类似逻

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给予暂停、 终止上市交易的

辑的听证会，主题是“中国对美国政府、私

决定，实际上也反映出退市新规的与时俱进，同时

营部门研究和创新领导力的威胁”， 将中

也有望由此掀起 A 股市场强制退市的高潮。

国威胁上升到了科技竞赛的高度，开出的

长生生物疫苗风波， 当属最近一段时期内疫

近年来，A 股市场退市率，尤其是强制退市率

苗行业的黑天鹅事件。 受此事件影响，在短时间内

确实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但与同期 A 股市场

长生生物不仅遭遇多个跌停板，还被戴上 ST 的帽

的上市率相比， 目前 A 股市场的退市率水平仍然

子。 如今，随着退市规则的不断完善，预计长生生

颇显偏低， 股市上市率与退市率之间仍然处于失

物的退市风险也在不断升温。

衡发展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 7 月 27 日晚间，证监会

对于 A 股市场而言，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优胜

颁布《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

劣汰功能的提升，首先要把股票市场的退市率提升

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下称 《退市意

上来。 否则，作为一个股票市场，一方面是上市率的

交流等。 他们请来的四位专家，就包括一
过于后续的索赔问题以及自身权益保护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与成熟市场相比，国内投资者

“

在索赔问题上的认识程度不深， 加上国内资本市

位赛门铁克（Synmantec）前首席执行官。
当然，请四位都有些网络安全背景的专家
与会，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就不言而喻了。

场的前置条件设置复杂， 或多或少拖延了投资者

众议院这个时候开会， 碰巧可以作

只有把配套问

索赔的时间与效率， 由此进一步降低投资者索赔

为“焦虑”二字的注脚。 美国虽然仍是全

题解决好，并处理好

的积极性。 或许，站在投资者保护的角度思考，在

球实力最强大的科技大国和强国， 具有
极强的科技领先优势， 但焦虑情绪所折

中，更需要把投资者索赔效率提升上来，不断简化

射出来自朝野的担忧： 与竞争对手国比

题，才能够进一步提

股市索赔的前置条件， 增强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意

如中国的科技创新优势在缩小， 科技创

的上市公司数量有望不断攀升，这对于提升 A 股市

升股市的退市率，这

识， 这也是未来股票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体

新活力不足甚至是遇到了发展障碍。 一

场优胜劣汰功能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也 是 股 票市 场 实 现

现，也是投资者保护的重要体现。

个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国家， 其主要目标

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则是退市率的徘徊不前，这本

今年 3 月份沪深证券交易所颁布的退市新规征求

身就是不健康、不成熟的市场表现。 如今，随着退市

意见稿相比，此次新规还强调了“上市公司构成欺

新规新增内容的补充，未来可能触及强制退市风险

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其他涉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
法作出暂停、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

药方是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以及中美科技

提升股市退市率尤其是股市强制退市率的过程

见》)，且自 2018 年 7 月 27 日起施行。 实际上，与

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的， 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

资料图片

投资者所担心的问

对于投资者来说，退市规则不断完善，有利于

优胜劣汰功能的重

增强资本市场的投资活力，对投资者筛选优质上市

要前提。 ”

只有把配套问题解决好， 并处理好投资者所

常常都不是限制竞争对手发展。

担心的问题，才能够进一步提升股市的退市率，这

最起码，近代科技创新史所教给我们

也是股票市场实现优胜劣汰功能的重要前提，提

的，不应该是这样开药方。 后进国家可以

确实，与以往的退市制度相比，退市新规考虑

公司构成积极影响。 但另一方面，一旦长生生物开

的问题更加深入、广泛。 与此同时，长生生物疫苗

启了 A 股强制退市的高潮，那么恐怕会促发一系列

升股市投资信心的重要保障， 同时这也是未来股

站在前人肩上弯道超车，但若没有经济实

风波的上演也给此次退市新规带来了更加全面的

股市黑天鹅事件， 而此时此刻投资者更关注的，莫

票市场逐渐走出低谷的关键举措之一。

力、市场活力和市场化机制作支撑，超车
就常常成为短暂的昙花一现而难以持续，
美国科技史也表明了这一点：超过英国等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站稳脚跟，是因为美国
持续发展的国家实力、 科技创新活力、对

集中性风险是本轮违约债券的主要特征

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以及市场机制。 而这恰
恰也是英国等老牌国家所限制不了的。
遗憾的是， 我们看到的对科技领先

同济大学
副教授 FRM

王倩
自 7 月 20 日证监会新的 《资管业务新规》发
布后，一些公私募的短债基金、纯债产品等再次引

度是去年的近一倍。 违约企业的种类高度集中

网络密集的区域。 经济命脉相互交织，金融系统紧

企业债类别的违约数量最高。 同往年相比，私募债

优势缩小所采取的应对是科技国家主

在民营企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往年违约债券在

密相连。 如果它们产业结构的部分发生危机，整个

违约的数量有了显著下调。

义——
—控制科技输出，加强科技壁垒，甚

一定程度上分散于民营、国企、合资等类别企业

受制于经济命脉的其他行业构成都会以不同方式

的特征消失了。 这些违约的民营企业以新能源

受到影响。

在 2018 上半年的违约债券中，还存在几只违

至将科技壁垒工具的使用扩大化。 比如

约债券的信用级别本为 B 级，但突然违约的现象。

我们很容易看到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反

为高发行业，地域集中在北京与中原地区。 这一

一般来说，债券违约过度应当是从 C 级到 D 级。 从

市场化手段在科技竞争中使用， 一面以

点区别于往年。 以 2017 年为例，高发行业为传

B 级信用评级突然违约的可能性非常低，概率大约

税收等行政手段促使企业重返美国，一

在 2%-3%左右。这一点在往年是几乎不存在的。这

面又加强移民限制到处筑墙——
—离开了

些都突显了今年债券违约特征的多样化变化，违

产业链的重返美国会让企业丧失科技发

约的强度越来越大。

展所应具有的竞争环境， 隔离移民又容

统基础工业领域，地域特征为中原略高，其他地
区平等分散。

起投资者关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截至 7 月份，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 新能源行业在近一年

仅今年上半年就有 31 只债券违约，债券余额合计

半来，一直受到相关国际贸易政策的负面影响，处

“

集中性风险在
风险管理中很难被

集中性风险在风险管理中很难被控制， 但是

易将科技人才也给隔离在外。

321.27 亿元，涉及 16 个发行主体。 在当前债券违

于低谷阶段。 行业、企业经营遇到屏障，势必会使

控制，但如果监管机

约潮之下，债券类产品可以成为投资目标么？ 此次

其财务状况发生变化。 从 2018 年该行业债券违约

构采取防范措施，有

上被规避或缓解。 如果监管机构现在采取有效措

科技国家主义理念指导下的科技发展，

违约潮的特征都有哪些呢？

的过程来看，违约企业被降级的速度偏高，有的企

效分散它，有效控制

施，针对当前的债券集中性风险，有效地分散它，

必然是受限制的科技发展， 是缺乏充分

有效控制违约数量和额度， 将有助于我国金融市

竞争和流动的科技发展， 又恰恰会限制

场的稳定。

真正的科技发展。 科技发展需要充分的

集中性风险是本轮违约债券的主要特征。 所

业甚至是连续几个月被多次降级。 从特征来说，新

谓集中性风险， 在信用风险领域上是指债券及信

能源行业主要的融资方式除发行债券以外， 还有

贷产品的违约风险在发行方、信用评级、行业、地

通过风投 VC。 国际上为新能源提供资金的 VC 也

违约数量和额度，将
有助 于 我 国 金 融 市

就几家。 这种集中模式就构成了金融风险传染。 当

时间基建行业的贷款违约率很高， 就是信贷在基

出现新能源行业债券违约、企业财务瓶颈的时候，

建行业的集中性风险。 有了集中性风险的定位，人

融资方、供资方、产业链的各方都会受到行业集中

们可以具体分析原因， 而后有的放矢进行风险防

度的影响，这就是金融传染效应。 当集中风险发展

此次违约债券的集中性风险还体现在其后续

范。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威胁到产业，行业系统性

处置方式集中在“拖欠”上，这一点同往年有所区

风险继而爆发。

别。 以 2014 年至 2017 年为例，这几年除“拖欠”以

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总和， 而上半年债券违约额

从地域角度来说， 北京与中原地区都是经济

保护生出的常常是温室中的花朵，

资金流动、信息流动、人才流动、知识流

场的稳定。 ”

域等方面同时出现的概率很高。 举个例子，曾有段

截至目前，2018 上半年的债券违约数量已

如果早期采取好的防范措施，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

动，缺乏充分流动的科技发展，很难得到
持续的发展。 世界范围内充分的科技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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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才更有利于全球的科技进步。
开放的心态，不固步自封的心态，同
样适用于科技领域。遗憾的是，限制成为
科技竞争的关键词。
（作者系本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