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O重启邂逅CES�

今年科技股行情值得期待（主）

□本报记者 张莉

当IPO重启的“新股盛宴”碰上国际消费电子展(CES)这个“科技盛会” ，会发生什么？ 每届CES透露出的行业发展方向均成为资本市场的“风向标” ，今年

可穿戴设备、车联网、智能家居等概念有望成为CES的热门话题。

分析人士认为，科学技术存在明显的相互融合趋势，先进的电子技术可以与医药等行业相结合，推动产品创新。 最近环保、TMT、互联网金融、医药、高端装

备五大板块相对走强，或许体现了这种预期。 新技术产品亮相与即将上市的科技型公司主营业务相呼应，未来A股市场上相应的炒作元素会增加，题材新鲜感

有望增强。 市场或以CES为契机，形成老股与新股相互呼应、互抬估值的格局。

CES开幕在即 移动互联仍是亮点

定于1月7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CES2014，尚未开幕便已经吸引各类行业人士的关注与猜想，坊间也流出各类有关IT大佬在展会现场发布新概念产

品的消息。在业界人士眼中，以新科技产品和概念为特征的CES一直被作为全球消费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在移动互联和智能终端的潮流影响下，今年的CES

也必将成为各类品牌厂商、科技企业以及包括汽车、电视等传统行业公司集中展现未来科技进步远景的舞台。

据了解，此次CES展览规模超出以往，参展厂商将超过3250家，总计展示15大类产品，20个技术专区，将有2万多种新产品问世。 消息人士透露，谷歌将在展

会上宣布与汽车厂商的合作计划，目标直指智能汽车市场；英特尔将集中展现其在可穿戴设备领域的新技术突破；芯片厂商高通有可能推出64位版芯片。 而除

了国际行业大佬外，国内科技公司也调遣资源布局CES，比如品牌手机厂商酷派将展示5款针对海外市场的4G产品，中兴通讯也被证实将发布多系列创新终端

产品，主打4G市场和可穿戴设备，包括歌尔声学、奋达科技、东软载波等上市公司陆续表态将赴美参展，参与了解行业最新动态。

临近开幕，不少人士已经开始竞相加入对此次科技峰会新潮流亮点的前瞻和预测中。 美国科技博客The� � Verge上周撰文称，2014年的CES，可穿戴设备、

智能汽车、4K显示等新技术将成为主流。在国内IT圈交流中，2013年热议的3D打印、曲面OLED电视、4G手机、智能家居等新型产品和概念仍将是今年CES展览

中的亮点，上述产品有望在功能应用、技术成熟度等方面有着令人期待的突破。 据业内分析人士推测，今年CES展出更多聚焦于输入和输出交互技术，其中无线

充电、智能家居、人体交互产品、随身健康监测设备、传感技术等将成为五类具备颠覆性意义的革命技术。

伴随4G技术的逐步成熟和智能终端设备的日益普及，移动互联化成为当前科技创新领域的主导。 海通证券TMT行业分析师赵晓光认为，移动互联网的逻

辑在2013年只是预演，2014年将对传统经济加速渗透。移动互联网的核心精神是以用户为中心、以数据为核心、深度挖掘、构建生态系统。申银万国研究报告指

出，消费电子领域中,移动产品不断开发与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已经成为产业的发展核心，移动势力将主导此次CES展览。

科技题材蓄力 市场热情渐趋升温

近几年，聚焦科技创新前沿的投资思路正在成为资本市场的新风尚，一些具备颠覆性变化的科技概念和产品，尽管尚未真正形成成熟的市场，却已经被创

投资金发掘，并迅速点燃市场的热情。 另一方面，海外市场的“科技风暴”往往通过市场传导效应，引发A股科技板块的热炒，并推动市场出现持续时期较长的

牛市行情。 从基金、私募等机构投资者到各类游资，不少市场参与者已然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与科技概念相关的新兴产业及上市公司上。

毫无疑问，即将拉开帷幕的CES展览以及可能推出的新科技产品，是电子行业再度景气的前奏，并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资本市场投资重要“风向标” 。 回

顾过去，CES展览上的技术新品及科技趋势，往往成为当年科技行业聚焦的重点，并与A股市场有着不俗表现的科技题材内容有较高吻合度。 比如，2013年CES

移动智能终端趋势初显，围绕智能手机触摸屏、面板、电池、柔性屏技术等硬件板块的行业个股获得市场资金大力追捧。 2012年，智能电视、超极本、云计算等概

念兴起，引发一波A股市场题材炒作。 而2011年的平板电脑、2010年的触摸屏、2009年的LED等在CES展览上吸引眼球的技术创新产品，也成为当年我国股票

市场表现最好的产业链。

某私募人士分析，以新兴科技为主题的行业代表了未来经济转型的方向。 成长空间大、业绩持续增长的高成长性个股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市场关注的热

点。从A股市场近几年的“科技故事” 来看，类似特斯拉、3D打印、可穿戴设备等概念目前尚未走出题材炒作的阶段，但随着技术成熟度及稳定性的提高，这些产

品还是能够找到卖点，这将会刺激万亿级的市场出现，对于行业整体发展而言是一个利好。 今年的CES展览，希望能够看到这类有创新性和颠覆性的产品出现。

市场人士认为，伴随CES上各类科技新品的展出，A股市场有望掀起新的一波科技股行情，围绕可穿戴设备、4G、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新科技潮流，投资者

已经开始据此寻找产业链上实力和业绩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 民生证券表示，２０１４年可穿戴设备将领唱CES， 各大厂商都会在展会上推出最新产品和概

念，相关产业链的制造商也会在可穿戴领域提前布局，在细分领域中一批具有强大研发实力和成熟制造经验，并且已经进入可穿戴设备市场的相关产业链上市

公司有望成为下一阶段市场关注的焦点。

IPO适时重启 新股或暗藏“黑马”

今年1月，A股市场迎来IPO重启。 根据此前进度，已过会的83家公司将陆续拿到批文登陆A股市场。 一方面，“科技盛会”即将召开或刺激新一轮科技股行

情到来，另一方面，国内新股发行改革下的IPO也将给市场带来活力，科技型公司在资本市场将备受资金关注。 “新股盛宴”与“科技盛会”的相遇，恰恰凸显了

当前科技助力经济转型的市场趋势特征。

仔细梳理待上市公司，具备高科技含量的医药生物、计算机、电子等新兴行业的公司占据多数，其中有不少涉及信息服务、物联网等前沿科技内容。 据不完

全统计，在83家已过会上市公司中，计算机行业公司为10家，电子行业公司有5家，医药公司8家，其中主营业务为信息化教育的全通教育、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

的晶方科技、生产信息安全产品的绿盟科技、致力于物联网技术的恒华科技等待上市企业均被不少机构投资者视为重点跟踪的企业。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此次已过会的80多家企业多出自新兴行业，这些领域在A股的投资标的较稀缺，有较大市场空间，业绩持续快速增长的确定性较大。 支

持上述类型企业上市，既体现了当前产业发展的趋势，也有助经济结构的转型。 有分析人士认为，待上市公司中存在不少潜在的“科技黑马” ，这与近年来“科

技盛会”中透露出的信息服务、移动互联、物联网、智慧城市等行业趋势十分密切，未来致力于科技研发及电子信息消费市场拓展的企业均有望通过资本市场

平台获得融资，并成为市场持续关注的焦点。

此外，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发展，科技型企业以及新兴产业项目的融资渠道也在不断拓宽，科技金融加速发展将为未来A股科技股行情的再现积蓄

动能。 接近监管部门的有关人士透露，未来资本市场有望鼓励互联网企业上市，并拓展科技金融的产品线和平台，充分发挥交易所、场外、创投以及具有融资功

能孵化器的作用，助推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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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电子行业五大猜想

□本报记者 张莉

科技创新高潮迭起， 一方面，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步入成熟阶

段， 中国产业链公司日渐崛起，另

一方面，以可穿戴设备、智能控制

为核心的新一波浪潮开始推动未

来电子行业成长，数字化生存和智

慧城市的概念日渐渗透，行业景气

度有望再度提升。

2014年电子行业的亮点颇

多，移动互联化趋势确定、可穿戴

设备市场迎来爆发、 智能终端产

业链日益成熟、 内嵌人工智能的

家居系统流行、 传感器特征的交

互式体验革命开启， 这五大梦想

最终能否照进现实， 投资者可以

拭目以待。

移动互联化趋势渐显

2013年，智能终端的大规模

普及已经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铺好前路。 2014年，移动互联网

将会加速对传统行业及经济架

构的渗透。 从电信、金融、传媒到

医疗、零售、餐饮等诸多领域，无

不开始迎接移动互联对其产业

价值链条的重构与行业间信息

跨界融合。

在4G智能管道的商业化运用

时代，移动支付、在线教育、贴身医

疗等信息消费类相关应用将迅速

推进，带动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持

续壮大。在移动互联网与传统行业

的深度融合基础下，具备互联网平

台战略思维与分享型经济特征的

电子制造业将面临机遇。

可穿戴设备异军突起

从谷歌眼镜潮流开始，可穿戴

设备概念便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

尽管目前可穿戴设备存在产品性

能不稳定、价格高昂、商业模式模

糊等多方面的问题并未真正跨越

市场鸿沟，被用户广泛接受，但旨

在解放人们生活束缚的可穿戴设

备仍被业内视为未来数年内科技

行业成长的重要方向。一旦可穿戴

设备获得突破性进展，相关领域的

产业就会进入高速成长的市场爆

发时期。

2014年的可穿戴设备或将进

入由几大电子巨头引领的市场混

战阶段， 多元化产品创新层出不

穷， 并寻找到贴合消费需求的商

业模式创新。 苹果、索尼、谷歌等

大佬企业将集中发力， 可穿戴设

备“杀手级” 应用产品有望进入

市场， 并建立起类似当年苹果一

样的生态系统， 带动整个产业链

条风生水起。

智能终端产业链成熟

由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大

规模普及，智能终端在技术和市场

方面都日渐成熟，尤其是在中低端

市场的增长潜力会出现较快增长。

有预测指出，全球部分智能终端普

及率偏低的国家将在2014年智能

手机出货方面拉升整体行业增长

率，国产智能机在全球的出货占比

有望创出新高。

在4G全面商用的推波助澜

下， 搭载4G功能的智能手机前景

看好， 智能手机厂商竞争转向外

观、材质和系统整合等细节方面的

内容，其中移动产品轻薄化、金属

化成为产品潮流趋势，随着工艺成

熟及成本的控制，一批实力可期的

基础元器件供应商业绩有望获得

爆发。

智能家居风潮或兴起

在今年的CES2014展会上，

家庭智能化管理概念及相关产品

的推出将会不断拓展人们对 “智

能家居” 的想象空间，家庭照明、

电话、恒温、窗帘、防盗监控等各类

家居领域受“智能控制” ，通过物

联网技术打造自动化家庭管理系

统平台正在成为可能。

传统家居市场将通过互联网

思维的注入而出现变革，智能化创

新产品推出及由此撬动的市场，将

吸引包括家电制造、 互联网企业、

终端设备、系统集成商等各类产业

链相关参与者进入，人工智能的家

居新品将给诸多行业带来新的市

场机会，智能家居系统的内涵不断

丰富。

交互式体验革命到来

从手机触屏到各类可穿戴设

备，交互控制的发展将科技产品及

产业引导向一个新的革命。 PC领

域产品发展已经进入下半场，但交

互式体感操控却仍处于初级阶段，

PC成熟的产业链配合专业体感控

制将会是移动化智能终端的融合

新趋势。

交互式体验革命的核心将是

各类传感器的开发与应用，包括苹

果、谷歌在内的行业领军者有望在

语音控制、无线操控、无线充电、近

场支付等各类领域推出旗舰产品，

形成核心竞争力和清晰盈利模式，

并引导整个产业潮流。而在大数据

平台与物联网技术的支撑下，交互

式体验的变革将引导人们真正进

入智慧生活。

■ 记者观察

科技浪潮催生新机遇

□本报记者 张莉

科技创新发展的速度正日益超越人们的想

像，成为当下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话题。从智能

手机到平板电脑、从电动车到可穿戴设备，颠覆传

统产业格局的新事物层出不穷， 在技术可行的基

础上改变旧事物的运行方式， 进而形成一波又一

波刺激市场活跃的科技浪潮。 在科技浪潮的冲击

下，从普通交易法则到整个商业运作，再到经济社

会的架构都开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曾提出

这样的假设， 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是起因于创新过

程中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 这意味着不同时期

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进而形成了

时间各异的经济周期。以移动互联、智能控制为标

志的这一波技术创新同样也未逃离这一规律，新

的技术变革正在催生一个新的经济周期。 从目前

表现的特征来看， 当前经济活动正处在一个经济

周期的缓慢上升阶段。

以正在发展的移动互联技术来看， 信息社会

中的新技术趋势已经产生着难以逆转的经济变

革。从智能手机的诞生到移动终端大规模的普及，

仅仅几年时间， 移动互联就彻底改变了人们即时

通讯的习惯，进而成为产业更迭的巨大推动力。苹

果触屏手机的诞生，导致了一批实体企业破产、一

批虚拟企业崛起， 而这种垄断性组织的打破与重

建，均在科技创新的覆盖之下发挥作用。

盘点当下具备可观市场增长潜力的新兴行

业，移动支付、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地理位置服

务、在线教育等等，均离不开移动互联化的趋势要

求。在即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备的条件下，尤其

是在

4G

商用时代搭建的“智能管道”作用下，移动

互联技术在加速重构传统行业的价值链条， 实现

跨行业的信息融合， 平台战略与分享型经济的新

商业思维脱颖而出。

而在活跃的资本市场， 经济活动中的技术变

革也初见端倪。近几年来围绕互联网平台、跨界技

术渗透的行业重组并购活动频繁， 产业链上下游

整合冲动日益明显， 拟上市新股中的科技型企业

频现身影，科技研发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而对新

兴行业的上市公司业绩估值预期更是大幅度攀

升，资金、人才、劳动等各类要素越来越多地通过

市场机制配置往新兴行业集聚。 这些迹象无不表

明， 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及社会变革正在进入一

个上升周期。

当下， 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速度日益

刷新着人们的认知能力，围绕新要素、新技术概念

的创业公司潮水般涌现起来， 跨领域跨行业渗透

的迹象逐渐明晰，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

提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每一次技术革新都预

示着下一个市场爆发的临界点， 而技术带来的经

济意义远远超越于简单的财富增加。

纵观人类历史经历的三次技术革命， 无论是

蒸汽技术、 电力技术还是正在发生的信息控制技

术革命，都极大推动着社会经济领域变革。究其根

源，更多在于技术创新往往成为改变市场效率、降

低社会交易中间成本、减少生产制造重复环节、活

跃市场各类要素的主导驱动力量。 更有乐观者预

测， 这一波技术浪潮将有望构建一种新的全球化

交易法则，并将成为社会发生巨变的有效催化剂。

在这波浪潮中，我们都要学会发挥技术创新优势，

把握住难得的经济变革机遇。

在此阶段，尽管国内创新力量依然薄弱，仍然

难以逃脱来自海外市场“强制性技术外迁效应”的

影响，成为发达国家上一波技术变革的“接盘者”，

但市场的创新能量依然不能忽略，把握这一波“科

技浪潮”机遇仍需多方努力。一是重视科技创新在

经济转型进程中的表现， 力促产业调整符合科技

发展趋势的要求；二是强调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

作为市场主体来执行技术创新进程中的价值创

造，加快技术创新的自身能力；三是发挥资本市场

的基础配置作用，强化各类科技金融服务的平台，

力促科技型企业成为市场活跃主体。

IPO大幕拉开 新股或暗藏“黑马”

今年1月，A股市场迎来IPO重

启。 根据此前进度，已过会的83家公

司将陆续拿到批文登陆A股市场。一

方面，“科技盛会” 即将召开或刺激

新一轮科技股行情到来，另一方面，

国内新股发行改革下的IPO也将给

市场带来活力， 科技型公司在资本

市场将备受资金关注。“新股盛宴”

与“科技盛会” 的相遇，恰恰凸显了

当前科技助力经济转型的市场趋势

特征。

仔细梳理待上市公司， 具备高

科技含量的医药生物、计算机、电子

等新兴行业的公司占据多数， 其中

有不少涉及信息服务、 物联网等前

沿科技内容。 据不完全统计，在83家

已过会上市公司中， 计算机行业公

司为10家， 电子行业公司有5家，医

药公司8家，其中主营业务为信息化

教育的全通教育、 半导体集成电路

产业的晶方科技、 生产信息安全产

品的绿盟科技、 致力于物联网技术

的恒华科技等待上市企业均被不少

机构投资者视为重点跟踪的企业。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此次已过

会的80多家企业多出自新兴行业，

这些领域在A股的投资标的较稀

缺，有较大市场空间，业绩持续快

速增长的确定性较大。 支持上述类

型企业上市，既体现了当前产业发

展的趋势， 也有助经济结构的转

型。 有分析人士认为，待上市公司

中存在不少潜在的 “科技黑马” ，

这与近年来“科技盛会” 中透露出

的信息服务、移动互联、物联网、智

慧城市等行业趋势十分密切，未来

致力于科技研发及电子信息消费

市场拓展的企业均有望通过资本

市场平台获得融资，并成为市场持

续关注的焦点。

此外， 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建设发展， 科技型企业以及新兴产

业项目的融资渠道也在不断拓宽，

科技金融加速发展将为未来A股科

技股行情的再现积蓄动能。 接近监

管部门的有关人士透露， 未来资本

市场有望鼓励互联网企业上市，并

拓展科技金融的产品线和平台，充

分发挥交易所、场外、创投以及具有

融资功能孵化器的作用， 助推新兴

产业加速发展。

IPO重启邂逅CES

今年科技股行情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张莉

CES召开在即 移动互联仍是亮点

定于1月7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举行的CES2014， 尚未开幕便已经

吸引各类行业人士的关注与猜想，

坊间也流出各类有关IT大佬在展会

现场发布新概念产品的消息。 在业

界人士眼中， 以新科技产品和概念

为特征的CES一直被作为全球消费

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 在移动互联

和智能终端的潮流影响下， 今年的

CES也必将成为各类品牌厂商、科

技企业以及包括汽车、 电视等传统

行业公司集中展现未来科技进步远

景的舞台。

据了解， 此次CES展览规模超

出以往，参展厂商将超过3250家，总

计展示15大类产品，20个技术专区，

将有2万多种新产品问世。 消息人士

透露， 谷歌将在展会上宣布与汽车

厂商的合作计划， 目标直指智能汽

车市场； 英特尔将集中展现其在可

穿戴设备领域的新技术突破； 芯片

厂商高通有可能推出64位版芯片。

而除了国际行业大佬外， 国内科技

公司也调遣资源布局CES， 比如品

牌手机厂商酷派将展示5款针对海

外市场的4G产品， 中兴通讯也被证

实将发布多系列创新终端产品，主

打4G市场和可穿戴设备， 包括歌尔

声学、奋达科技、东软载波等上市公

司陆续表态将赴美参展， 参与了解

行业最新动态。

临近开幕，不少人士已经开始

竞相加入对此次科技峰会新潮流

亮点的前瞻和预测中。美国科技博

客The� Verge上周撰文称 ，2014

年的CES，可穿戴设备、智能汽车、

4K显示等新技术将成为主流。 在

国内 IT圈交流中，2013年热议的

3D打印、 曲面OLED电视、4G手

机、智能家居等新型产品和概念仍

将是今年CES展览中的亮点，上述

产品有望在功能应用、技术成熟度

等方面有着令人期待的突破。据业

内分析人士推测，今年CES展出更

多聚焦于输入和输出交互技术，其

中无线充电、智能家居、人体交互

产品、随身健康监测设备、传感技

术等将成为五类具备颠覆性意义

的技术。

伴随4G技术的逐步成熟和智

能终端设备的日益普及，移动互联

化成为当前科技创新领域的主导。

海通证券TMT行业分析师赵晓光

认为， 移动互联网的逻辑在2013

年只是预演，2014年将对传统经

济加速渗透。移动互联网的核心精

神是以用户为中心、 以数据为核

心、深度挖掘、构建生态系统。申银

万国研究报告指出，消费电子领域

中,移动产品不断开发与满足消费

者的各种需求，已经成为产业的发

展核心，移动势力将主导此次CES

展览。

科技题材蓄力 市场热情渐趋升温

近几年，聚焦科技创新前沿的

投资思路正在成为资本市场的新

风尚，一些具备颠覆性变化的科技

概念和产品，尽管尚未真正形成成

熟的市场， 却已经被创投资金发

掘，并迅速点燃市场的热情。另一方

面，海外市场的“科技风暴” 往往通

过市场传导效应， 引发A股科技板

块的热炒， 并推动市场出现持续时

期较长的牛市行情。从基金、私募等

机构投资者到各类游资，不少市场

参与者已然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

与科技概念相关的新兴产业及上

市公司上。

毫无疑问， 即将拉开帷幕的

CES展览以及可能推出的新科技产

品，是电子行业再度景气的前奏，并

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资本市场投

资重要“风向标” 。 回顾过去，CES

展览上的技术新品及科技趋势，往

往成为当年科技行业聚焦的重点，

并与A股市场有着不俗表现的科技

题材内容有较高吻合度。 比如，

2013年CES移动智能终端趋势初

显，围绕智能手机触摸屏、面板、电

池、 柔性屏技术等硬件板块的行业

个股获得市场资金大力追捧。 2012

年，智能电视、超极本、云计算等概

念兴起， 引发一波A股市场题材炒

作。 而2011年的平板电脑、2010年

的触摸屏、2009年的LED等在CES

展览上吸引眼球的技术创新产品，

也成为当年我国股票市场表现最好

的产业链。

某私募人士分析， 以新兴科技

为主题的行业代表了未来经济转型

的方向。 成长空间大、业绩持续增长

的高成长性个股将在一段时期内成

为市场关注的热点。从A股市场近几

年的“科技故事” 来看，类似特斯

拉、3D打印、可穿戴设备等概念目前

尚未走出题材炒作的阶段， 但随着

技术成熟度及稳定性的提高， 这些

产品还是能够找到卖点， 这将会刺

激万亿级的市场出现， 对于行业整

体发展而言是一个利好。 今年的

CES展览， 希望能够看到这类有创

新性和颠覆性的产品出现。

市场人士认为， 伴随CES上各

类科技新品的展出，A股市场有望掀

起新的一波科技股行情， 围绕可穿

戴设备、4G、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

新科技潮流， 投资者已经开始据此

寻找产业链上实力和业绩表现较好

的上市公司。民生证券表示，2014年

可穿戴设备将领唱CES， 各大厂商

都会在展会上推出最新产品和概

念， 相关产业链的制造商也会在可

穿戴领域提前布局， 在细分领域中

一批具有强大研发实力和成熟制造

经验， 并且已经进入可穿戴设备市

场的相关产业链上市公司有望成为

下一阶段市场关注的焦点。

当IPO重启的“新股盛宴” 碰上国际消费电子展(CES)这个“科技盛会” ，会发生什么？ 每届CES透露出

的行业发展方向均成为资本市场的“风向标” ，今年可穿戴设备、车联网、智能家居等概念有望成为CES的热

门话题。

分析人士认为，技术存在明显的融合趋势，先进的电子技术可以与医药等行业相结合，推动产品创新。最近环

保、TMT、互联网金融、医药、高端装备五大板块相对走强，或许体现了这种预期。 新技术产品亮相与即将上市的

科技型公司主营业务相呼应，未来A股市场上相应的炒作元素会增加，题材新鲜感有望增强。 市场或以CES为契

机，形成老股与新股相互呼应、互抬估值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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