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角兽”狂潮兴起

就在人们普遍担心创

业公司估值太过泡沫化之

时，硅谷的“独角兽”们却以

更加惊人的发展速度令市

场人士陷入“集体恐慌”。 所

谓“独角兽”专指由风险投

资基金扶持的市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私人公司。 赞尼菲

特斯公司便是其中一家，这

家公司刚刚成立两年半时

间， 主要销售云计算软件，

以 帮 助

企 业 进

行 人 事

管理，目

前 其 市

场 交 易

价 已

45

倍 于 该

公 司 的

预 期 收

入，并稳

妥 进 入

“独 角

兽 ” 行

列。更令

人 惊 奇

的是，该

公司目前的市值

已超过著名运动

品牌哥伦比亚及西尔斯百

货的总和。

像赞尼菲特斯这样的

“独角兽” 目前全球约有

140

家，而去年底“独角兽”们不

过

75

家。早先，谷歌或脸书等

“独角兽”曾一鸣惊人，并成

为奇迹的代名词， 而今冠以

同样名称的这些新创业公司

却总令人产生恐惧感， 批评

家们甚至认为“独角兽”意味

着下一个风险泡沫， 因为很

多同类公司尚未盈利却始终

保持私人公司身份， 因此与

上市公司相比， 独角兽们缺

乏严格审核与公开披露。 而

资深风险投资家比尔·格利

则认为，“独角兽” 们的风起

云涌恰恰预示着新经济周期

的到来， 即公司成长价值超

过盈利价值。

泡沫常常意味着系统性

风险及经营存在的危险，不

过， 当人们将这些高增长的

初创企业作为长期投资组合

进行审视时， 其风险性又不

像市场人士所担心的那样严

重。从整体来看，总部位于美

国的

93

家“独角兽”公司总市

值达

3220

亿美元， 仅比微软

市值少

14%

， 而略超过英特

尔与思科之和， 那么与微软

这样的传统公司相比， 拥有

优步租车、空中民宿、图片分

享等新兴创业公司的 “独角

兽” 集团显然更具长期投资

吸引力，而在这些“独角兽”

中间，已

铁 定 会

出 现 未

来 的 贝

宝、推特

等 互 联

网大鳄，

由 此 可

见，市场

人 士 对

于“独角

兽”发展

前 景 的

担 心 未

免 有 些

杞 人 忧

天。

我们再来看

看赞尼菲特斯公

司， 其首个完整经营年度所

登记的经常性收入就达

2000

万美元，今年预计将达到

1

亿

美元， 这一成长速度是成熟

的企业软件巨头初创时所难

以想象的， 其首席执行官帕

克·康拉德坦言，赞尼菲特斯

公司为每位客户带来的价值

较比其他大多数软件服务公

司更多，因此他难以接受“泡

沫”一说。

正是由于风投公司多

押宝在少数几个像赞尼菲

特斯公司这样的未来蓝筹

身上，富达投资和德州太平

洋集团等著名机构投资者

便比以往更青睐于这些“独

角兽”， 并认为当今 “独角

兽”掀起的增长狂潮前所未

闻，因此意味着巨大的投资

机会。 霍洛维茨风投公司经

营合伙人斯各特·库珀更直

言，未来明智的投资者应将

公司增长率列为重要的财

务指标，而非一味看重净收

益率。 （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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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

芯片业并购风起云涌

□本报记者 杨博

全球芯片业又一宗超大规模并购

交易本周敲定。 21日，美国硬盘厂商西

部数据 (Western� Digital) 宣布以约

190亿美元收购闪存芯片制造龙头企

业晟碟（SanDisk）。 今年以来全球芯

片业并购总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

有望刷新历史纪录。

闪存巨头谋联姻

美国闪存制造商晟碟股价近一个

月大涨50%， 这使其年内累计跌幅收

窄至21%。 晟碟股价强势反弹，主要由

于该公司近期向同业抛出橄榄枝，计

划将自身出售。

本周三， 晟碟出售的交易终于落

槌。 西部数据宣布将以每股86.50美元

的现金加股票收购晟碟， 交易总额约

为190亿美元。这一报价较晟碟周二收

盘价溢价15%。

晟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闪存芯

片制造商之一， 与三星并驾齐驱，

是全球NAND闪存市场的龙头。 闪

存主要用于移动设备中，如今也越

来越多地应用于计算机和数据中

心。

相比之下，西部数据目前在闪存

业务领域存在严重短板。 西部数据

CEO密立根在21日发表的声明中表

示， 与晟碟的合作能够取长补短，加

速西部数据进入高增长的固态存储

行业。

业内人士表示， 晟碟手中握有

大量闪存知识产权， 合并后的西部

数据和晟碟能够实现产品线互补，

包括硬碟、SSD、云端资料中心储存

解决方案和Flash解决方案。 此外，

晟碟与东芝公司之间已经合作超过

十五年，双方签署了代工合作协议。

如果与西部数据合并后上述代工协

议能够继续生效， 将给西部数据带

来稳定而可靠的NAND闪存芯片供

应基础。

过去几年，随着以智能手机为代

表的移动终端发展迅猛，闪存业蓬勃

发展。 但是，由于近两年智能手机增

速放缓，同时苹果等大客户纷纷采取

多供应商策略，压低芯片价格，闪存

业竞争日趋激烈，供应商日子都不太

好过。 自2014年开始，晟碟出货量便

出现下滑。 最新财报显示， 晟碟在

2015财年第三财季收入15亿美元，

同比下滑17%， 盈利1.33亿美元，同

比大幅下滑近50%。

芯片业表现疲软

晟碟的业绩表现只是芯片业的

一个缩影。 事实上，受全球经济下滑

和智能手机增长放缓影响，全球半导

体行业今年增速显著放缓。 市场研

究机构Gartner预计， 今年全球半导

体行业营收将下滑0.8% ， 这是自

201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 明年全

球 半 导 体 行 业 销 售 额 可 能 增 长

1.9%，达3441亿美元。

近期芯片企业披露的业绩印证了

行业增长的乏力。 英特特尔今年第三

季度实现总营收145亿美元， 其中PC

芯片业务营收85亿美元， 占总营收的

一半以上，但同比下滑7%，成为英特

尔四大业务主项中唯一一个收入下滑

的业务。

全球知名半导体厂商AMD第三

季度营收为10.6亿美元， 同比下降

26%，当季净亏损1.97亿美元。

有分析人士指出， 芯片业营收

下降主要是受整个PC行业的不景

气造成的。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DC

数据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全球个

人电脑销售下滑10.8%， 出货总量

为7100万台， 下滑幅度超出该公司

的预期。

Gartner也公布了最新的调查报

告， 预计第三季度全球PC出货同比下

滑7.7%，降至7370万台。

一些芯片商的股价也严重受创。

截至10月22日收盘， 衡量半导体行

业整体表现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年

以来累计下跌1.7%，个股中，英特尔

股价今年以来累计下跌5%，AMD下

跌20%。

行业整合潮涌

在客户数量减少、成本上升、行

业整体增长放缓等压力下， 芯片企

业开始通过整合来扩大规模， 抢占

市场， 同时简化他们的组织结构和

产品线。

今年以来， 全球芯片业巨额并购

交易频现。3月，荷兰芯片商恩智浦118

亿美元收购飞思卡尔；5月， 安华高科

技斥资370亿美元收购对手美国博通

公司， 创下半导体业最大规模的收购

交易；随后不久，英特尔宣布以167亿

美元收购可编程处理器制造商Alter-

a；就在晟碟与西部数据宣布联姻的次

日，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科林研发（Lam�

Research） 宣布与竞争对手科天

（KLA-Tencor） 合并， 交易金额为

106亿美元。

据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提供

的数据，今年以来，全球芯片行业并购

交易规模已达1006亿美元， 远远超过

2014年全年的377亿美元。这一数据还

未算上晟碟与西部数据、 科林研发与

科天合并的交易。

与此前通过并购方式获取新

技术有所区别，近期芯片行业多数

并购交易开始着眼于削减制造、销

售和开发等领域的成本，比如在吞

并博通之后， 安华高科技预计从

2017年起公司每年可节约7 .5亿美

元成本。

行业专家表示， 随着芯片制造商

数量减少，价格竞争态势有望缓解，行

业幸存者也可整合互补产品线， 削减

销售渠道投入， 销售可更好地协同工

作的芯片产品。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马克·埃德

尔斯通表示， 芯片业现在面对着

成熟市场的增长放缓通病 ， 同时

还要面对成本上涨和行业的复杂

性，并购是个挑战。 专门对芯片制

造设备市场进行追踪的市场调研

公司VLSI � Research分析师丹·哈

奇森表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

让企业实现增长的最佳方式就是

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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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步主义呐喊

□金旼旼

大牛写小书， 专家解读大众问题，近

些年似乎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风潮。而结

果往往都出乎意料地好。和前几年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

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有异曲同工

之处的是，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

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泰斗安格斯·迪顿也热

衷于解答公众疑问：为什么有的国家更富

有、更健康？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里面强

调，迪顿在消费、贫穷和福利方面的研

究意义非凡。 在设计促进福利和减少贫

困的经济政策前，决策者需要了解个人

消费选择，而迪顿的研究打通了这个环

节。 可以说，迪顿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现

实意义。

集迪顿研究之大成的是他

2013

年出

版的大作《大逃离：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

起源》

(

中信出版社

2014

年译本题为《逃离

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

)

。 在

这本

360

页（英文原著）的书里面，迪顿的

视野横扫全球，纵跨

250

年历史，试图探究

为何有的国家变得更加富有、 更加平等、

国民更加健康，而有的国家却挣扎在贫困

中难以脱身。他的研究话题直击全球发展

经济学的核心。

和前两年大火的 《国家为什么会失

败》类似，这本书之所以大火也颇得益于

其“政治正确”。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当西方普遍对自己的制度设计和发展道

路感到灰心，当来自中国的挑战日趋严峻

之际， 这种打通西方文明发展 “任督二

脉”、重拾西方自信的著作大受欢迎，完全

是意料之中的事。

所谓西方文明发展的“任督二脉”，其

一是纵向来看，西方文明的进步主义并未

终结；其二是横向来看，西方依然在为全

球发展提供可靠的经验。

《大逃离》一书所讨论的话题是人类

是如何在过去

250

年里逃离疾病和贫苦，

因此其基本论调闪耀着进步主义光芒。

1900

年以来， 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

高了

50%

；尽管人口大幅增加，但平均生

活水平大幅提升； 全球生活水平低于日

均

1

美元水平的人口比例从

1980

年的

42%

大幅降至

14%

； 虽然在很多国家贫

富差距有所扩大，但由于亚洲快速脱贫，

全球整体贫富差距仍在缩小。 迪顿在书

中写道：“情况在不断好转， 并且是大幅

好转。 ”

这种乐观的进步主义精神可以说

是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文明发展的最

根本动力。 正如德国哲学泰斗康德所

说：“勇于去求知（

Dare to know)

！ 要有

勇气去利用你自己的理性。 ”可以说，无

论是青霉素的发现，还是城市排污系统

的发明， 无论是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

还是经济学的诞生，无不是这种理性进

步主义的产物。

不过，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

种乐观的进步主义精神遭遇了重大挫

折。 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再出现

重大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

其次，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全球不

平等现象日趋严重， 这导致曾一度蔓延

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外，美国两

党纷争极大弱化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吸引

力，令曾预言“历史终结”的美国著名政

治学者福山也开始反思美国的政治制

度。 因此，在灰色的

2008

年之后，西方尤

其需要迪顿这样的泰斗级人物再次提醒

他们，未来可以更好，西方文明的进步主

义未死。

世界是否会变得更美好？迪顿的答案

是：是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

变得更好呢？正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认

为， 国富国穷的根本原因不是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资源储量，而是政治制度。迪顿

也认为国家富有、国民健康的关键并不在

于这个国家是否有资源，而是是否有良好

的政府治理。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依然认

为西方的制度文明在促进发展方面具有

不可替代性。

对于困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

迪顿的观点也更为微妙。他并没有像《二

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左翼经济学

家皮凯蒂那样仇视不平等现象。他认为，

不平等有利有弊， 过度不平等可能会导

致公共服务缺失并损害民主制度， 而过

度平等则一样会扼杀社会发展动力。“成

功会导致不平等， 你当然不想扼杀成

功。”他在获奖后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

如是说。因此，他反对皮凯蒂建议的对富

人征税以补贴穷人， 他也并不认为导致

目前不平等加剧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

在问题。

基于类似的理由， 迪顿坚决反对对

贫困国家进行国际援助， 因为这种援助

会弱化政府改善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增

加税收的动力。在迪顿看来，后进国家要

想发展，关键在于改革制度，并建立开放

型经济。

显然，这样的结论是西方读者所乐于

见到的，但也包含了部分人类可以共享的

发展经验。事实上，增强治理能力建设、持

续深化改革、 进一步打造开放型经济，中

国目前正在锐意推进的这些改革举措也

都符合迪顿的世界观。

中英“黄金时代”有多少成色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在词典里，“外交辞令” 的释义就是客

气、得体而无实际内容的话。 比如大家常听

到的“深表遗憾” 、“拭目以待” 或者新鲜

出炉的“黄金时代” 。

这几天随着习主席访问伦敦， 朋友圈

都被中英“黄金时代”的题材刷屏。 看着从

白金汉宫到特拉法加广场的皇家林荫大道

上布满的中英两国国旗， 确实认为这个调

子定得颇为合理。 但是在形势一片大好的

同时，分歧仍然存在。

“黄金时代” 的佐证之一是今年中英

两国间贸易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关口。 虽

然要完成这一四年前定下的目标有些困

难， 不过，2010年中英的贸易额才508亿美

元，六年将近翻番已是了不起的速度。 但快

速增长不能掩盖两国经贸关系间的一个定

时炸弹：英国巨大的贸易逆差。

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 今年上半

年中英货物贸易额367.4亿美元， 其中中国

出口269.8亿美元，进口97.7亿美元。这意味

着中国对英的出口额是进口额的将近三

倍，如果年化英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将为350

亿美元左右。 虽然拥有重商主义和自由贸

易传统的英国到目前还没有像美国那样抱

怨逆差，但随着中英经贸的蛋糕越做越大，

英国的逆差还会进一步增加。 而颇为看重

经常性项目平衡的英国人， 能继续沉默多

久还不得而知。

英国年初不顾美国反对， 成为首个加

入亚投行的西方主要国家，这也是黄金时

代的重要标志。 英国在经贸方面靠近中

国，使其在外交政策上与传统盟友美国确

实出现了一点背离。 然而在英国的“三环

外交” 中，跨大西洋的英美特殊关系是其

外交的基石， 因此在中美 “新型大国关

系” 的构建尚未完成前，英国并不会动摇

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外交传统———关于

亚投行的表态更像是实用主义的小插曲，

而不是黄金时代的投名状。 当然，即使以

最乐观的估计，中美能实现“新型大国关

系” ， 选边站位也不会在英国解读黄金时

代的内容中。 届时英国最可能的是重操均

势战略。

而在中国人眼里的黄金时代，英国领

导人不会再会见窜访的达赖喇嘛， 不在

人权问题上找茬。 因为现在英国的利益

攸关群体无疑广得多， 从伦敦金融城期

待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的银行家， 到将

会用上核电的家庭。 在形而上的价值观

与现实利益的抉择中， 英国领导人选择

了后者。

因此，在英国人有礼的背后，肯定在

默念老前辈迪士累利勋爵的金句： 国与

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 如果中国人就

英国人最擅长的表面功夫跟风， 一味唱

多卡梅伦口中的“黄金时代” ，那么在利

益关系发生转变后， 只会落得沙滩裸泳

的尴尬局面。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态度为何转变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周一，美国政府公布了第二批加入“气

候变化美国企业承诺行动”（American�

Business� Act� on� Climate� Pledge）的

81家公司的名单， 这81家企业分布于美国

50个州，雇员超过900万人，年收入则超过3

万亿美元。

美国政府于今年七月发起了这项旨

在促进企业承担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活

动，第一批加入的包括美国银行、可口可

乐、苹果、沃尔玛等13家知名企业。 根据

该活动要求，参与该活动的企业必须对今

年底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达

成强有力的减排举措和环保目标表示支

持，同时对自身减排目标和其他环保措施

做出承诺。

周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出席

“气候和清洁能源投资论坛” 开幕式时

发表讲话称， 今年12月份在巴黎气候大

会上达成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美国政府当前主要

的优先事项。 他呼吁企业界增加对清洁

能源的投资， 并表示政府将继续推出举

措帮助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大对该领

域的投资。 克里同时宣布启动加勒比和

中美洲清洁能源资助计划， 为该地区的

清洁能源项目提供启动资金， 第一年为

1000万美元。

这些举措是美国政府近年来加大节能

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一系列行动的延续。 就

在几年前， 美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还

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 一方面要求

其他国家多做承诺， 另一方面在制定自身

减排目标时总是消极怠工， 在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清洁能源等相关环保技术上也十分

勉强。

而笔者来美国工作两年以来，目睹了

美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态

度发生的转变，对清洁能源发展的投入不

断加大。习近平主席9月底访美时，中美两

国继去年年底发表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

声明》后再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

声明》， 美国在两份声明中承诺计划于

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

28%，并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30亿美元。

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 仅用气候变化

对美国的实际影响增大，如美国加州3年来

的连续干旱恐怕不足以解释。 笔者以为，近

年来清洁能源的迅速发展给美国社会、经

济带来的利好越来越大， 是政府态度转变

的深层次原因。

据统计， 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大，

近年来美国清洁能源价格不断下降。过去

5年， 美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平均成本

下降幅度都超过50%，这使得在普通家庭

中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同时，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

业就业岗位持续增长。今年8月份，美国总

统奥巴马在拉斯维加斯出席一个清洁能

源论坛时就表示，2014年，太阳能产业创

造的就业速度是全美平均创造就业速度

的10倍。

就业增加和使用便捷让美国民众对清

洁能源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新泽西州保护

基金会10月份的最新一份民调显示，近

80%的新泽西居民认为， 相比于传统化石

能源，新泽西州应该更重视发展风电、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 这与今年4月的盖洛普针

对全美的民调结果大致相同， 而如此强的

民意基础也让美国从地方到联邦的态度不

断转变。

美国前国会众议员、 美国可再生能源

领域立法的重要推动者菲尔·夏普告诉记

者， 美国过去对转让可再生能源先进技术

很勉强，而现在态度已经转变，因为美国从

向中国转让相关技术中看到机会也得到实

惠。 太阳能技术引入中国后，在中国形成了

巨大的产能和市场， 而这直接导致近几年

全球太阳能发电价格的迅速下降， 美国太

阳能产业也因此受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