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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阿里巴巴，市值在当地时间
8月7日首次超过了4000亿美
元后，在香港上市的腾讯市值也
突破了4000亿美元，腾讯昨日
收盘价为 330.2 港元，市值为
31362亿港元，以昨日美元兑港
币汇率 7.8148 计算，市值为
4013亿美元，超过了阿里巴巴
的市值3983亿美元。腾讯控股
与阿里巴巴的股价的一上一下，
也使得马化腾再次超越王健林、
马云等暂居中国首富。

市场对于腾讯与阿里巴巴
的股价不断看好的原因，则是由
于这两家公司在过去数年的净
利润增长等呈现了超高两位数
的增长。阿里巴巴去年总收入
达到1582.73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56%，净利润为 578.71 亿
元；2016年腾讯全年收入为人
民币15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48%，年度盈利为人民币
414.47亿元。

不光是中国企业，美国的高
科技企业在今年的市值也是屡

创新高，截至昨日，苹果市值为
8346亿美元，谷歌市值为6482
亿美元，微软市值为5624亿美
元，亚马逊市值为4731亿美元，
FACEBOOK 市值为 4972.86 亿美
元，而以往长期霸占市值榜前列
的金融、能源、零售等传统行业
企业已被甩在了后面，伯克希尔
哈撒韦市值为4390亿美元，埃
克森美孚市值为3328亿美元，
富国银行市值为2675亿美元，
沃尔玛市值为2507亿美元，可
口可乐市值为1946亿美元。

8 日上午，在浙江杭州的
亚朵·网易严选酒店，来自北
京的王先生通过扫码，在网站
下单购买了前一晚“试用”的
荞麦枕头。

“体验之后觉得满意才上网
购买，所用即所购，是一种新的
网购体验。”王先生说。

事实上，像这样融合线上线
下的购物模式，在我国已不是新
鲜事。阿里巴巴集团收购了多
个线下零售渠道，在银泰百货杭
州下沙工厂店，“淘品牌”商品全
年保持与天猫商城实时同款同
价，每个商品都自带二维码，线
下扫码线上付款；成都凯德广场
的一家买手型商店，通过对周边
5公里的人群的网购大数据分
析，确定了业态配比……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迅速
发展下，电商平台单纯依靠流量
增长的红利期已经过去，目前线
上平台的市场格局基本确定，未
来须运用数据提高线下购买和
配送效率。

“新零售意味着整个体验发
生变化，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
货、场的关系发生重构。”阿里
巴巴集团CEO张勇如此形容新
零售经济体：它像商场又不是传
统商场，像购物中心又不是传统
购物中心，它是一个消费的社
区，又是一个吃喝玩乐的中心，
又是一个新的社区、社群，真正
达到消费多场景。

网易严选方面表示，在新零
售中，物品的功能、消费者对物
品功能的印象和情感等都可以
成为消费对象。

“融合线上线下的新零售是
中国电商的‘新战场’。新零售
环境中，可以观察到的趋势是，
营销触点、资讯来源、渠道都在
急速增加。”尼尔森中国区总经
理韦劭表示，零售业线上线下全
渠道发展是大势所趋，中国电商
企业正在加速拥抱实体经济，而
消费者则将被赋予前所未有的
选择权。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发改委昨天称，降
低企业杠杆率工作取得初步成
效，在市场化债转股方面，各类
实施机构与钢铁、煤炭、化工、装
备制造等行业中具有发展前景
的70余家高负债企业积极协商
谈判达成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协
议金额超过1万亿元。下一步，
将重点做好国有企业降低企业
杠杆率工作，积极探索僵尸企业
债务有效处置方式以及推动市
场化债转股，使债转股成为降低
企业杠杆率的一件利器，并以债
转股为契机推动企业尤其是国
有企业改革改组改制，促进企业

实现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
进一步完善。

据悉，在兼并重组和企业
依法破产方面，共推动4组9家
中央企业的重组事项，今年1-
5月，上市公司兼并重组交易金
额为 7107.5 亿元，交易数量
3086件；对国有企业中的“僵尸
企业”进行了认真梳理并积极
开展处置和治理工作；通过企
业依法破产促进僵尸企业出清
的能力持续提升，自去年以来，
全国新设立破产审判庭90家，
破产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也不
断增加，仅今年上半年就达近
3000 件和 2000 件。在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方面，着力通过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企
业杠杆负债自我约束的机制，
截至目前共有 19 家企业正在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正
在显现。

发改委指出，企业杠杆率已
开始下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BIS）最新数据，我国2016年末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 166.3%，
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或持平，
这是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连
续19个季度上升后首次改变上
升趋势。而截至今年6月末，我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
率 55.9%，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
点，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在逐步缓解。

腾讯、阿里巴巴纷纷跨越4000亿美元门槛

科技巨头公司屡屡刷新最高市值
最近中国首富的桂冠屡屡易主，随着所在公司的市值不断新高，马化腾

与马云也在中国首富的宝座上轮番上座。就当吃瓜群众们正在讨论腾讯与
阿里巴巴成为亚洲市值第一公司时，这两家公司近日则已经一前一后跨越
4000亿美元市值的门槛。这一轮全球科技股的上涨，不光是中国，全球的科
技巨头如苹果、亚马逊等，市值也是屡创新高，使得过去常年居于市值榜首的
传统行业的霸主们黯然失色。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虽然高科技企业的市值已
经全面超越了传统企业，可是在
近日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企
业榜单中，位居前十的仍然大多
数为传统企业，依次为沃尔玛、
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丰田
汽车公司、大众公司、荷兰皇家
壳牌石油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苹果公司、埃克森美孚。
除了苹果公司外，其余的都是传
统的能源、零售、汽车制造与金
融行业。

为什么两个榜单会有如此
大的差异呢？主要是因为市场
对于公司的估值主要在于对于
将来的展望，而财富500强企业
的排名主要依据则是公司的营
业收入，例如沃尔玛目前仍然是
世界零售额最高的零售企业，去
年零售额为4858亿美元，但市
值则只有2507亿美元，远低于
同样是零售行业的新型高科技

企业亚马逊和阿里巴巴。
以腾讯和阿里巴巴的过去

5年的业绩为例，阿里巴巴收入
同比增速分别为72%、52%、45%、
33%、56%；腾讯收入同比增速则
分别为 54%、38%、31%、30%、
48%。阿里巴巴年均收入增速
约为51%，腾讯年均收入增速约
为40%。这种超高两位数的增
速，远超传统企业个位数的收入
增长。

而在传统的霸主能源、金融
领域，由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
危机，使得全球的银行、保险等
金融企业普遍遭受重创，至今
未能恢复元气。而近两年的石
油等能源价格的下跌，使得传
统的石油巨头们普遍陷入亏损
的泥潭，自然市场不会看好此
类企业。

而市场的另一面，则是对
高科技新贵们的普遍看好。就
连从前坚决不投资高科技企业

的股神巴菲特也在近年转投高
科技的怀抱，除了几年前投资
的 IBM 外，去年直到今年上半
年，其还投资了全球市值第一
的苹果公司，并称苹果公司将
是全球第一家市值超过万亿美
元的公司。

虽然高科技企业充满了光
环，但是他们依然处于全球商业
变革的浪尖之上，时刻都有被后
浪打下来的危险，除却黑莓、戴
尔等由于业绩问题已经退市的
企业，一些老牌的科技企业的市
值也已经落后了，例如，英特尔
市值目前仅为1720亿美元，而
高科技企业的常青树IBM的市
值也仅为1732.4亿美元。

从这些高科技、传统企业
的市值座次的不断变换中，我
们可以发现时代在变、技术在
变，企业唯一不变的核心竞争
力则是迎接变化，不断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

市场普遍看好高科技企业

腾讯和阿里巴巴两者市值差距微乎其微

70余家高负债企业达成
超1万亿元市场化债转股协议

中国电商企业尝试
布局线下重塑零售业

“今年是我本命年，给自己
网购了一条足金项链，吊坠样子
是只破壳而出的小鸡，特别可
爱。”北京白领周女士是个 80
后，爱网购、会打扮。她说，现在
黄金首饰做工更精致、设计更时
尚，佩戴黄金饰品并不土气，而
且消费、投资两不误，自己身边
不少朋友也有类似想法。

黄金首饰受到“新新人类”
青睐，对正处于较低景气区间
的金饰行业是好消息。受宏观
经济疲软、黄金价格波动等因
素影响，2013年国际金饰需求
创峰值后，消费者情绪持续回
落，2016年全球黄金饰品产量
下降19%至1989吨，是10年来
的最低点。在此背景下，中国
黄金饰品市场的消费量出现了
连续下滑。

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公布数
据，今年二季度，我国金饰需求
同比下降5%至137.7吨，为近年
来黄金首饰需求最低的季度。

“尽管需求仍在回落，但降速已
经明显放缓。”世界黄金协会中
国区董事总经理王立新说。

他表示，时代在变，中国消
费者的口味也在变化，尤其伴
随消费群体年轻化，纯度略低
的金饰，由于可塑性强、能承载
更多更复杂的工艺，受欢迎程
度提升。对传统足金首饰需求
持续淡化的背后，是年轻一代
消费者希望依托黄金饰品表达
个性，这种趋势将引领金饰行
业的新走向。

另外一个变化体现在购买

渠道。尽管“触网”相对滞后，
但通过各大品牌的大规模投
入，最近两年我国通过电子商
务渠道进行的黄金珠宝首饰销
售持续活跃，不少像周女士这
样的年轻消费者已经接受甚至
习惯了在网上而非门店购买黄
金饰品。

业内普遍认为，新的消费
群体，不断变化的消费品位、消
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对中国黄
金饰品行业构成挑战，也带来
机遇。

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
而出，零售商和制造商正在应势
而动。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满足新需求，他们更注重产品
设计与工艺创新，着重培育“珍
如金”等高端品牌，时尚感突出
的产品受到了年轻消费族群的
欢迎，平均消费单价1500元至
3500元的小克重产品销售增长
明显。

传统上每年四季度是黄金
饰品的消费旺季，届时中国金饰
需求几年来持续下滑趋势能否
止住？

黄金行业的权威年度出版
物《全球黄金年鉴2017》预测，
今年将是中国黄金饰品市场的
探底之年。网易贵金属高级策
略分析师刘思源则更乐观些。
他认为，如果国内黄金饰品行业
能够加快转型，有效满足主要消
费群体的新需求，金饰市场可能
即将筑底回升。

据新华社电

消费群体趋于年轻化
中国金饰市场起“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