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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经济低迷时期
伴随着政府的最强音——

“投资”不同，这一次，伴随
着严峻的经济形势，是政府
高调地喊创新、创业。

3月23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
见》），力挺创业投资、科技
创新、草根创业。

将创新与创业提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意见》中
称，“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
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
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
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将

“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
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

会创新活力和创新潜能”。
由于环境、人口、资源

等要素制约，靠投资拉动经
济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已经
走到了尽头。

而国民对于创新、创
业、转型的渴望已经达到了
极致，这从 BAT 三巨头登
顶财富榜可以看出来，从去
年年底，一只“马桶盖”风靡
微信朋友圈并有记者在两
会上以此向总理提问也可
以看出来。

这一次，国务院的文
件，是最高层与民意的完美
互动。

而这种来自庙堂和民
间的双重渴望，早在躁动的

“新三板”上就开始体现。

或许是受刺激于最具
活力的 BAT 巨头，上市地
均未选择中国，一纸“连续
盈利三年”的门槛，足让将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星”远
走海外。职能部门几乎是
以决然的态度在推进“新三
板”。

挂牌不再设立“盈利”
和“净资产”门槛，监管层不
再认为审核企业质量的好
坏，交给投资者和市场来判
断，让“黑马”不再被“盈利
门槛”错杀成为现实。

做市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流动性问题，而连续竞
价反复被管理层提出，今年
推出是大概率事件。

总之，在“鼓励创新、鼓

励创业”的大背景下，作为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三板，甚至“四
板”，甚至股权众筹，都被允
许先行先试，一切技术上的
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

这在《意见》中被表述
为，“要加快创业板市场改
革，强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融资、并购、交易
等功能，规范发展服务小微
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加
强不同层次资本市场的有
机联系”。

这几乎是时代的最强
音。

从上世纪的经验来看，
每一次政府的转向，都会带
来时代的企业。

比如说，上世纪的“84
级毕业生”和“92 派”，比如
说海尔和万科，伟大的企业
必然孕育于伟大的时代。

而在今天，当政府竭力
去除企业的一切束缚，当政
府努力为中小微企业打通
金融通道，当政府将“创
业”、“创新”当成时代最强
音，一批伟大的企业已经在
萌芽。

可以想见，未来十年，
必然有苹果之类的企业在
中国涌现，而不仅仅是富士
康！

或许，这，才是资本市
场逆经济形势走强的深层
次原因！

中国国内奢侈品价格
远超国外早已是不争的事
实，而近期一向价格坚挺的
奢侈品品牌香奈儿，却在中
国刮起了降价潮。

3月17日，香奈儿集团
针对中国市场降价20%，同
时针对欧洲市场大幅提价
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发
市场震动。尽管面对奢侈
品的降价，许多消费者吐槽

“土豪的世界我不懂”，但国
内原价四五万元的高端包
直降一万元，还是引来众多
买家围观，一些经典香奈儿
款式皮包在上海、北京的专

柜几天内就被疯抢一空。
此次降价，无疑是香奈

儿以退为进做的一个大广
告。根据该企业财报，2013
年香奈儿全球销售为 66.1
亿 美 元 ，2014 年 时 降 至
40.85 亿 美 元 ，降 幅 接 近
40%，这其中中国市场的销
售滑坡占据了重要因素。
同时此前，迪奥等同类奢侈
品牌也已针对非经典款展
开15%的大幅降价，香奈儿
只有破釜沉舟放下身段才
能真正释放中国消费需求。

让奢侈品品牌集团放
开高价门槛的，还有中国屡

禁不止的高仿假货。
鉴于国内外奢侈品价

格的巨大差距，不少中国消
费 者 将 目 光 投 向 海 淘 代
购。但已有媒体报道，代购
奢侈品中假货比例可高达
50%以上，这无疑严重冲击
了品牌的销售市场。

对此，香奈儿官方在宣
布降价策略的原因时也明
确表示，尽管欧洲香奈儿品
牌门店实施严格出售限额，
但欧元近期走低使得海淘
和代购市场在此情况下依
然交易大增，当中真假货混
杂难辨，香奈儿希望明确与

这种交易划清界限。的确，
在中国市场与国外价差如
此之大的当下，唯一可以打
击代购的唯有中国降价，弥
合价差形成的不良市场。

对于奢侈品品牌来说，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这几
年，中国消费者已经成为最
有实力的买方群体。仅过
去一年中国人就买走了近
4000亿人民币的奢侈品，但
其 中 近 70% 都 发 生 在 海
外。无疑，中国市场是当下
奢侈品品牌争相抢占的热
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
些国际大牌的价格也越来

越透明。持续高企的中国
奢侈品价格，并不利于品牌
开拓这块沃土。这也是此
次香奈儿大刀阔斧消弭价
差的原因所在。

总之，香奈儿这招以退
为进的降价风波是要大力
进军中国市场的前奏曲，此
后也不免有其他品牌陆续
跟风而行。不过，奢侈品的
排他性一直是在中国受关
注和欢迎的原因，逐步平价
了的“高端货”，不知是否还
会依然受宠。

奢侈品抢占中国市场的“进退术”

期待创业土壤与创业者同步升级

高速增长的银行业利
润，正在进入“新常态”。

3月24日，农行在香港
发布2014年年报，中国农业
银 行 2014 年 实 现 净 利 润
1795.1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相比 2013 年 14.5%的
净利润增速，下调幅度明
显。

虽然其他大行的相关
数据还没有发布，但有消息
称，工行、中行将 2015 年的
净利润增速目标定为负，建
行的目标为1%。

除了四大行，其他商业
银行情势同样意味着新常
态的到来。3 月 21 日中信

银行的2014年年报发布，去
年实现归属股东的净利润
406.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7%。而在 2013 年，中信
银 行 的 净 利 增 速 为
26.24%。再看传统上大家
认为商业银行的优秀生招
商银行，去年招行净利润为
559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8.06%，增速回落 6.23%，这
在招行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相关数据的变化，折射
国内银行业的利润高速增
长年代已经结束，正在进入
新拐点。

过去N年，大多银行无
论经营能力如何，无论是资

本的实力如何，无论是其机
构的人力资本如何，都能够
获得可观的利润，都能够迅
速的发展，都能够现实银行
利润快速增长及信贷规模
的过度扩张。但是，从2013
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市场环
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
银行业的发展开始发生变
化。

其实从小切口来看，银
行业受到的影响，我们身边
最明显的因素是互联网金
融的崛起。此外，利率市场
化改革已经正在加速推进，
它对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
的银行业来说将是一次前

所未有的挑战。不同银行
推出的差别化利率，显示以
往银行业坐吃利差的时代，
正在改变。更为重要的是
银行面临着国内房地产市
场这种调整之大势，倒逼其
改变现有经营模式。

在新常态时期，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面前，如果哪家
银行不能够在产品、服务、
营销、管理及风险定价方面
的能力全面提升与创新，那
么这家银行就可能面对着
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而存
款保险制度的推出，也意味
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
国内经营不好的银行随时

都面临着破产之风险。
各大银行也正在空前

发力，力求适应新常态发
展。比如，3 月 23 日，工行
正 式 发 布 互 联 网 金 融
品 牌“e-ICBC”，成为国内
第一家发布互联网金融品
牌的商业银行，这也标志着
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全面
加快互联网金融战略的实
施。未来，消费者将在工行
网上、移动终端上实现买
房、买车、投资、贷款、缴费
等。其实，新常态之下，对
当前的国内银行业而言，未
尝不是好事。

利润调整折射银行业步入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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