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士康闪电过会，A股IPO风向变了？
从递交IPO申报材料到过会，仅用了36天 证监会开始青睐“独角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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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格在
去年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他将
《钢铁侠》电影中的人工智能管家“贾
维斯”变成了现实。

他家的贾维斯会根据他的语音
来开门、调室温、做早餐、逗女儿，还
可以通过摄像头来辨别访客，并在确
认身份后自动开门放行。

扎克伯格的父母无需钥匙就可以打
开他家的门

尽管已经非常牛， 但扎克伯格
仍然坦言：贾维斯的功能还“非常简
单”。

不过，不用急着羡慕，除了房屋
面积这一条以外， 扎克伯格所享有
的智能之家， 我们每个人都将能够
拥有。

为什么科技巨头都看好智能家
居行业？

之所以有上面的判断，并非仅仅
因为扎克伯格做出了一款“标杆产
品”， 还肇因于近两年内科技巨头们
的努力。

先来看看大洋彼岸的情况。
△总裁已经用上智能管家的

Facebook 自不必提，其他几家巨头
也都渐次加入战局：

△2014 年 11 月， 亚马逊推出
了智能音箱 echo， 搭载了虚拟助手
Alexa，至今销量已逼近千万台。

△2015 年 5 月 ， 苹 果 的
HomeKit智能家居平台发布了首批
智能设备。

△2016年， 谷歌也推出了智能
音箱 GoogleHome， 内置虚拟助手
Google� Assitant。

GoogleHome 能帮身在厨房的家
长叫醒卧室的孩子

而中国的顶尖企业也不落下风：

△百度的大动作是建立了
DuerOS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展现了
相当的野心， 还推出了智能音箱
raven� H。

△阿里的智能音箱天猫精灵
X1 也在去年面市，成为国内第一款
出货量达百万级的智能音箱产品。

△小米则是布局最深的那个，
在其生态链品牌米家旗下， 已经有
三十多家公司， 推出了数十款不同
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 其中，凭借净
水器产品而走红的云米， 已经开始
布局全屋互联网智能家电， 生产了
包含冰箱、烟灶、热水器等 50 多款
式产品。

这些智能家电仅仅是众多产品中的
一部分

美国的模式是从人工智能管家
来切入，你可以把各大巨头的智能助
手都看作是幼年的贾维斯———还不
够强大，但潜力无穷；而中国的模式
则是谋求一站式的整体解决方案，所
以我们会看到不只互联网企业，连海
尔等电器企业也在发力这一领域。

不论这两种思路有何区别，打造
“万物互联”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因为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一领域的巨大
前景。 根据德国研究机构 GFK的预
估，2018年，仅中国的智能家居的市
场就高达 1800亿人民币。

这已经是一个肉眼可见的风
口了。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是中国？
其实早在 1994 年， 凯文·凯利

就已经在他的著作《失控》中，预言了
万物互联的到来；1997 年，盖茨就已
经有了建设智能之家的计划。但为什
么到 20年后，才初具雏形呢？

背后的原因有二：
一是科技的进步。 经过 20年的

努力和沉淀，人工智能、云技术、深度
学习等科技的成熟和崛起，为智能家
居领域提供了爆发式增长的可能。

智能家居的相关技术迎来了发
展的高峰期。

二是互联网的革新红利逐渐耗
尽。 能被赶到互联网上的，都已经被
赶到互联网上了， 流量成本急剧提
升，互联网巨头们因此纷纷将目光瞄
准线下和实体。

在这种双重刺激下，智能家居市
场理所当然地迎来了爆发。

而且，虽然扎克伯格的豪宅和亚
马逊的 echo 音箱都赚足了眼球，但
未来在这一领域主导的，却很有可能
是中国，而非美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制造
国， 也有世界顶尖的互联网企业，形
成了完整的智能家居产业链。 同时，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
的科研水平也是世界顶尖，美国并没
有绝对优势。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拥有最广
阔的潜在市场。

据房天下的不完全统计 ，在
2017 年， 中国二手房成交量超过 5
万套的城市就有 10 多个，新房的成
交量也同样巨大。即使以 1%的装修
率来计算， 这都是一个异常庞大的
市场。

买房潮必然会助推装修潮的到来
预想一下，当我们的互联网企

业、家电企业、新兴智能家居企业，
拿出一整套装修方案供这些家庭
选择时，你猜他们会不会想要拥有
一位自己的贾维斯？

风口来了，中国企业要怎么才能
抓住？

大家都会想要拥有自己的贾维
斯，但没人想要一个有问题的贾维斯。

风口虽然来了，也得抓得住才行。
中国企业想要引领“智能家电”，

就必须把产品的价格降下来，并且让
产品易学好用， 产品的门槛降低了，
才便于推广； 更要抓紧用户的痛点，
提供 3倍于传统家电的优秀体验，用
口碑形成市场潮流。

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全屋互联。
真正的智能家居生活并不只是

音箱、空调、冰箱和几盏灯的智能，而
应该是全场景的互联互通。

在即将举行的 2018AWE（家电
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小米生态链
企业之一的云米就会为我们做一次
生动的诠释，它们正在为“全屋互联”
做着超前的布局：

如果你在厨房做饭， 云米的 21
英寸超大屏幕智能冰箱会播放音乐。
你还可以通过冰箱的屏幕，设置净水
器的水温，调节空调的温度，查看卧
室婴儿的状况。在云米所打造的全屋
互联场景里： 冰箱不仅仅是一个电
器，它可以是家庭的控制中心、信息
中心、娱乐中心。 云米通过打造一个

“互联网厨房”，给生活带来了颠覆式
的体验。

除了做到全屋互联， 单独看云
米的每一款产品也都足够优秀。 云
米蒸烤一体机能自动扫描食材上的
产品条码， 迅速提供对应的烹饪程
序，一键即可烹饪；云米 AI 油烟机
EyeBot 能智能识别油烟大小，并自
动调节风力。

再加上智能灯、智能门锁等配套
家居，云米提供了一个“全屋智能家
居”的生活方式。 在这样的家居环境
里，你所有的需求、消费、体验都可以
得到满足，而产品的性价比又相当出
众———大多数家庭都可以拥有。

扎克伯格让美国拥有了世界第
一位贾维斯。 但现在，更贴近主力市
场的中国企业， 完全有机会后来居
上，让我们自己的贾维斯走入每一个
家庭，彻底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

现在缺的， 只是信心和一点时
间， 但这样的未来， 绝对值得我们
期待。

为什么智能家居的发展更有可能靠中国？

概念股异动，清一色科技公司链接

3月8日，富士康概念股整体上涨了
1.54%，其中湘股奥士康已经是连续两个
涨停板，此外，胜宏科技涨幅超过了5%。

近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多家
公司曾表示与富士康有合作。其中，王
子新材、胜宏科技称，富士康为公司第
一大客户；意华股份、光莆股份、安洁

科技、精测电子、科锐国际等公司称富
士康是公司客户； 兆驰股份、 超华科
技、深南电路、锡业股份、奥士康、瀛通
通讯等公司称与富士康存在业务往
来。此外，怡亚通称旗下部分合资公司
有与富士康合作；江粉磁材称，富士康
是公司子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

3月8日，证监会发审委审核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富士康”）首发申请，下
午，富士康首发申请获得通过。

从富士康递交IPO申报材料到过会，仅仅用
了36天，创造了A股市场IPO的新速度！如果一
切顺利，富士康有望3月下旬登陆A股市场。

曾被称为“全球最大代工厂”的富士康，正在
撕掉“代工”标签转型工业互联网，有望成为A股
市值最高的科技股龙头。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下这
家巨无霸公司的“三宗最”。

■记者 黄文成

资料显示， 截至2017年12月31
日，富士康共有员工269049人，其中
30岁以下的员工人数达160499人，占
比59.65%。而在富士康最新的股东名
单中，有33位股东，持股总数为177.26
亿股，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中坚公
司持股72.93亿股，占比41.14%。

2011年7月29日，富士康科技集

团总裁郭台铭表示，未来3年内将新
增100万台机器人取代人工劳动力，
届时富士康的生产效率将大幅提
高。

郭台铭说， 富士康的员工总人数
已经接近120万人， 其中大陆员工超
过100万人，仅深圳就超过40万，因此
富士康将加快转型步伐。

2月 1日上报 IPO材
料，2月9日同时披露招股
说明书和反馈意见，2月22
日招股书预披露更新，3月
8日上发审会， 并成功通
过， 全程仅仅用了36天的
时间。 如此高效率的IPO，
在A股极为罕见。

2016年高争民爆10
个月21天拿到上市批文，
已经让市场惊讶不已。与
大多数企业IPO排队两三
年不同， 高争民爆在不到
11个月内便闪电过会并拿
到发行批文， 这背后主要
受益于去年9月份证监会

发布的IPO扶贫政策。
市场普遍认为， 富士

康能够得以“光速”上市，
也可能走了绿色通道。

早前有消息称， 证监
会将对生物科技、云计算、
人工智能、 高端制造这四
大新经济领域的拟上市企
业中， 市值达到一定规模
的“独角兽”企业，放宽审
批时间和盈利标准，走“即
报即审”的特殊通道。成立
于2015年3月6日的富士康
股份不仅符合这一标准，其
成立未满三年的门槛也获
得了有关部门的特批。

富士康由富士康科技集团
拆分而来。招股说明书显示，富
士康2017年营业收入3545亿
元， 比腾讯2016年收入的2倍
还多，参照2016年年报，如在A
股排名， 可排第14位；2017年
归母净利润158.6亿元， 参照
2016年年报，如在A股排名，可
排第27位。

一位基金经理表示， 考虑
富士康发展成熟， 保守估值给
15倍市盈率； 考虑富士康在A
股的稀缺性， 估值市盈率达30
倍左右。 所以富士康如果A股
成功IPO，市值或达3000亿元~�
5000亿元。

目前国内市值最大的科技
公司是海康威视， 截至3月8日
收盘总市值为3918亿元，紧随
其后的是360借壳上市的江南
嘉捷， 其目前市值为3336亿
元， 最高峰时达到了4498亿
元。

据招股说明书显示，2015
年-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
为，2728亿元 、2727.13亿元 、
3545.4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43.50 亿 元 、
143.66亿元、158.68亿元。

最快过会公司
IPO排队仅耗时36天

A股最高市值科技公司
市值或达5000亿

最多员工的公司 富士康员工峰值人数为120万

富士康概念股异动，湘股奥士康连续两天涨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