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首创！成都果然很“科幻”
“中国科幻研究院”在川大文新学院成立

2007年

回顾阿里上市之路

阿里巴巴集团曾将旗下
B2B业务在香港上市，共募
资116亿港元，为当时中国
互联网公司融资规模之最。

阿里巴巴宣布私有化并完
成港交所退市。

港交所宣布新订《上市规
则》，允许“同股不同权”公
司上市。新规则制定后引
发内地科技公司赴港上市
大潮，甚至出现一日八槌四
锣的壮举。

2012年

2013年

2018年

最大力度上市改革政策

根据改革最新规定，港交所对于
拟上市的新经济公司，要求上市市值
最低100亿港元，并有10亿年收入；
如果市值达400亿港元以上，则不设
收入限制；即便是已在美英上市的新
经济公司，达到要求后也可以在香港
挂牌。

此外，港股实行“同股不同权”变
革，投票权甚至最高相差10倍，这对
想拥有公司控制权、股权却被层层稀
释的创始人来说，具有很大诱惑力。

而与此同时，去年4月“资管新
规”出台，将原本相对平稳的一级市场
资金供求打破，“去产能，降杠杆”意味
着一级市场资金会越来越少，换言之企
业筹集到的资金也会越来越少，于是尽
快上市成为很多企业的战略方向。

资本市场的趋势永远是投资者决
策的砝码，在港交所推出利好政策之

时，很多企业选择了入驻港股市场。

几家欢喜几家忧

在港交所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很
多，如小米、美团点评、同程艺龙、平
安好医生以及映客等，时隔一年，几
家欢喜几家愁。

11月 21日晚，美团点评发布了
2019第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三季度
美团点评收入274.94亿元，创下单季
新高，美团市值达到5334亿港元，超
过京东与拼多多，成为阿里巴巴、腾
讯之后第三大中国互联网上市企
业。2018年 9月 20日，美团点评正
式挂牌港交所，开盘价72.9港元，截
至 11 月 22 日收盘，美团股价达到
98.05港元。

11月21日，“互联网第医疗第一
股”平安好医生急跌近12%后，于22
日反弹3%，截至22日收盘，报52.8港
元，总市值563.53亿港元。去年5月，

平安好医生挂牌，上市开盘股价57.3
港元。虽然时隔近一年股价无明显上
升，但受2B合作增加、政策利好、纳入
MSCI中国指数、消费医疗收入回暖
等有利因素影响，大和、中建投等国际
大行近日发公告，看多平安好医生未
来盈利。

2018年7月，小米在港交所挂牌
上市，开盘价16.6港元，较发行价下
跌2.35%。以开盘价计算，小米市值
超520亿美元。这是香港首只同股
不同权的公司。截至 11月 22日收
盘 ，报 8.39 港 元 每 股 ，总 市 值
2015.17亿港元。近一年时间，小米
多次发布回购公告，但因为业务营收
结构的不平衡，以及手机市场的激烈
竞争，影响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
心，股价持续走低，未来小米面临的
挑战比较艰巨。

同样在2018年7月，港交所上市
的还有“港股娱乐直播第一股”映客，

上市首日开盘价报4.32港元，市值一
度突破11亿港元。截至11月22日收
盘，映客股价报1.14港元，总市值只有
23.03亿港元。受制于毛利率下降，收
入结构单一等因素，从港股直播第一
股到“一元仙股”，映客市值断崖式下
跌，相比斗鱼和虎牙等的如鱼得水，映
客犹如涸辙之鲋。

港股市场有望在今年全球IPO
募资额方面领先

2018年，港交所迎来高光时刻，
IPO募资金额稳居世界前列，但今年
下半年以来，港股 IPO 市场陷入低
潮。7、8月仅有17只新股上市，较去
年同期减少六成。9月，百威亚太成功
上市，11月阿里巴巴重返港股，港股
IPO市场出现复苏。迎来了阿里巴巴
的港股市场，也有望在2019年全球
IPO募资额方面继续领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越熙

“得意”美团“失意”映客
那些扎堆港股上市的互联网企业

现在都怎样了
2018年4月30

日，港交所“25年来
最大的上市制度改
革”生效，掀起一阵
扎堆上市潮，据悉，
2018全年香港越有
180只新股上市，其
中不乏互联网企
业。距改革已经过
去了一年多，阿里
巴巴重回港股的消
息让人们将目光重
新聚焦港交所，那
些冲击港股IPO成
功的互联网企业,近
况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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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四川科技馆党委书记、馆长，四川省
科幻学会会长经戈，著名符号学家赵毅
衡，《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南方科技
大学教授吴岩，日本“中国科幻研究会”
会长林久之，欧洲科幻协会主席拉格洛
夫，以色利科幻大会秘书长卡什坦等来
自多个国家的科幻作家或科幻研究学
者、科幻教育学者、科幻编辑，相聚川大
望江校区文科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
时刻，并给予该研究院的成立高度评价
和祝贺。

川大文新学院院长、学者李怡教授
在成立仪式上致辞中提到，“这是我们四
川大学科幻研究学人的圆梦，也是包括
我本人在内同仁的圆梦。四川大学中国
科幻研究院当以务必开阔的视野为基
础，在各种可能的方向上努力推动中国
科幻文学与科幻文化的发展。”李怡首先
感谢四川省科协、《科幻世界》杂志社，

“没有他们的支持、鼓励，我们可能还不
会如此迅速地完成对中国科幻研究的学
科发展计划，也不会以地校合作的形式
实现我们的“评论科幻”的理想，今天，这
个愿望、这个理想在大家的见证下终于
实现了。”

李怡特别指出了这种合作的重要意
义，“提醒我们传统的学院派的理论研究
如何自觉地融入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社
会文化之中，如何与大众文化、国家产业
的发展实现最好的结合。将来，我们的
研究院也当与四川省科协、《科幻世界》
杂志社开展各方面的深度合作，为广大
的科幻读者提供交流、对话与实现分享
的平台。”

李怡提到，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
普及，科幻文学可以与科学展开各种对
话:可以是正面推进式的，也可以是自我
反思式的。“四川大学原本具有多学科的
发展基础，比如我们的文学人类学、多民
族神话研究，当代文化创意与产业研究，
这些都可以构成“大幻想”文化的组成部
分，最终共同打开科幻世界的窗口、大门
与道路。

学生和学界朋友熟悉李怡的角色，

是诗歌研究者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的研究者。但其实，李怡还是一位资深
幻迷。“在我心灵深处，一直都做着科幻
之梦。我的文学启蒙分为两个阶段，上
世纪70年代初的连环画和随后的科幻文
学。我本人有许多的工作时间放在中国
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当中，但是大量的自
由时间，花在对科幻影片的收藏和欣赏
上。”

在李怡看来，科幻类似一个精神原
乡的概念，“原乡，这个词被我们反复引
用。古代文化、古代诗词是中国人的精
神原乡。也有人说古希腊对“人”的认知
的冲动，构成我们精神的原乡。我今天
要说的是，其实人类的幻想世界构成我
们的原乡。科幻作家的作品、科幻研究
者的阐释，往往构成为了精神深处的迷
人的花园。幻想是我们普遍性的需要，
是精神的本能追求。这样理解，似乎“科
学”二字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涵盖这样的
精神现象。何况追根溯源，科学并不是

一个僵死的概念，不是既有知识的综合
和已经具有的定义和规范。鲁迅《科学
史教篇》探讨科学来源，提出一个惊人的
判断：科学来源于非科学，这是何等开阔
的视野！”

赵毅衡教授在现场发言，分析了科
幻小说的本质特征，科学与文学，幻想与
现实，“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联
系。科幻幻想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
写试错的东西，写一些不太可能的事
情。”

在成立仪式之后，科幻人士们举行
了论坛式交流。大家分享交流了“科幻
研究的起点和未来”“英语之外的科幻风
潮”“科幻人如何一起玩乐”“科幻小说的
中日出版交流”“有趣世界的边界”“中国
味儿的科幻”“年轻学人如何解剖科幻”
等多种有趣的话题。现场还播放来自世
界著名科幻女作家厄修拉·勒古恩的纪
录片《勒古恩的多重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当地时间11月 23日晚，中国拳
手、世界拳击协会（WBA）羽量级世界
拳王徐灿在美国加州获得裁判3：0的
一致判罚，击败了美国挑战者罗伯斯，
第二次赢得自己的世界拳王卫冕战，
成功捍卫了中国目前唯一一条世界拳
王金腰带。赛前，WBA本级别的超级
拳王圣克鲁兹已经升级到了130磅的
超羽量级，因此，徐灿成为了本级别的
WBA单独世界王者。

中美拳手互搏
强龙力压地头蛇

本次比赛也是中美两国拳手历史

上首次争夺世界拳王金腰带的直接对
战，对手罗伯斯是土生土长的加州人，
占有明显的主场优势。但“客场作战”
的徐灿仍顽强地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徐灿卫冕成功后，以两次成功卫
冕世界拳王的战绩，追平了中国首位
世界拳王熊朝忠保持的中国拳手卫冕
金腰带的次数纪录，并成为首位在美
国客场成功卫冕的中国拳手。

在当晚的另一场比赛中，超轻量
级中国拳手拜山波以一致判定战胜墨
西哥对手科拉尔。

回应IBF拳王
来一场统一战吧

再次成功卫冕后，有当地体育媒
体采访了徐灿，问他下一场最想打
谁？徐灿直接向IBF的现役羽量级世
界拳王、英国人乔什·威灵顿叫阵。徐
灿说：“乔什，我们来打一场吧，我回应
你。”

10月 12日，乔什·威灵顿TKO、
第3次卫冕自己的IBF羽量级世界拳
王金腰带后，曾在接受第一时间擂台
采访时，向徐灿发起了统一战邀约。
这一次，算是徐灿对乔什的一个正式
回应。而对这场比赛愿意在哪里打这
个问题，徐灿回答说：“我愿意在任何
地方打，我都可以。”

乔什·威灵顿今年29岁，在圣克
鲁兹升级后，这位外号“利兹勇士”的
英国人成为羽量级世界拳王综合积分
第一，拥有30战30胜7KO的不败战
绩，和徐灿一样是一名喜欢多拳进攻

的拳手。
如果这场统一战真的能够在明年

举行的话，无论获胜的是谁，都将成为
本级别的无争议王者和《拳台》拳王金
腰带拥有者。 综合央视等

2019年世界田联年度颁奖典礼23日在摩
纳哥举行，肯尼亚长跑名将基普乔格与美国
400米栏选手穆哈迈德分获年度最佳男、女运
动员称号，中国竞走高手刘虹拿到了破世界纪
录的“奖牌”。

尽管中国选手和教练没有获得奖项，但两位
新晋多哈世锦赛竞走冠军刘虹和梁瑞受邀参加颁
奖典礼。在典礼上，世界田联为本年度创造世界
纪录的运动员颁发纪念奖牌，刘虹凭借年初打破
50公里竞走世界纪录的战绩，登台领取“奖牌”。

最佳男子运动员称号再次由基普乔格获
得。这位长跑名将在今年10月份的一项实验
性挑战中以1小时59分40秒的成绩完成全程
马拉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两小时以内跑完
马拉松全程的人，突破了一项人类极限。他还
以2小时2分37秒的成绩获得伦敦马拉松赛
的冠军，并创下了该赛道的新纪录。

“我非常高兴创造了历史，我希望我的行动
能激励下一代人不断突破极限。”基普乔格说。

美国“90后”跨栏运动员达莉拉·穆哈迈德
荣膺世界田联2019年度最佳女运动员称号，
她今年两度打破女子400米栏世界纪录，首先
在美国锦标赛上创造了400米栏52秒20的世
界新纪录，随后她又在今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
上以52秒16的成绩打破了自己的纪录，创造
了新的世界纪录。

“今年很艰难，但今年的成绩确实令人惊
讶，我从来没想到今年会以这样的成绩结束。”
达莉拉说。乌克兰跳高运动员雅罗斯拉娃·玛
胡契克荣膺2019年女子运动员希望之星，18
岁的她今年打破了尘封近30年的世界青年跳
高纪录。埃塞俄比亚长跑运动员赛莱蒙·巴雷
加荣膺2019年男子运动员希望之星。

此外，有三名中国记者作品入围“年度摄
影奖”最佳，其中“田径大本营”的窦雨佳作品
入围十强。 据新华社

作为科幻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跨
洲际的文化以及幻迷交流是如今的大趋势。
11月24日，第五届中国（成都）科幻大会请来
日本、瑞典和韩国的嘉宾，讨论从欧洲到亚洲
的不同的科幻协会及大会模式的传承。

藤井太洋如今是一名科幻作家，她过去
是日本科幻协会的成员，曾去过赫尔辛基的
世界科幻大会，并带去了许多日本的幻迷、
企业和出版商，做了不少推介日本作品翻译
输出的工作。藤井太洋介绍，日本在2007
年举行了世界科幻大会，此后日本幻迷开始
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并开始与国外的幻迷交
流。此外，因为日本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悠
久，他们对幻迷社群和专业协会有所区分。

科莱特·福扎德表示，瑞典也有非常悠
久的科幻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筹办
了世界科幻大会。科莱特·福扎德是赫尔辛
基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席，也曾是华盛顿特区
世界科幻大会的副主席，在科幻大会的举办
方面有深厚的积累。福扎德说，瑞典有专业
的科幻协会，且担任过科幻大会的主宾国，
所以在欧洲他们有非常独特的经验。他们
的科幻协会会员采取支付会费的方式，以支
持科幻方面的事业，协会会员同时会参加欧
洲其他的科幻大会。

来自韩国的尹汝敬非常看好亚洲科幻
的发展，亚洲科幻协会最开始是从西方获取
经验，随着国际化交流的不断推进，亚洲的
科幻迷对科幻协会的反响很好。尹汝敬说，
在《流浪地球》之后，中国登上了世界科幻闪
亮的舞台，形成亚洲独有的科幻氛围。

虽然如今亚洲科幻正在崛起，在中国
APC科幻协会的杨素旻看来，还需更努力营
造更良好的科幻交流氛围。“国外让人羡慕
的是，有各个年龄段的幻迷，但国内幻迷大
多以学生为主，好像过了这个年龄就不再有
爱好了。”杨素旻说，喜欢科幻是一件一辈子
的事，希望30年后还能跟家人和朋友聚在这
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薛维睿

科幻大会让成都沉浸在“科幻”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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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第五届中国
（成都）国际科幻大
会的东风，成都这座
古老的城市继续沉
浸在“科幻”的氛围
中。11 月 24 日下
午，四川大学文新
学院“中国科幻研究
院”在川大宣布成
立。这也是目前国
内首家科幻研究院。

拳王归来 二次卫冕！
中国拳手徐灿战胜美国挑战者

蝉联世界田联年度最佳
基普乔格当之无愧

中国拳手徐灿（左）和美国拳手罗伯斯在比赛中。新华社发

中国拳手徐灿（前右）在比赛后庆
祝胜利。 新华社发

从幻迷交流到科幻协会
亚洲和欧洲有何不同？

阿里巴巴再次赴港寻求集
团整体上市，但当时港监所
未能解决同股不同权问题；
2014年，阿里巴巴纽交所
上市，募资250亿美元，成
为全球规模最大的IP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