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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5 月 17 号晚间，瑞幸咖啡在纳

斯达克成功上市。 其发行价为 17 美

元/股， 市值达到 42.5 亿美元，是

2019 年迄今在纳斯达克 IPO 融资

规模最大的亚洲公司。 瑞幸咖啡创

立至今不超过 18 个月。 瑞幸咖啡的

“光速奔跑”引发了外界关注，亏损、

烧钱、资本游戏......一系列质疑声出

现在瑞幸咖啡上市的讨论中。 瑞幸

咖啡上市首日迎来大涨， 记者采访

过程了解到， 从咖啡爱好者到投资

者， 大多数人表示认可瑞幸咖啡的

“快成长”模式。

瑞幸咖啡“光速”有理

瑞幸咖啡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首日，盘中最高涨幅一度超过 50%，

最终收盘报 20.38 美元， 较 IPO 发

行价 17 美元/股上涨 19.88％， 市值

约 47.4 亿美元。

富途控股金融及企业服务总裁

邬必伟在瑞幸咖啡上市首日接受媒

体采访时透露， 富途证券是瑞幸咖

啡唯一一家针对零售客户输出新股

认购的平台，在富途证券，所有参与

认购的投资者 100%中签，首日全都

获得了很高的回报， 邬必伟从资本

层面分析了导致瑞幸咖啡上涨的原

因：瑞幸咖啡是以 15 块～17 块之间，

最后以 17 块的上限定价，同时瑞幸

咖啡还扩大了发行规模， 既以上限

定价又扩大发行规模， 这说明市场

对瑞幸咖啡的追捧非常热。

资深互联网观察者、 雷科技负

责人罗超认为， 瑞幸咖啡业绩对得

起它所取得的成绩。 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瑞幸咖啡门店

数量已达 2370 家， 覆盖全国 28 个

城市， 其中快取店 2193 家， 占比

91.3%， 累计交易客户超过 1680 万

人。 2018 年瑞幸咖啡卖出约 9000 万

杯咖啡及其它产品。4 月星巴克中国

高级质量经理尼力在一个公开活动

上表示，星巴克在中国有 3800 多家

门店，遍及 140 余个城市，它取得这

一成绩用了近二十年时间。 瑞幸咖

啡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做到了星巴克

的三分之二。

此外， 瑞幸咖啡成了整个咖啡

行业的“鲶鱼”。 瑞幸咖啡采取独特

的新零售模式， 也就是门店跟互联

网紧密结合，包括获客、营销、订单

和会员，具体玩法不赘述。 一直宣称

不做外卖的星巴克在 2018 年 8 月

与饿了么合作推出“专星送”服务，

后又将这一服务复制到日本、 英国

和美国等 12 个国家，包括总部西雅

图。 从宣布推出外送业务到今天，星

巴克股价累积上涨 49%。 星巴克之

外，麦咖啡、COSTA、漫咖啡、太平洋

咖啡、ZOO 等传统咖啡品牌都已推

出外卖服务， 这些举措被业界认为

或多或少与瑞幸咖啡的出现有关。

业界：瑞幸咖啡上市没有“水份”

有质疑声音认为：“钱烧完了，

瑞幸将会举步维艰。 ”瑞幸咖啡用实

际行动回应了这一质疑： 瑞幸咖啡

在初期前两轮融资已经拿到 4 亿美

元现金，加上天使投资，手中应该握

有近 6 亿美元弹药。而在 IPO 前，瑞

幸咖啡又完成了 B+轮融资，获得星

巴克的第二大股东、 全球最大的投

资集团 BlackRock 的加持。 今年 B＋

轮融资后，瑞幸咖啡估值达 29 亿美

元， 这个估值水准已经是很适合去

上市的体量了。 ”面对大多数质疑，

愉悦资本创始合伙人刘二海对投资

界表示，“在这个市场里只有数据、

价值这些客观的、中性的指标，没有

所谓的快和慢。 ”

在投资瑞幸之前， 君联团队调

研了咖啡市场不同业态下的主要头

部公司，如速溶咖啡、即饮咖啡、线

下咖啡连锁、咖啡新零售业态、无人

咖啡机等。“综合考量，新零售领域

拥有适合 VC 布局的特点： 市场空

间大、强资本推动、技术驱动提高效

率、能形成马太效应。 ”君联资本董

事总经理邵振兴表示。

亏损是质疑瑞幸咖啡的主题。

招股书显示， 瑞幸咖啡 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 Q1 的亏损分别为，

5637 万元、16.19 亿元和 5.52 亿元。

瑞幸方面表示：“战略性预亏会呈长

期性。 ”瑞幸短期内不会将盈利作为

重点。 然而资料可见，很多互联网公

司上市都会巨额亏损， 比如刚上市

的 Uber，2018 年营收 11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43%，调整后 EBITDA

（税息

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亏损 18.5 亿美

元。Uber CEO Dara Khosrowshahi 多

次自比亚马逊，他表示 2019 年 Uber

亏损将达到顶峰，“就像亚马逊 IPO

时那样”。

从消费者角度看， 他们或许并

不知道成立不到 18 个月就上市的

瑞幸咖啡背后的商业逻辑。 广州美

食博主兼瑞幸咖啡忠实粉丝林欣欣

认为，瑞幸咖啡菜单越来越“强大”

了，“除了咖啡， 瑞幸的小鹿茶已经

逐渐成为‘网红茶’，还有各类午餐、

轻食， 瑞幸高性价比的出品在广州

白领群体中圈粉能力暴增。 ”

瑞幸：18个月“制好”的咖啡也可以“香浓”

A股走势宛如过山车， 但近两日军

工主题基金的日回报却频频“霸榜”前

十。 Wind数据显示，在市场全部的股票

型基金中，本周一日回报前十的基金清

一色为国防军工主题基金。 记者梳理发

现， 中证军工指数最新市盈率处于低

位， 最新市盈率位于历史估值百分位的

23.74％。 部分券商发出研报表示，军工板

块已进入中长期配置阶段。 不过，也有分

析人士提醒，军工板块的上涨偏短期。 短

期博弈有赚钱的机会但风险较大， 建议

能承担波动和风险的投资者关注。

军工主题基金表现亮眼

进入5月份，在A股主要指数相继下

跌的背景下，军工板块逆市飘红引起市

场的关注。 昨日， 中证军工指数收涨

1.7%，虽然相较沪指略有跑输，但拉长

时间看，近10个交易日中证军工涨幅为

5.67%，同期沪指下跌0.7%。 军工行业的

漂亮走势，也带动相关主题基金净值出

现上涨。 Wind数据显示，近两日股票型

基金日回报前十几乎由军工主题基金

承包。如广发中证军工ETF、国泰中证军

工ETF、 融通中证军工等基金的日回报

均在2%以上。

不过，在这轮上涨之前，军工板块

已经低迷3年， 表现一直偏弱于同期大

盘。 记者梳理发现，自2015年冲上高点

之后， 军工板块整体趋势均为向下。

2018年年初， 军工板块经历了持续2个

月的反弹，但其后板块经历了一轮显著

的回调，2018年全年板块整体跌幅更是

超27％。今年年初以来，板块在月初再度

显现上攻走势。 截至昨日，年内中证军

工指数指数累计了21.97%的涨幅。

国盛证券研报表示，年内军工板块

几乎是2016年~2018年军工蛰伏以来的

最佳表现。 今年一季度军工行业预收高

企，现金流改善明显，看好航空航天等

板块全年业绩表现。 另外，浙商证券和

国信证券也发表研报表示，军工行业进

入了中长期配置阶段。 国信证券则表

示，坚持对长期趋势的看好。

指数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Wind数据显示， 剔除分级基金后，

目前市场上共有14只被动指数型国防

军工基金（

不包括

ETF

联接基金

），总规

模为77.48亿份， 较年初增长了32.86亿

份。 从跟踪指数看，14只被动指数型国

防军工基金同质化程度较高。 被跟踪数

量最多的指数为中证军工指数，跟踪该

指数的基金共10只。 此外，跟踪国证军

工、空天一体的基金各有2只 。

目前， 上述3只指数估值均处于较

低的点位。 以中证军工指数为例，当前

指数的滚动市盈率为63.18倍，处于历史

估值百分位的23.74％， 接近2014年上半

年的水平。 而从年化收益看，最近10年

中证军工指数的算术平均年化收益率

达到11.84％， 最近5年的算数平均年化

收益为13.04％。

对于被动指数型基金，判断基金的

好坏，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跟踪误

差。 就跟踪误差看，规模最大的国泰中

证军工ETF近一年的跟踪误差最小，仅

为0.0523。但由于板块持续低迷，该基金

净值增长虽然没有跑赢沪深300， 但长

期都跑赢业绩基准。 年初至今，国泰中

证军工ETF回报达到20.59%

对指数基金来说， 样本股越多，指

数的波动率相对会更低，业绩相对会更

为稳定。 目前军工主题基金跟踪的三个

指数的成分股均较少。 中证军工指数、

国证军工、空天一体对应的成分股数量

分别为33只、50只和25只。

注意短期博弈风险大

截至目前， 市场上共有6只主动管

理型军工行业基金，总管理规模为64.32

亿元。 年内军工板块反弹以来，上述6只

基金平均取得17.71%的收益。 其中长信

国防军工年内的收益率高达21.10%，居

于主动管理型基金首位。 一季报显示，

长信国防军工前十大重仓股中，7只属

于国防军工行业，包括近期走势强劲的

钢研高纳、亚光科技等涨幅明显的军工

股。 基金经理宋海岸是一位年轻的基金

经理，投资经理年限仅有1.27年。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严雄提

醒，军工题材近期上涨是有预期，类似

于主题炒作，行情偏短期。 短期博弈可

能会赚钱，但风险较大。 风险偏好比较

高投资者，愿意去博弈，也需要承担相

应的波动和风险。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瑞 幸 咖 啡

在纳 斯 达 克 上

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