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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实力和名次排队格局，迫使传统强队如山东鲁能、北京国安

和上海申花等产生忧患意识，采取应对措施，进而促进联赛水平提高。

要突破中国足球伪职业化的体制，中国足球需要恒大这种强权的进入。但业界人士担

心，这种强权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垄断和不公平。

见习记者 曾会生 /文
本报记者 李志豹 /文

在众人关注之外，在线外贸电子商务平台的争夺战悄然
上演。

近日，京东商城宣布终止和阿里巴巴支付宝的合作关系，
原因是支付宝相对高昂的中间费用。而一年前，阿里巴巴旗下
小单在线外贸平台———“全球速卖通”的低调开业，却不为人
知。该业务以提成作为收入，并收取不高于成交价 5%的费用。
一年多的时间里，全球速卖通迅速发展，年交易额已达 30亿
元。

而另一个同类型外贸平台敦煌网，也在启动敦煌一站通
全国巡展活动，意在狙击阿里巴巴的竞争势头。这是一个更加
低调的 B2B巨头，拥有 97万国内供应商以及 400万海外采购
商。2010年，敦煌网的交易额为 60亿元人民币，比 2009年的
25亿元增长了 140%。
“从目前最具实力的两家平台敦煌网、全球速卖通来看，

未来的竞争会集中在这两家。”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
张周平告诉本报记者。

争“老大”

敦煌网于 2004年在国内最早成立了在线外贸平台，然
而，在线外贸平台的快速崛起却是在 5年之后。
“在敦煌网成立初期，B2B在线外贸是很困难的。”敦煌网

创始人兼 CEO王树彤坦言，尤其是对于敦煌网首创的交易平
台的概念，并不是所有投资者、用户都认可。在坚守了 5年后，
王树彤终于等来了在线外贸的大爆发。

记者了解到，米兰网、兰亭集势等一批在线外贸平台在
2008年、2009年不断涌现。即便是 B2B大佬阿里巴巴，也是在
2009年下半年才开始推出全球速卖通这一在线外贸平台。

虽然是后来者，但是速卖通的增长速度惊人。阿里巴巴首
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陆兆禧 5月 12日对外称，全球速卖通在
一季度成长迅速，高于年初预期。

阿里巴巴并没有披露全球速卖通的交易额，但表示其在
半年内翻了一倍。“我们估计全球速卖通去年的交易额在 30
亿元左右。”亿邦动力网赵楠告诉本报记者，对全球速卖通而
言，2009年下半年是净投入时期，2010年是做流量的一年，而
今年才真正开始做交易额。
“在 2009年之前，我们已经有了 5年的积累，后来者的壁

垒还是显而易见的。”王树彤认为，最早涉足在线外贸的敦煌
网已经有了先发优势。艾瑞数据显示，在 2011年一季度中国
B2B电子商务运营商营收份额中，敦煌网市场份额增长显著，
达到 3.4%。
“目前行业整体处于增长态势，敦煌网在若干竞争者中仍

然处于领先地位。”亿邦动力网研究分析认为，其领先地位正
受到全球速卖通的挑战，而全球速卖通的增长速度相对更高，
按目前的发展速度，超越敦煌网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小额外贸 B2B平台，亿邦动力网认为这一领域将呈
寡头垄断态势，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竞争者将占据整个行业绝
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其它竞争者将被迫退出竞争。

在线外贸电子商务企业中，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敦煌网、全
球速卖通、dealxetreme、兰亭集势。

王树彤认为，这是一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谁能够创新、
谁能够真正解决用户的问题，谁就是第一把交椅上的人。
“2012年底会有比较清晰的格局。”在赵楠看来，在国外

买家端树立品牌与树立在线外贸行业标准将直接决定谁能在
未来竞争中最后胜出。

在谈到面临的竞争时，王树彤表示，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自
己，而不是别人。“互联网行业是最典型的，从来没有直接的竞
争对手能够战胜对方，而是一种突破性的服务、技术，能够满
足客户新的需求，正如 Facebook对 Google一样。”王树彤说。

值得注意的是，专注于服装行业小额批发贸易的米兰网
增速也较快。赵楠认为，垂直类在线外贸平台未来将会对综合
类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

筑壁垒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以及人力成本的上涨，使得
本就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以及贸易商难以应付。不仅如此，广
交会这种原本可以带来大量订单的展会已经逐渐失去作用，
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倾向下小单。在王树彤看来，展会这种
频率小、只有依靠大单才能体现价值的形式已经不适合现在
的 B2B外贸了。

而外贸转内贸也未必是坦途。对于中小供货商和贸易商
来说，国内的需求萎缩将长期存在，价格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但好消息是，中国依然是全球的生产基地，这里有最物美
价廉的货源。这些货源需要走向世界，而世界也需要这样的货
源。而在线外贸平台给这些货源提供了一个渠道，搭建了买卖
双方沟通、交易的桥梁。

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小额外贸电子商务的市场普及率还
不足 1%，市场空间潜力巨大。根据中国 TMT国际商会的预
测，未来的小额外贸市场仍至少保持 2位数的增长。
“小额外贸发展速度很快，也是未来的趋势，但其仍面临

知识产权、政策风险及支付问题等核心瓶颈。”张周平提醒说，
现在的小额外贸 B2B平台的审核相对宽松，很容易成为假货
的集散地。

事实确是如此。在线外贸平台的特性决定了其对卖家的
控制能力不强，这导致平台上很容易出现假货、高仿商品等侵
犯知识产权的产品。

此外，无论是敦煌网还是全球速卖通，其主流的支付工具
都是 PayPal，但是 PayPal的费率较高，这就大大拉低了平台的
利润率。
“对于大多数 B2B企业，在核心业务尚未巩固的情况下，

受法律瓶颈、生长空间的制约，要谨慎进入在线外贸行业。”张
周平建议说。

目前的小额外贸 B2B行业正是处于这么一个不成熟的高
速发展期，整个产业链条中的环节较多，比如物流、支付、其它
行业第三方服务商等等，这些环节都还不够成熟。

亿邦动力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行业龙头企业而
言，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整合产业链，一步一步地重型化，并建
立壁垒。

全球速卖通在这方面的动作最为明显。在产业链的下游，
其分别收购了美国大型分销平台 Vendio、在线软件工具和服
务商 Auctiva。而在产业链的上游，其于去年底收购了为中国
出口型企业提供出口报关、物流、兑汇和交易融资等服务的一
达通。在支付方面，阿里巴巴一方面发展自有的支付工具，另
一方面也与 PayPal合作。

敦煌网构筑壁垒的办法是通过不断地创新满足市场需
求。王树彤对本报记者表示，“敦煌网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
我们要不断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创新。如果能够不断创新，
根据需求发展服务，根据市场创造需求，就不会畏惧任何竞
争。”

两年前，谁都没有想到会在中国体
育行业里见到“恒大”这个字眼，但现
在，“恒大”已经成为今年中国体育界最
火的词汇，恒大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众
人和媒体的眼球。

2011年中超新赛季尚未开始，球迷
们就在揣测，谁会成为中超联赛新一届
的冠军。网友们的热议几乎集中在了广
州恒大足球俱乐部身上。而关于“谁是
中超联赛真正的豪门”的议论也一直未
消停。

如今，中超联赛战火正酣，新赛季
已经进行了7轮。5月15日，广州恒大战
胜河南建业，以5胜2平0负，积17分暂时
雄踞中超联赛积分榜首。

广州恒大地产集团杀进体育行业，
因为其高调“砸钱”和取得的成绩，一直
吸引着国人的关注。最近，“恒大模式”
成为体育爱好者和业界所探讨的热点。

恒大集团由地产界进入体育行业，
引起了业界人士、专家和足球迷的诸多
质疑。恒大模式是否可持续？钱能否砸
出豪门球队？烧钱能否挽救中国足球？
这一系列问题考验着年轻的恒大。

逆市而动

1996年，许家印带着收下的七八
个工人创办了恒大实业集团公司，到
2009年11月恒大地产集团公司在香港
上市，许家印已经以身价422亿元成为
国内首富。在地产界赚得盆满钵满后，
许家印瞄上了体育。

其实，恒大并不是地产公司入主足
球搞体育的肇始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就有大连万达房地产公司、河南建业房
地产开发公司和杭州绿城房地产开发
公司进军各自所在地足球俱乐部。而万
达集团则在2000年撤出了大连足球俱
乐部。

在恒大进军足球业之前，中国的足
坛扫赌球、打黑哨、打假球和反贪腐风
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足球的前
景一片黯然。业内人士称，中国的足坛
已经成为一个大染缸，球员踢假球，裁
判吹黑哨，足协高官贪污腐败。

广州足球俱乐部也没有幸免。由于
在2009年底中国足坛反赌风暴中被揭
发在2006赛季先后两次参与打假球，
2010年2月底广州足球俱乐部受到中国
足协的处罚，被降级到2010年甲级联
赛。

在一个最坏的时机，恒大入主广州
足球俱乐部显得有些逆市而动。业界人
士认为，许家印意在通过体育营销地
产。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对此毫
不避讳，在2010年的业绩发布会上表
示，“恒大投资排球、足球，其实这是公
司品牌的宣传手段。恒大在全国的品牌
形象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对整体的销
售是有利的。”

恒大模式

恒大进入体育界的调子很高，并引
起了球迷、同行、评论人士乃至足协高
层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记者在网上搜索
“恒大模式”，显示结果达到206万多条。

有人形容“恒大模式”就是底气十
足的砸钱模式，大资金、高投入，通过引
进名气大、实力强的国字号级别的本土
球员和外籍球员，聘请著名教练，组建
实力超群的阵容，快速出成绩，追求轰
动效应。

2009年，恒大地产集团出资2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恒大排球俱乐部，这是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真正的职业排球
俱乐部。投入的金额数几乎等于目前女
排甲A联赛所有球队的运营和冠名费
用的总和。签下中国女排史上的传奇人
物郎平，出任主教练；同时重金引进了
冯坤、杨昊、周苏红等黄金一代的名将。

在足球上，恒大也是大手笔。恒大
接管了广州足球俱乐部，聘请韩国名帅
李章洙，还同时引进了郑智、穆里奇等
强力外内援。新赛季，恒大一口气签下
张琳 、冯潇霆、姜宁、杨君、杨昊这5名
大牌内援，据称总身价3000多万元人民
币。

在外援引进上，先后有穆里奇、克
莱奥和赵源熙。穆里奇的转会费为350
万美元，而克莱奥的身价则达到了320
万欧元。光引进内外援，恒大俱乐部就
花了近3亿元。而恒大新赛季5亿元的预
算，则相当于半个中超联赛的投入总
和。

不管是排球联赛、羽毛球联赛还是
中超联赛，都刮起了“恒大模式”的旋
风。评论人士说，中国排球需要恒大模
式。也有媒体夸赞，恒大模式激活了中
国职业排球。

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韦迪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只要是符合中国足协
章程以内的动作，就应该给予肯定。“有
很多人说恒大的做法严重扰乱了中国
职业联赛的市场秩序，我不太认同这种
说法，职业足球确实需要增大投入才能
有大的改变。”

韦迪说，无疑，恒大模式目前是独
此一家，相信短时间内还很难有其他俱
乐部可以模仿，值得作为中国职业足球

的一种尝试。
高额奖金是许家印激励球队和球

员的一大利器。中超联赛新赛季，许家
印推出了“513”的奖励方案，只要赢一
场球球队可以获得500万元的奖金，打
平则可以得到100万元的奖励，如果踢
输一场球则要扣球队300万元。今年“五
一”节，恒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们收到
了一份大礼，1700万元的巨额奖金已经
打到他们的银行卡里，以奖励他们在
2011赛季前五轮3胜2平的战绩。
“恒大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实力和

名次排队格局，迫使传统强队如山东鲁
能、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等产生忧患意
识，采取应对措施，进而促进联赛水平
提高。恒大俱乐部凭借雄厚的财力买下
一批大牌球员，对传统的球员转会和球
员管理模式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迫使
其他俱乐部想办法吸引和留住优秀球
员。

体育帝国

恒大集团在入主排球和足球之后，
又买下了广州羽毛球俱乐部。有人曾开
玩笑说，恒大应该建立自己的足排羽乒
网俱乐部，现在这个玩笑正在逐渐成为

现实。去年底曾传出恒大要购买篮球俱
乐部的消息。

恒大在体育界的大手笔，创下了令
人惊讶的成绩。2009年广州排球俱乐部
只是一支甲B球队，但是一个赛季下来，
广州女排凭借12连胜夺冠，冲进甲A联
赛。同样，恒大足球俱乐部成立时，是一
支被降级到甲级联赛的球队，但是打完
一个赛季，恒大足球俱乐部获得冠军，
晋升为中超劲旅，并成为2011赛季夺冠
的最大热门。

恒大的体育之旅其实比这些更早。
记者了解到，恒大集团曾相继协办了
2004年广州国际龙舟赛、广州横渡珠江
活动，赞助男子乒乓球世界巡回赛。
2005年，恒大独家冠名“2005年女子乒
乓球世界杯”赛，2008年，恒大出资2000
万元冠名第49届乒乓球世锦赛。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广州恒大便建
立了一个庞大的体育帝国。去年，恒大
在羽毛球项目上投入600万，不仅引进
了杜婧、卢兰等强力内援，李宗伟、陶菲
克、古健杰、陈文宏等大名鼎鼎的世界
名将，也分别被恒大以高价位收入麾
下。

除了重金招兵买马之外，恒大很重
视梯队建设和场馆设施建设。恒大俱乐
部表示，每年投入500万元发展俱乐部
的U10、U13、U15三支球队的梯队建设。
据了解，恒大还打造了俱乐部自己的两
大足球基地。一个在广州，另一个正在
兴建的基地在清远。此外，恒大排球俱
乐部在去年投资上亿元建设排球训练
基地，恒大排球俱乐部还面向全国招收
青少年队员。

通过砸下巨资，签下名帅，引进明
星球员，恒大俱乐部很快迎来了收获的
时刻。

4月2日，在恒大俱乐部出5000万元
巨资打造的中超史上最奢华的开幕式
之后，恒大足球队与八冠王大连实德打
响了本赛季中超的揭幕战。凭借外援克
莱奥的绝杀，恒大1-0获胜。而同一天，
恒大女排在决赛第2回合连得6分实现
了惊天逆转，战胜天津女排保住了球队
夺冠的希望。连最不被看好的恒大羽毛
球队，也在当天4-1打败卫冕冠军青岛
队。

5月8日，广州恒大战胜深圳茅台红
钻。深圳队主帅特鲁西埃在比赛失利后
说，他已经看到中超联赛冠军球队，恒
大将以领先第2名球队10分的优势夺

冠。
恒大的体育帝国版图不只是在国

内联赛赛场。在买下广州足球俱乐部之
后，许家印发出豪言称，3到5年内，恒大
要在亚冠上夺冠。

砸钱=挽救吗
恒大为何从地产进入体育行业？这

是一个几乎所有关注体育的人在思考
的问题，也是恒大最惹人质疑的地方之
一。

尽管恒大进军体育行业取得了不
错的战绩，为中国职业体育带来更多的
热闹和看点。但是，恒大的大手笔和金
元攻势却引起不少争议和质疑。

要突破中国足球伪职业化的体制，
中国足球需要恒大这种强权的进入。但
业界人士担心，这种强权可能会带来另
一种垄断和不公平。

尽管恒大在新赛季投入巨大，也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人们对恒大是否已
是中超联赛的豪门表示怀疑。山东鲁能
队今年引进的内援汪强表示，说恒大是
豪门球队还太早，不是有钱就能算豪

门。而记者接触的数位球迷也表示，在
中超联赛中，恒大和传统强队大连实
德、山东鲁能、上海申花之间，谁是豪门
尚未可知。更有球迷表示，中国足球没
有真正的豪门球队。

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金汕曾表示，“烧钱虽然催生了这个
市场，但没有节制地烧钱，实则是在破
坏这个市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
是烧钱的俱乐部，他们存活的时间都不
长。”他认为，广州恒大队是和恒大在房
地产上的成败紧密挂钩的。房地产一旦
势头不好的话，恒大队也很可能没戏
了。

而赢一场球500万元的奖金，让国
内其他俱乐部球员都羡慕不已。但业内
人士称，球队成型后如果还靠巨额的奖
金刺激来维持球队战绩，对球员的心态
磨砺弊大于利。有不少人表示，当困难
出现的时候，500万元也许会让场上的
球员变得患得患失。

高额的奖金可以激励球员，但同时
也为恒大招来了“强敌”。有媒体报道，
恒大亮出500万元的赢球奖金后，大连
实德老板徐明给球队开出了同样高额
的赢球奖励。一味地财力比拼则可能会
导致俱乐部之间的恶性竞争。更有消息

指出，为阻击广州恒大的势头，大连实
德和山东鲁能形成了一种暗地里的“同
盟”。

在前国家队主教练阿里汉看来，恒
大的行为有些疯狂。他说：“广州恒大这
个赛季在引援等方面花了很多钱，我希
望五年后他们还能这样做，因为这是问
题的关键，俱乐部可以靠巨大的投入在
一两年内取得成功，但是一旦这种投入
停止了，球队将一无所有。”

显然，对于职业体育来说，传统比
短时间的高额投入更加重要。阿里汉提
出的忠告是，俱乐部必须注重积累自己
的传统，这种积累不是一两年的投入，
一个俱乐部需要年复一年的努力来赢
得人们的尊重。

恒大在体育行业到底能玩多久？这
个问题考验着球迷的信心和中国足球
的抗击打能力。在中国足球史上，无数
可以被载入史册的足坛奇迹，现今都成
了浮云。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初期，巨
额奖金造就了无坚不摧的大连万达；而
四川全兴队的球迷则在一片金色的海
洋中用“雄起”之声响彻成都。刚刚崛起
的广州恒大又能在职业联赛中走多远？

恒大：营销中国体育 B2B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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