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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江云/文

当人们还沉湎于如日中天的微
博时，微信时代悄悄地来了。

微信是何许方物，是干吗用
的？新鲜出炉的微信，着实吊足了
不少人的胃口。

百度百科的解释是，微信是腾
讯为智能手机终端提供即时通讯
服务的一个应用程序。微信支持跨
运营商、跨系统平台发送文字、图
片、语音多种形式的信息。事实上，
微信并不仅是腾讯独有，像国外的
KIK，国内的米聊等都属于微信。

微信让手机变对讲机，而语音
短信颠覆了传统的文字短信，成为
一种新的潮流。业界人士认为，比
短信方便，比电话省钱的微信将冲
击传统电信运营商的盈利模式，成
为后微博时代重要的社交工具之
一，腾讯商业帝国的地位也将夯实
得更加牢固。

微信来了

KIK的横空出世，搅动了移动
IM的平静。

此前，受国内移动 IM 市场成
熟度较高、格局过于集中的限制，
觊觎市场的众厂商只是“望洋兴
叹”，并未大力度地进入，移动互联
网几乎被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电信等几大电信运营商所垄断。
但随着国内移动通信网络环境的
改善及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不断增
长，越来越多的厂商加入到移动互
联网“淘金”的热潮中。

KIK在欧美的迅速窜红，让资
本涌动的中国互联网如获至宝。
2010年 12 月末，知名天使投资人
雷军投资的小米科技公司推出了
“米聊”。作为国内最早一批类 KIK
应用的“米聊”在经过一周左右的
研发之后迅速上线，并且在当年末
就爆出获得晨兴和启明创投 3500
万美元融资，估值高达 2亿美元。
“爱免费，更爱实时状态，比短

信方便，不愁话费账单。新奇的沟通
方式，我不是 QQ，也不是飞信，我
是米聊。”米聊的这句广告词清楚地
概括了国内诸多类 KIK 应用的特
点：相对于短信，他们基于流量并完
全免费；相对于 QQ，他们更加牢固
地锁定在手机通讯录中的强关系人
群；更重要的是，能够实时分享信
息、图片甚至语音。比短信更轻、更
快、更有趣，让这类应用在年轻人群
体中备受青睐。有消息称，米聊上线
半年以来，注册用户已达两百万。

米聊的前景也顺其自然地成
为雷军豪赌未来的资本。

2011 年 6 月 7 日，雷军在新浪
微博上表示，苹果推出即时通讯服
务 iMessage 证明米聊的“大方向是
对的”，米聊未来能否胜出要看是
不是比 iMessage做得更好。24 日，
雷军又在微博中称“未来是移动互
联网的天下”。有媒体报道称，米聊
这个对产品格外专注的团队，依稀
让人看到了 10 年前的 QQ 影子，或
许有可能成为雷军打造移动互联

网上另一个腾讯帝国的重要棋子。
押宝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厂商远

不止小米科技。在“米聊”上线几天
后，盛大跟进推出“盛大 KIKI”，在
两个月后，盛大通过内测“有你”继
续加码其无线即时通讯业务；开心
网上线了“开心飞豆”，承载开心网
从桌面互联网向移动社交领域无
缝链接的探索。4月 11日，盛大移
动 IM“Youni”正式发布；14日，联通
“沃联系”登陆苹果 App Store；6月
7 日，苹果推出 IM 产品 iMessage；9
日，诺基亚推出免费信息平台“诺
基亚 IM”……
一时之间，移动 IM 百花竞放，

形成共同瓜分的局面，易观国际分
析师胡志辉把此局面称之为“老树
发新芽”，他认为移动 IM 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

腾讯的力量

虽然米聊是国内上线最早的类
KIK应用软件，但仍有另外一股不
可忽视的势力———有着“中国最大
的虚拟运营商”之称的腾讯。
“米聊”问世后的十几天，腾讯

也不甘寂寞，上线了类似产品微
信。

2011 年 1 月 21 日，腾讯微信
正式发布。据悉，经过十余年的发
展，腾讯 QQ 在全球已经拥有 10 亿
注册用户。自腾讯微信上线以来，
腾讯通过 QQ 海量用户资源、QQ 邮
箱首页推荐大力推广微信。

从腾讯微信刚上线时的首页广
告语———“微信，能发照片的免费
短信”，到 QQ 邮箱的广告语———
“微信，让熟悉的声音骚起来”、“微
信比短信方便，比电话省钱”、“拨
号键，除了可以打电话，还可以对
讲”的变化，可以看出企鹅帝国几
乎为零资费的微信，将对传统电信
运营商的盈利模式产生巨大的冲
击。
日前，腾讯披露截至 5 月其微

博用户数已超过 2亿。腾讯微信与
腾讯微博功能的互通将进一步为
微信的普及提供有利条件，ios、an原
droid、塞班系统都支持收发腾讯微
博的私信，iPhone 版还可以支持发
图同步到腾讯微博。
“KIK 被引入中国的初期大家

都还是在模仿，但是未来一定会结
合各自不同的优势，演化成不同的
应用。”腾讯广州研发部微信项目
负责人曾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一开始只是技术团队看到 KIK 流
行，腾讯试着去做一做，没想到却
意外地火了起来。凭借着和 QQ 好
友关系相连接的优势，微信在短时
间内积累了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多
的用户。

电信运营商遭冲击

短信、通话费及月租，是中国电
信运营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且短
信曾是中国电信运营商最为成功的
增值业务，但这些都正遭遇微信的
虎视。

中国移动 2010 年年报显示，
2010 年营运收入为 4852.31 亿元，
短信、通话费及月租收入占中国移
动总营运收入比重是 75.3%，短信
业务收入比重为 10.9%，较 2009 年
萎缩一个百分点；数据流量业务收
入比重是 6.3%，增长 1.8%。
在过往，腾讯与运营商的博弈

由来已久。由于在国内手机终端中
极为普及的手机 QQ 软件，大量采
取流量包月的用户使用方式。作为
运营商的中国移动，一直抱怨腾讯
手机 QQ 业务占用的流量资源与其
对运营商贡献的收入不相匹配。
“推出微信，腾讯在进一步挑战

运营商的利益底线”，业界人士表
示，用户通过下载注册腾讯微信，可
以实现跨运营商、跨手机操作系统
的“免费”短信互发。
据腾讯方面介绍，微信通过走

GPRS 流量，1M 流量 1 块钱，可以
发上千条文字小消息，1M 流量能发
10多张图，30M 流量可以发上千条
语音。相比之下，目前运营商的短信
标准收费为每条 0.1 元。基于上述
优势，腾讯在其官网中公开叫板运
营商的短信和通话业务，称“短信是
一种功能有限的旧有传讯方式，并
且每条信息都会产生费用”、“微信
比短信方便，比电话省钱”。
事实上，短信也属于广义的移

动互联网范畴，但均 0.1元/条的短
信市场面临腾讯手机 QQ、米聊等走
GPRS 流量通道的即时通讯工具的
冲击。这些软件都打出“资费低”的
旗号。目前北京市场 GPRS流量资
费已经下调到 1元/兆。1元发 1000
条“微信”，对于网民来说，这个诱惑
远远大于用 100元发 1000条短信。
米聊爆棚式的发展轨迹就是例

证。
米聊最初推出一两个月的时

候，用户主要是 IT 人士，而最近几
个月，米聊的用户则主要来自学生
群体。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黄江吉透露，米聊目前 60—70%的
使用者，都来自比较年轻的群体。而
用户上线的高峰期，主要是上午和
晚上的 10—12点左右。
今年 4月米聊强化对讲机功能

之后，语音短信、语音群聊等功能推
动用户增长提速，而后台的数据表
明，对讲机功能发布之后，语音信息
迅速超过总信息量的 1/3，纯文字信
息约占一半左右，图片、表情信息的
占比约在 20%。
一位长期关注 IT 互联网的媒

体人认为，不同于新兴的小米科技，
拥有庞大手机客户端基础的腾讯此
番涉足 KIK 模式，势必会对运营商
的短信、飞信等多个业务构成威胁。
“不断涌现的类 KIK 模式，让

腾讯在手机客户端这个未来的战场
上感到巨大的威胁。”多玩网副总裁
林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腾讯
推微信业务的初衷，并不一定是针
对运营商。但微信上线后，客观上
对运营商的短信、彩信、飞信业务
的冲击不可避免。
日前消息称，备受关注的中国

移动旗下即时通信工具飞信的运

营权即将变更，由中国移动控股的
卓望集团改为广东移动负责，力图
打通各产品之间的壁垒，实现功能
互通，让飞信、139信箱、139社区能
够互动起来。
舆论认为，虽然不可否认飞信

平台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中国移
动应该更早将这个业务重视起来，
现在中国高端用户基本被米聊微
信 GoogleTalk 占领，迟点还有 iMes原
sage，飞信只能跻身在 S60 和那些
非智能的低端平台上。

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
心主任张昕竹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兴移动互联网
业务肯定会对传统电信运营业务
产生冲击，因为新兴移动互联网业
务承载的网络几乎是免费的。传统
的电信运营商也在转型，传统业务
收入比重在降低，数据增值业务收
入在不断增加。但是微信的冲击也
是有限的，网上即时通讯的不稳定
及安全性较差，决定了微信不可能
取代手机。

易观国际分析师胡志辉认为，
目前电信运营商受到移动 IM 工具
的冲击已是事实，但运营商的短信
彩信业务仍有市场空间，言败尚早。
微信，目前更多的是受到年轻一代
的热捧，而中老年手机用户，基本上
还是使用单纯的电话+短信功能，只
要基本能满足交流沟通即可。
胡志辉还表示，电信运营商应

下大成本布局移动互联网，将更多
的重心转移到数据业务上来，结合
自身优势特点开展一些业务或合
作，主导移动支付、比如转型“智能
通道”从而提高运营商通道价值。

后微博时代？

2011 年国内互联网发展可谓
如火如荼，全民引发的一股“不织毛
衣织围脖”的微博热潮正如日中天，
国内三大门户新浪、搜狐、腾讯正在
为微博搏杀的时候，一些新的社交
玩法也正在冲击着微博。
热门移动应用米聊的注册用户

量突破 200万，与其功能、风格相似
的腾讯微信也正在抢占后微博时代
的社交网络新领域。近日，创新工场
旗下轻博客点点网宣布，其注册用
户数已经突破 100万，平均每分钟
增长 11个用户。

究竟是谁将取代时下如日中天
的微博？后微博时代的社交网络由
谁来主导？

在 PC 桌面端的即时通讯市场
上腾讯 QQ一家独大，飞信、MSN节
节败退，新浪、网易的相关产品几乎
无人熟知。但移动互联网市场就热
闹多了，从桌面端移植过来的有
QQ、MSN、谷歌 Gtalk，米聊、盛大
KIKI、微信以及运营商的类似产品
都在发力。
胡志辉认为，后微博时代社交

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但是人们习惯
使用一种即时通讯方式，经过激烈
地竞争后，最后存活下来的微信产
品也就两三家，腾讯微信、米聊目
前处于领跑地位。

一场前所未有的孵化器整顿风暴正席卷全国。
记者获悉，截至 6月 29日，已经通过基础条件复核评价的 64

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全部完成了绩效评价的专家答辩会。接下来，科
技部与教育部两部委将综合考虑专家组的评价意见，审核并确定大
学科技园的评价结论，发布评价结果。其中，评价等级最差的将直接
被摘牌。

同时，据知情人士透露，基础条件复核未过关的 22家国家大学
科技园或首先面临国家级称号被取缔的命运。

无独有偶。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复核整顿尚未结束，孵化器范畴
内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以下简称“国家级孵化器”）的重新审核
已经悄然启动。记者了解到，科技部已经要求 346家国家级孵化器
于 9月 30日之前将申报材料上交，届时科技部将组织专家开展复
核工作。

开刀“国家级”

在我国，大学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创业服务中心以及科技企
业孵化器都被纳入孵化器的范畴。而孵化器的整顿最先拿国家大学
科技园开刀。
“整体工作还没有结束，评定结果不好说。”北京邮电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总经理红建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正等待着结果
的公布。

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评价工作年初由科技部与教育部共同启动。
评价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所有 86家国家大学科技园上
报材料参加基础条件复核评价。

基础条件包括可自主支配的场地和孵化场地、是否建有高校学
生科技创业基地、园区筹措设立的种子资金、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在
孵企业情况等。

对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复核认定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1999年，科技部、教育部联合启动了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与认

定工作。截至目前，国家级、省级和高校自办的三级大学科技园体系
日趋成熟，涵盖了 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120多所高校。

期间，根据 2006年及之前版本的《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
办法》，科技部和教育部认定了 86家国家大学科技园。

去年 10月份，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以及《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科技部和教育部对《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2006版）进
行了修订。

重新修订的《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对国家大学科
技园的功能与定位进行了更加全面具体的表述，特别增加了其技术
转移、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服务区域经济等任务。

新的形势与任务要求国家大学科技园进一步提高办园质量和
效益与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时新办法对国家大学科技园的
基础设施等条件有了更高的要求。

这种情况下，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重新评价审核提上了日程。
此后，科技部和教育部首先对全国 86家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基

础条件评价材料进行了复核和认定。结果是，64家国家大学科技园
合格，22家不合格。

64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又随即参加了第二阶段的发展绩效评
价。

各科技园提交的《国家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报告》涉及创业公
共服务、技术服务与转移、运营管理、对依托高校的贡献和对区域经
济的贡献等方面。

据悉，评价结果将被划分为 A、B、C、D四个等级，分别代表优
秀、良好、需整改与摘牌。
“当然是希望能拿到 A了。”对于评价结果，红建强说，“但这也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就是积极准备，把我们的成绩都展现出
来。”

据记者了解，不同等级的国家大学科技园享受的政策扶持与优
惠将不一样。被评为优秀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国家的科技计划中能
得到更大的支持，C级要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而评价结果为 D
的则将被摘牌。

连基础条件都未能达标的 22家国家大学科技园或许是最惨
的。“上边还没有下发通知，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其中一家科技园的
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据接近教育部的专家表示，等待它们的结果极有可能是直接被
摘牌。

转变的信号

除了国家大学科技园正在接受重新评价外，346家国家级孵化
器也即将面临复核的考验。

记者获悉，科技部已经将有关国家级孵化器复核的申报内容、
申报表和复核程序下达至各国家级孵化器，材料的受理截止时间为
9月 30日。届时，科技部火炬中心将组织有关专家开展复核工作。

与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评价类似，一些无服务体系，更不见孵化
成效的不合格孵化器将被“限期整改”或“取消资格”。

从 1987年第一家孵化器成立以来，我国孵化器发展迅速。
6月 24日中关村孵化器论坛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年

底，我国共有 894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其中国家级 346家，在孵企业
56300多家，累计毕业企业 47000多家。

然而，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无运行场地、无孵化资金、无服务体
系、无孵化成效等名存实亡的孵化器不在少数。更有个别地方的政
府管理部门建设孵化器过于急功近利，重招商轻引智、重缴税轻孵
化、重规模轻服务，甚至把孵化器作为政府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

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处处长张海峰在中关村孵化器论
坛上就表示，“在个别地区，个别的孵化器方向可能很含糊，目标定
位也不太清晰，或者说政府导向可能出现偏差，比如强调招商、创
收、创税，认识上缺少把孵化器作为培育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
载体。”

对国家大学科技园与国家级孵化器的整顿向外界传递出孵化
器管理部门对其管控及其发展模式转变的信号。

目前，孵化器管理部门提的比较多的就是，“数量与质量、规模
与服务的匹配。”

张海峰表示，孵化器在服务方面需要做专业化的引导，在内生
能力的增长上需要进行拓展，需要深化除了一般性服务之外的增值
性服务。

事实上，以中关村创业孵化服务机构为首的孵化器已经做出了
有益的探索。“孵化加创投”、“天使投资加创新产品构建”、“平台建
设加产业联盟”、“创业导师加持股孵化”、“创业培训加天使投资”等
一系列创业孵化服务新模式值得借鉴。

截止到 2010年，中关村拥有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留
学人员创业园等各类创业孵化服务机构 100余家，孵化总面积超过
320万平方米。其中，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14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 26家。

记者另外获悉，《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
与《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都已进入最后的专家
论证阶段。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二五”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发展原则，
明确了目标、主要任务与工作重点、保障措施，确立了孵化器“十二
五”的战略定位。
“到时候，复核整顿后的孵化器将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前述

知情人士表示。

“微信”凶猛 本报记者 李志豹/文

孵化器整顿风暴

业界人士认为，比短信方便，比电话省钱的微信将冲击传统电信运营商的
盈利模式，成为后微博时代重要的社交工具之一。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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