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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优酷土豆的

重组方式不同，风

行与百视通走的

是另一种联合模

式。视频网站与电

视台之间的合作

互补性更强，整合

好的话对双方的

发展都将是一个

极大的促进。对于

行业的影响更加

深远。

本报记者 李志豹

由优酷与土豆合并引发的连锁
反应开始在网络视频领域发酵。

3 月 26 日，上海文广新媒体上
市公司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百视通”，600637）宣布将以
3000 万美元现金获得风行网络有限
公司及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称“风行”）各 35%股权。投资
完成后，百视通将成为风行第一大
股东。

这离 3月 12日优酷与土豆宣布
合并的日子仅仅过去了十多天。这
被业内人士解读为身处激烈竞争压
力的风行在为自己寻找靠山。

对于这一点，风行 CEO 罗江春
并不避讳。“风行仍会保持高度独立
性发展，继续保有互联网公司的特
性，只有独立发展才能与合并后的
优酷土豆抗衡。”罗江春表示。

然而，与优酷土豆的重组方式
不同，风行与百视通走的是另一种
联合模式。“视频网站与电视台之间
的合作互补性更强，整合好的话对
双方的发展都将是一个极大的促
进。”融合网主编吴纯勇这样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

风行被收购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风行就开
始与百视通接触。

据透露，此次战略投资最早由
百视通主动邀约，与风行同期竞争
的还有另外几家视频网站。

资料显示，风行成立于 2005年
9月，是国内知名的在线影视点播平
台运营商。目前，每天有 1964 万用
户登录风行观看高清影视作品，累
计用户超过了 2.37亿。

根 据 ChinaVenture 发 布 的
《2011 年度 ChinaVenture 视频网站
榜单》，风行网在线主营业务收入排
在国内视频网站的第 9位。

风行人引以为豪的是，推出了
全球第一款“边下边看”软件，并率
先以云视频的先进技术架构来保障
用户在线流畅观看高清视频的体
验。

百视通于 2011 年 12月 29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国内
广电行业首个登陆 A 股资本市场的
新媒体企业，被誉为“广电新媒体第
一股”。

据悉，百视通已经成为布局发
展 IPTV、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网
络视听、移动互联网新媒体全业务、
优质版权积累过 35万小时、IPTV用
户过千万、互联网电视用户过百万
级领先的新媒体公司。

一个是排名前十的视频网站，
一个是强势的广电新媒体公司。本
来是视频网站与电视台优势互补的
好事情，但两年时间内，两家公司始
终没有达成合作。
“价格分歧是主要原因。”据风

行内部人士透露，风行认为百视通
给出的收购价太低。

直到竞争对手做出了强强联合
的战略决策。可以说，优酷与土豆的
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罗江春做
出选择的速度，虽然罗江春并不承
认这一点。

一个佐证是，在百视通宣布收
购风行的第二天，罗江春在发给公
司员工的内部邮件中表示，百视通
的出资获得风行 35%股权很不合
理。罗江春认为，百视通给出的估值

过低。
但为什么罗江春最终同意此项

收购呢？“除了看到百视通能为风行
带来优质内容与产品外，优酷土豆
之间的突然合作也是一大刺激因
素。”有风行内部人士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

3 月 12 日，优酷与土豆宣布以
100%换股方式合并，交易完毕后土
豆将退市。由此掀起了视频网站整
合的大幕。

“与优酷、土豆相比并无明显竞
争优势的二三线视频网站受到的冲
击最大。”融合网主编吴纯勇认为，
现在寻找到对抗之策的是风行，而
更多的视频网站正在找寻出路。

根据易观 2011年第四季度的数
据，中国网络视频市场收入的份额，
优酷占 21.8%，土豆占 13.7%，两者
如果合并，双方占有市场接近 35%
的份额。

据了解，目前视频网站很难从
购买长视频———售卖广告的模式中
取得盈利。视频网站的经营压力越
来越大，其中缺乏资金支持的二三
线视频网站日子更为难过。

互联网分析师许单单在微博中
预测，未来若干个月，搜狐视频、腾
讯视频、奇艺、PPS、PPTV、迅雷、风行
这七个公司肯定会合并为三或四个
公司。易凯资本 CEO 王冉也认为，
“视频网站新一轮洗牌即将开始，最
后这个行业将剩下不超过四个主要
玩家。”

然而与土豆联手优酷不同的
是，风行并没有尝试与其他视频网
站的联合，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广电
新媒体。

台网联合新尝试

三网融合中，广播电视网与电
信网的融合已经在稳步推进，但发
生在电视台与视频网站之间的合作
与并购，百视通与风行还都是尝鲜
者。
“虽然规模不如优酷土豆的合

并，但是对于行业的影响其实更加
深远。”罗江春表示，优酷土豆只影
响了互联网视频行业，百视通和风
行的合作是电视台和互联网视频的
一次重要握手，必将对中国未来的
电视台和互联网视频的格局走向产
生深远的影响。

风行在线副总裁廖劲松表示，
百视通战略投资除了资金支持，还

将提供片源和技术支持，双方将在
内容、市场、销售、产品、技术上全方
位合作。风行视频将发展在线直播
电视节目，将电视平台平移到风行
在线。

业内人士表示，风行有技术平
台、广告服务模式及用户优势，而公
司则拥有版权内容与播控平台，合
作具有互补性。
吴纯勇认为，投资风行网将使百

视通在 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互联
网视频之外的网络视频领域获得加
速发展的契机。
在三网融合的大趋势下，视频媒

体要实现电视品质的、新的内容形
式，除了自己涉足自制内容之外，还
必须深度介入影视网络分发、分销
渠道中去。电视台新媒体的技术更
强、网络版权更丰富，将会成为未来
网络视频的发展方向。

或许正如罗江春所说，与百视通
合作是跨媒体的融合，未来风行会
升级为多元化媒体，具有更显著的
行业地位，“探索其他视频网站不能
走的路，这也是电视与互联网新的
结合点。”
事实上，无论传统广电机构、内

容提供商、电信运营商还是有线电
视网络运营商，在这场跨界行动中，
各有各的优势。
“广电机构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审

查体系、网络视频厂商有完全市场
化的风险投资体系做支撑、电信运
营商有着发达的服务与产品研发体
系、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有着可管
可控的网络经验，各方互补性极
强。”吴纯勇表示。

当然，风行与百视通也要面临整
合的难题。“拥有全媒体产业链的百
视通经验更加丰富，控股风行后也有
绝对的话语权。”吴纯勇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整合成功的关键还在
于风行，“如何吸收百视通先进的管
理理念以及将现有的业务与百视通
实现对接都是对风行的考验。”

风行牵手百视通抗衡优酷土豆

谁将问鼎视频网站霸主？
涉案别墅四证全无
副局长参股

（上接第十三版）

多个项目被指违规占地

正当此事在网上不断发酵之际，《中国企业报》记者发
现，在网上突然涌出大量有关牛豪的宣传报道，这些报道以
《漯河召陵区房管局副局长牛豪：加强百姓住房保障》、《漯
河召陵区房管局副局长牛豪：保障房分配确保公正公开》等
为题。奇怪的是，这些报道均非事件和会议报道，只是牛豪
的讲话，其在报道中表示将推出三大举措、采取 5项措施加
强百姓住房保障，推进保障房分配，并提醒购房者不要盲目
贪便宜。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牛豪一方曾委托网络公关公司
刊发对其本人的正面报道来冲淡该事件的影响，但效果适
得其反。

在对房管局副局长牛豪不断质疑的同时，网上和坊间
流传的三人前往采访被打系因“敲诈勒索”的说法。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在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黄庄

村，总占地面积 25500平方米的“东城明珠社区”，拟建住宅
楼 14栋，建筑面积 56000平方米，入住 520余户。东城明珠
分 A、B两个区。每平方米约 1400元，从 100 到 140 平方米
多个户型不等，目前 2、3、4栋已经卖完。

2 月 2日，这一项目被媒体曝光，并未经过批准且打着
“新农村社区”的旗号公开对外非法出售。对此，漯河市城乡
规划局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东城明珠”社区未上
报规划。召陵区国土资源分局副局长刘松涛之前曾表示：
“东城明珠社区建设用地属‘非法占地’。”

去年 4月，有网友通过网络给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留
言，反映在漯河境内一河道两岸土地被同一旅游项目征用，
但“两岸土地赔偿标准不一致，亩差价万余元”问题。去年 4
月 11 日，河南省漯河市对此问题作出澄清，表示网友所说
的问题由两地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差异所致。
有媒体调查得知，这个名为“凤凰岛休闲旅游度假区”

的建设项目，实际上已经基本建成 18 洞高尔夫球场，占用
土地 1500余亩，却没有任何审批手续。
《中国企业报》记者也从网上查到了相关政府部门回

应称：凤凰岛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 5 亿元，拟在常湾村沙
河北岸人工河以南 1300 亩土地上开发建设集农家乐种养
殖、拓展训练、户外运动、温泉疗养度假功能等为一体的生
态旅游度假项目。漯河境内郾城区龙城镇常湾村近 5 公里
“几”字形弯曲河段正在准备进行以商业开发为目的的截
弯取直工程，开挖新河道涉及占用耕地近 200 亩，并计划
将新旧河道围起来的 1000 余亩耕地以及河两岸其他土地
共计 3000 余亩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称之为凤凰岛生态旅
游项目。
自诩“住宅中劳斯莱斯”的“香格里拉”，在漯河市极力

打造的豪华别墅群，秉承着“百年不落伍的景观规划、百年
不过时的设计风格、百年不动摇的建筑质量”，以高调的风
格和全新的面貌向世人诠释着别墅的定义。“‘香格里拉’别
墅群位于五一路南段，紧邻森林公园，是全市目前唯一纯别
墅群，随着国家对土地政策的调控，该区已成为一个绝版稀
缺的高档社区……”开发商在漯河市开发的一处别墅群对
外宣称。
“这个项目我还不清楚，我刚从规划局那边过来，不过

我们是不可能给别墅项目供地的，国家有政策，不允许。”漯
河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源汇区分局一名科长说，“具体情况你
们还是到市国土局吧，我们只负责土地报批材料的审核，审
批还要到市局。”
漯河市规划局袁副局长表示：“‘香格里拉’这个项目，

我不清楚，反正没经过我批相关手续，如果没有规划许可
证，那么这个项目肯定是违法的。”
就在副局长牛豪持枪打人案不断发酵的 4 月 6 日，漯

河市对外宣称：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土地出让合同和房地产
用地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整治保障性住房用地未经批准擅
自改变用途、违规供应土地建设别墅、不及时开发建设囤地
炒地、违反法律法规闲置土地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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