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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

曾经，硬件卓越的英特尔与软

件超群的微软搭配被视为“完美的

黄金组合”。然而，当朋友变成敌

人，当情人沦为陌路，Wintel（Win原
dows+Intel）时代面临崩溃，IT 产业
正在发生巨变。

1998年 11月 9日，英特尔与
微软同被卷入一场反垄断案的风

波。公堂之上，英特尔指责微软“干

涉内政”，微软嘲笑英特尔自行开发

软件“自不量力”。这对强大的伙伴

拥有强大力量，却肆意滥用，背负着

“垄断者”的“罪名”，Wintel的联盟
也一度被视为 IT界的“独裁者”。

Wintel的“联姻”备受压力，深

陷险境。此时，苹果公司凭借着自

己在移动装置领域的巨大成功，强

势“入侵”。谷歌依靠自己强大的数

据网络，与售价昂贵的微软程序展

开激烈竞争。“云计算”代替传统运

算，加快 Wintel的土崩瓦解，IT产
业正在走向“垂直化”。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把企

业的战略联盟视为“从不协调中创

造协调的最灵活的手段”。战略联

盟是企业“填平”战略缺口的重要

手段，通过联盟各方的优势互补，

可以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Wintel
联盟三十年来的风雨历程，再次验

证了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说过的那

句话：“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

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11月 06日—11月 12日）

微软和 Intel公开分裂
南林

一周史记

1998年 11月 9日
11月 6日：

1985年 11月 6日，西欧十八国确定“尤里卡”合作原则。
2006年 11月 6日，Wii正式发布。

11月 7日：
1998年 11月 7日，马化腾创办腾讯公司。

11月 8日：
1971年 11月 8日，Intel公司生产了第一款微处理器 Intel

4004。
11月 9日：

1998年 11月 9日，微软和 Intel公开分裂。
2000 年 11 月 9 日，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在上海开

业。

2004年 11月 9日，Mozilla Firefox 1.0 版正式发行，成为微
软 Internet Explorer最大的竞争者。
11月 10日：

2001 年 11 月 10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

2003年 11月 10日，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成立。
11月 11日：

2001年 11月 11日，中国在多哈签署了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议定书。

2006年 11月 11日，SONY Playstation3游戏机发售。
11月 12日：

2009 年 11 月 12 日，惠普宣布以 27 亿美元现金收购
3Com，进军电信设备市场。

本报记者 汪静赫

《直通春晚》:
一次选秀联盟的商业整合

无论是央视老牌节目《星光大

道》，还是正当红的《中国好声音》，又

或是来自香港的《超级巨声》和红遍

台湾的《超级偶像》……这些中国各

地声名赫赫的选秀节目无论哪一个

单独播放，都能收获大把粉丝和惊人

收视。

如果让这些节目中的热门选手

在同一个舞台上互相 PK，情况又会
怎样？

2012年 11月 4日，央视《阳光保
险·我要上春晚》特别节目———《直通

春晚》的开播，将上述“看上去不可能

的构思”变成了现实。

被称为“史上最大选秀节目”的

《直通春晚》究竟有何特别？它是选

秀节目的大联盟，还是一次集体发

力的商业整合？种种看点都将随着

节目的播出而完整呈现。

央视一统选秀“江湖”

11 月 4 日晚，《阳光保险·我要
上春晚特别节目———直通春晚》在

央视文艺频道首播。在直播现场，主

持人董卿说：“这个特别节目对于春

晚有着特别的涵义，因为这也是央

视春晚 30 年来首次面向全国举行
歌唱选拔比赛。”

显然，央视春晚难得的“三十年

未遇”促成了中国电视史上最华丽

的一次选秀大联盟。

在好莱坞都靠超级英雄扎堆的

《复仇者联盟》博票房的时代，中国

良莠不齐的选秀节目也希望合体发

力，以期将该节目类型推至更高收

视率。无论是影响力、号召力，还是

“论资排辈”，央视都是“带头大哥”

的不二人选。

《我要上春晚》节目成为这一切

的契机所在。

在这一特别的《直通春晚》节目

中，全国 12 家顶尖综艺节目 36 组
人气选手集体亮相，齐齐争夺蛇年

春晚入场券。

自 2010年 9月开播以来，《我要
上春晚》表现出来的亲民姿态使其

与草根更近。著名传播学者尹鸿认

为，《我要上春晚》作为春晚选秀节

目，面对的是草根大众。“草根文化

同样可以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人

文情怀，更重要的是其中凝聚了一

种来自生活的真诚情感和艺术智

慧。”尹鸿说。

从“开门办春晚”到“拆开大门

办春晚”，这是今年央视春晚改革的

有趣变化。据主创人员透露,《直通春
晚》的创意半年前就已经在酝酿。

“我们认为《我要上春晚》已经成熟

了 , 到了一个可以突破和创新的时
候 , 而这次办成一个专门的歌唱比
赛 ,是因为想‘专’一些 ,从而精致一
些。”主创人员表示。

11月 4日晚，随着《直通春晚》的
播出，许多评论的声音同步出现在微

博上。截止到 5日零时后，关于《直通
春晚》的微博已经超过 20多万条，并
迅速进入影视实时热点搜索榜的前

十位。

著名新闻评论员杨禹认为选秀

歌手走上《直通春晚》的舞台，“算

是遇到了更大考验”。“一个真正的

好声音，可以依赖一档节目、一个

电视模式而为人所知，但只有它能

适应更多的、大不同的舞台基因，

能镇得住各种调调的场子，才从此

不再只是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

音》，而成为真正的好声音。”杨禹

说。

媒体人胡建礼认为，“任各大卫

视歌唱选秀节目办得再热闹，最终

还是成为《直通春晚》的海选，被央

视一统江湖。”他称赞“央视这一招

‘拆门办春晚’大气、智慧。”

阳光独亮春晚码头

业界预测，《直通春晚》不仅聚集

了选秀歌手的大联盟，还将呈现出一

场集体发力的商业整合。显然，由此带

来的商业效应，将由冠名企业最先尝到

“甜头”。

近年来，不少品牌因冠名赞助或广

告投放选秀节目一炮而红，企业形象得

以迅速传播，在此背景下，选秀节目成

为企业抢夺的“重要码头”。

自 2011以来，阳光保险连续两年
独家冠名央视《我要上春晚》，成为栏目

自 2010年 9月开播以来的唯一冠名企
业。随着节目持续获得好评，阳光保险

的企业形象也因此得到大幅提升。

两年来，阳光保险同央视和《我要

上春晚》栏目组深入沟通、密切合作，

对该节目进行了全方位 360度的立体
整合传播，全国 1800多家机构的 12
万名员工用各自的言行积极参与、支持

《我要上春晚》。2012年，阳光保险与央
视栏目合作，创新性地推出了栏目群

体明星代言广告片，选择通过栏目成

功登上春晚的五组明星，为阳光梦想

代言，并于 2012春晚前投放央视，向
亿万观众传递出了平凡人成就梦想的

正能量。阳光保险的品牌知名度、美誉

度得到了快速的提升，阳光春晚概念

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同。“阳光点亮希

望，春晚成就梦想！”成为粉丝耳熟能

详的流行语。

“阳光保险再度选择独家冠名《我

要上春晚》特别节目《阳光保险·直通

春晚》，展现出我们对梦想的坚持。可

以说，《直通春晚》是选手们的直通春

晚，是央视的直通春晚，也是阳光保险

的直通春晚。”阳光保险集团品牌宣传

部负责人张杰在《直通春晚》新闻发布

会上说。

与阳光保险有着相似收获的是冠

名《中国好声音》的加多宝。在该节目

开播之前，加多宝正深陷商标案败诉

之局，新形象急待重新打造。起初，加

多宝以 6000万买下冠名权，看上去是
步险棋，因为当时无人敢断言该节目

会火。且不说要从现有众多选秀节目

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而且随着近年

来各种选秀节目的泛滥，这一节目类型

早已透支，不少新冒出来的选秀节目收

视不佳。《中国好声音》在开播之前存在

很多变数。然而，加多宝看似冒险的广

告投放，换回了想象不到的超高回报。

随着该节目的爆红，加多宝的曝光

率一再飙升，不但一洗官司败诉的不振

形象，而且借着该节目的声势就此成功

铺开了重塑品牌行动。从观众到业界，

一致对其“精准投放广告”充满赞许。

从阳光保险到加多宝，选秀节目

中的企业身影看上去比选手的表演

还要精彩。

从阳光保险到加多宝，选秀节目中的企业身影看上去比选手的表演还要精彩

江湖

苹果高层的大地震让副总裁斯科特·福斯特尔意外出

局，开掉这位曾经被视为乔布斯接班人之一的传奇人物，对

于苹果来说损失同样重大，因为据最新发布的一项专利统计

数据，福斯特尔是苹果最高产的发明家。

数据显示，从 2002年到 2012 年的 10 年时间，福斯特尔
申请的专利数量达到了 166项，比其它任何人都多。而接替
福斯特尔工作的乔纳森·艾维和克雷格·费德里希，两位申请

的专利量加起来还不到福斯特尔的一半。在涉及 iPhone 与
iPad 工作的专利上，福斯特尔的名字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排
在首位的乔布斯，所以，福斯特尔的出局有可能影响到苹果

未来的创造力。

离职

福斯特尔离职：苹果失去最高产的发明家

地产大亨王石最近俨然变成了娱乐焦点人物，自爆出其

与 80后演员田朴珺的新恋情，成为网友的热议话题。
尽管当事人目前还未出面证实消息，但网友的力量是无

穷的，从微博寻找各类蛛丝马迹来佐证这一传闻。同时各种

未经证实的消息在网络传播，甚至其他地产大亨都“惨遭毒

手”被一一揪出绯闻。在王石的私人感情逐渐演变成网络狂

欢，再演变成“假消息”制造机的时候，律师表示这已经不单

单是娱乐事件了。

婚变

王石婚变传闻引发网络热议

继创立黄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后，姚明已经再

度接手了重庆渝富弘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使得他摇身

一变成为了 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新贵。至此，黄杉基金、
弘远基金姚明旗下的这两家基金总规模将达到 66亿元。

据了解，弘远基金前身为亿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 1000万元，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完成募资，姚明的
团队去年 7月接手。弘远基金启动后首期规模在 3亿—4亿
元，募资工作将在今年 8月结束。按最初的设想，基金总规模
将达到 50亿元。

变身

姚明摇身一变成为 PE新贵

10月 30日，远望谷公告称，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人大代
表徐玉锁已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深圳市检察院也发

布微博说，受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委托，以

涉嫌行贿罪对徐采取强制措施。

拥有“铁路射频识别系统寡头”之称的远望谷，2011 年
以前主营业务半壁江山都与铁路有关，此次徐玉锁因行贿被

采取“强制措施”，成为铁路系统反腐工作步入关联企业层面

的首次例证。徐玉锁是远望谷的创始人。在胡润百富榜中，徐

玉锁夫妇的财富 2009年 22亿元，跻身 500强，排名第 496
位。

涉腐

徐玉锁成铁路反腐首位被牵连企业家

近日，长信基金宣布，公司副总经理付勇辞职，但辞职原

因并未注明。付勇曾经是东方基金公司旗下最出色的基金经

理，其掌管的东方精选 2009年业绩在同类基金中仅次于王亚
伟。

付勇于 2010年 3 月加盟长信基金，历任公司投资总监、
长信金利趋势基金经理、公司副总经理。据了解，付勇离任

后，长信金利趋势基金由公司投资总监胡志宝接替。

辞职

付勇从长信基金辞职

“

“

总部在苏黎世的瑞银近日宣布，将在今后 3年内裁员 1
万人，并对投资银行部门进行改革，减少投资银行领域的业

务。这是自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全球金融机构中规模
最大的一次裁员行动。

瑞银证券相关人士透露，由此，至 2015年，瑞银的人员规
模将由 6.4万人减至 5.4万人。投行部门裁员主要集中在欧
洲和美国，其中英国 40%，瑞士 25%，美国 30%，其他地区 (包
括中东、非洲、欧洲不含英国和瑞士以及亚太)5%。瑞银表示，
通过加速实施集团整体效率计划，截至 2015年将节约成本
54亿瑞士法郎。

裁员

瑞银中国扩张难继全球裁员万人

广百股份近日公告称，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吴纪元

因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公司

首席财务官以及董事会属下专业委员会所担任职务。吴纪元

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退休

广百股份副董事长吴纪元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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