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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停滞 360搜索商业化压力骤增
本报记者 郭奎涛

日前，关于 360 搜索的市场份额
出现了两个相差不小的报告，一家

机构声称已经下降到了 8.7%，另一
家机构则指出正在提升到 10.52%。
考虑到 360 搜索在上线短短三天之
内就达到了 10%，分析认为，360 搜
索的市场份额增长出现停滞已是不

争的事实。

艾媒咨询 CEO 张毅接受记者采
访时认为，360 搜索依靠其安全产品
和市场营销收获很大，但是相比百

度在搜索引擎技术方面的劣势依然

存在。而在百度已经视为战略重心

的移动端，宜搜、百度和搜搜相继站

稳了脚跟，360 搜索想要进入发展可
能更加困难。

市场陷入停滞

近日，互联网数据服务机构 Hit原
wise发布的报告表明，截至 2012年
12 月，与 2012 年 9 月相比，百度访
问量份额上升了 7.7%，为 65.7%；
360 搜索虽然稳居第二位，访问量份
额却下降了 0.7%，为 8.7%。

但是，360 相关人士引用另一家
市场研究机构 CNZZ的统计数据，声
称 360 搜索自上线后流量份额稳步
提升，2012 年 12 月市场占有率达到
10.52%。

360 总裁齐向东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360 搜索的
商业化正是在一定的市场份额基础

上很自然地开展的，大量的用户和

流量自然会吸引商家和广告主前来

寻求合作，公司从来不会拿盈利对

发展战略提条件。

据悉，360 搜索的商业化动作
频频，包括在一二线城市招募渠道

代理和笼络网站站长，跟谷歌在广

告系统和流量方面的合作也不胫

而走。记者还注意到，360 搜索也开
始尝试在搜索结果中列出推广链

接。

齐向东证实了报道的 360 搜索
商业化的相关举措，但是拒绝透露

与谷歌合作的细节，原因是双方都

是上市公司并且已经约定不能对外

透露合作内容。对于搜索推广，齐向

东强调说，360 的搜索推广把真实
性、安全性放在第一位，不会像百度

那样过度地商业化。

技术短板救赎

“360 搜索在初期的成功，在于
360安全软件、浏览器等产品的巨大
装机量以及周鸿祎对于网络营销的

熟练运用，但是，在搜索方面的专业

技术上，百度十多年积累的优势是

毋庸置疑的。”张毅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

根据早前媒体的报道，360 的搜
索团队包括一个半年前收购的创业

公司，该公司的创始人曾经是百度

凤巢系统的架构师，同时还兼具谷

歌的工作背景。在关于 360 搜索的
一次会议上，齐向东没有对于 360
搜索团队作出说明。

张毅分析认为，引入谷歌作为

战略合作伙伴也能帮助 360 搜索为
用户和广告主带来信心，360 搜索与
谷歌的合作除了广告系统之外，搜

索技术上的合作可能也是重点。

记者观察到，360 搜索陆续接入
了其它垂直搜索引擎，例如在地图

领域与高德地图合作，在音乐搜索

方面整合了酷我、酷狗、虾米等音乐

网站，在视频网站方面也汇集了优

酷、土豆、搜狐视频、爱奇艺、PPTV、
迅雷看看等。

“做搜索引擎用到了计算机科

学几乎所有的东西，这些都不是 360
搜索能够一下子搞定的，百度的搜

索领先地位是建立在多年经验的积

累上。”一位熟悉搜索引擎技术的人

士指出，与其它垂直搜索合作一定

程度上分流了 360 搜索在技术上的
压力。

无暇顾及的移动端

与 360 搜索在 PC 端持续发力
不同，百度似乎更加侧重移动端的

转型，甚至有分析文章直言，真正的

3B大战根本没有开始，原因是百度
的用户获取成本仍然徘徊在个位

数，这说明百度并没有花太多的精

力放在与 360搜索争夺用户上。
“百度已调整战略，把移动搜索

作为重点业务发展。”百度 CEO李彦
宏曾公开表示。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原
NIC)相关数据统计，目前，中国网民
有 5.64 亿，手机用户有 4.2 亿，手机
网民作为第一大上网群体的地位更

加巩固，仅 2012 上半年，搜索引擎
在网民中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79.7%。
艾媒咨询发布的一份 2012 年三

季度中国手机搜索市场监测报告显

示，专注移动端并且在移动端耕耘

多年的宜搜占比 34.8%，百度则以
34.1%的比例紧随其后，腾讯搜搜也
迅速上升到了 27.1%。
不过，360 搜索也并非没有意识

到移动搜索的重要性。周鸿祎坦承，

“我觉得移动可能才是颠覆传统搜

索的机会。”早前，360 手机浏览器
iPhone 版已经将 360 搜索设为默认
搜索引擎，随后，域名为 m.so.com 的
360手机搜索悄然上线。
“宜搜的优势在于对手机搜索用

户习惯的充分了解，百度主要是靠

PC端的品牌和转化，而腾讯搜搜主
要依靠手机腾讯网、手机 QQ 浏览器
等移动产品的带动。”张毅分析认

为，三家已经牢牢在移动市场站稳

了脚跟，360 搜索想要介入可能更加
辛苦，反观 PC 端百度一家独大的局
面则给了 360搜索更多的机会。

（上接第十版）

“当一个地区所在的楼市价格与

当地居民的收入、生活水平差距太大

的时候，（楼市）泡沫就一定会破灭，

仅仅依靠旅游置房的理念及外来投

资，很明显就会出现后力不足，就会

出问题。”来自中信建设证券（深圳）

营业部的投资顾问李练宾如是说。

事实上，现在海南的房地产泡沫

和当年海南存在很多共性，最明显的

都是缺乏需求。所谓的需求，业内普

遍认为，是要有支付能力的才叫需

求，否则不能算需求。从现在的远远

高于其他国内省份的收入房价比来

看，海南楼市的需求显然是不足的。

值得关注的是，与“楼市崩盘”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只有海南，温

州、鄂尔多斯、贵州、邯郸、惠州等一

批国内二三线城市同样榜上有名。这

些城市都存在开发商大面积圈地、楼

市供应严重过剩等现象。

“三四线城市刚需不足，购房者

有大量是以投资为目的，这种需求并

不能支持一个城市房地产长期健康

发展。”李练宾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过盛的投资需求将令部分三四

线城市蕴藏巨大的风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秦虹近日公开表示，房地产行业走

到现阶段，城市差异性开始体现。她认

为，未来一定要看这个城市人口积聚的

速度和规模，关注人口就是关注需求，

而脱离了人口需求的市场，本身就已经

蕴含了巨大的风险。而这，显然是对很

多类似这几个城市的二三线城市在进

行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开发时的忠告。

2013年 1月 11日，蚂蚁短租 CEO翟光龙在投资圈的访
谈中，用三个字描述了中国在线短租业目前的状态：极早期。

这一点也得到了他的对手、小猪短租联合创始人陈驰的肯

定———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陈驰表示，中国在线

短租企业在运营上的探索，可能还需要 4到 5年的时间。虽然
前面的路还很长，但资本似乎已按捺不住：本月 6日，这两家
企业同时宣布获得了千万美元的融资。

这并非不可理解。此前，易观网发布《中国在线短租市场

研究报告》称，预计中国在线短租市场 2012 年交易规模将达
到 4.899亿元人民币，而在 2014年这个数字将会是 28.874亿
元———该报告面世时，小猪短租甚至都还没诞生，而现在它的

月订单量已经保持在 300%的增长速度。“中国短租市场现在
就是，谁先觉醒、谁先进入，谁就有更多机会！”中国移动互联

应用协会秘书长杨晓明向记者表示。

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赵焕焱指出，短租已经成

为继高端酒店、经济型酒店后中国住宿业的第三次浪潮。“酒

店人必须要重视短租的兴起。”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强调。

虽然很多酒店人认为短租抢的是经济型酒店、青年旅社

乃至招待所的饭碗———单看价格可能确实如此，比如小猪短

租的单日租金在 100元至 150元之间———但赵焕焱认为，中

高端酒店并未“置身事外”。“在家庭度假领域，短租可以为家

庭两代人度假旅游提供远比酒店合理的房间、价格、私密

度———他们可以自己动手烹饪、享受家庭的温情，这是酒店难

以提供的。”赵焕焱认为，目前受短租冲击最大的应是度假型

酒店。“与途家较早签订托管合作的 7000套房中有一半在三
亚，这些短租房上线后经常满房，而三亚酒店业在 2012 年开
始出现颓势。”

虽然如此，部分在线短租企业目前还不愿戴上“酒店挑战

者”的帽子。“短期内蚂蚁还不会和酒店有直接竞争关系，因为

相对传统 OTA 或酒店业来说，在线短租业务现在做的还是一
个增量市场。”翟光龙表示。

虽然模式新鲜，也有相当诱人的前景，但眼下在线短租企

业却有个共同的特点：不愿多谈自己目前的盈利性。有一个问

题不应回避，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市场成熟后很美好，但你能活

到那一天么？

“短租市场刚刚兴起，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而

且房东的诚信、接待能力、沟通能力、对互联网的应用能力等

需要逐步成熟。”赵焕焱告诉记者，“由于在线短租还涉及物业

管理方、房东、网站等多个环节，所以在社会诚信系统还未完

善的情况下，安全也是个大考验。”

这些难题，国内在线短租企业都看在眼里，但它们理解与

探索的方向各有不同。“小猪目前的重点是放在‘种子’房东的

经营上，坚持小而美。”陈驰表示，他希望房源要往个人供给的

方向下沉，凸显融入社交元素后的“人情味”。

“与别家相比，我们更注重信用体系的建设，因为蚂蚁短

租认为，信用体系是决定短租平台活力与发展的关键要素。”

翟光龙告诉记者，蚂蚁是在房源上“跑马圈地”的代表，显然这

是一家想在“质和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企业。

“短租市场其实是旅游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现在旅游往

精细化、个性化发展，对住宿这样一个重要环节当然有新的要

求。”杨晓明告诉记者，“中国的在线短租形式更多样，市场区

隔更细腻。”这似乎意味着，目前的所有探索无所谓对错，因为

一切都还在路上。

但该来的终究会来。“不出意外的话，2013年 8月，国内
在线短租领域会有收购案出现。”杨晓明告诉记者，“在快鱼吃

慢鱼的时代，如果无法快速的成长，就 1+1来变大！”杨晓明没
有透露收购双方更多的信息。

在线短租或面临并购浪潮
本报记者彭涵

中国在线短租市场 2012年交易规模预计
为 4.899亿元人民币，而在 2014年这个数字
将会是 28.87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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