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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奎涛

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中国互联网自立

各行业窘境之际，互联网却是高

速增长势头不减。

根据工信部副部长尚冰日前透

露的消息，截至 2012 年年底，中国网
民数量达到 5.6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到 42.1%，其中手机网民达到 4.2亿。
可以说，中国的互联网实现了跨越式

的发展，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互联

网产业格局已初步形成。

增幅保持 40%—60%

根据艾瑞咨询的最新数据，2012
年，中国网络经济整体规模达 3850.4
亿元，同比上升 54.1%。自从 2006年
以来，我国网络经济市场规模一直保

持在 40%—60%的增长速度。而在以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代表的新生力

量推动下，这一规模未来有望进一步

提升。

和其它多数行业一样，中国互联

网的第一批淘金客主要是外资。虽然

2000年之后，新浪、搜狐、网易、百度
等相继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国外投

资者不看好这些本土企业，新浪等企

业的股价长期徘徊在 1美元左右。
经过 20 年尤其是近 10 年的大

浪淘沙之后，中国互联网的实力正在

展现出来，而且得到了国外资本市场

越来越高的重视。

各家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2012
年，新浪净营收 5.293亿美元，较上年

度增长 10%；搜狐总收入 10.67亿美
元，较 2011年增长 25%；网易总收入
为 13 亿美元，较 2011 年相比增长
12.1%；百度总营收为 35.80亿美元，
较 2011年增长 53.8%。目前，新浪、搜
狐和网易三家的股价一直稳定在 50
美元左右，百度甚至一度上升到 150
美元。

如今，其它多数行业如汽车、饮

料依然被外资企业牢牢地抓在手中，

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外资却逐渐淡出

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批

为消费者耳熟能详的本土企业。

在电商领域，ebay留给中国网民
的记忆正在被淘宝、京东抹去；在搜

索领域，网民最常用的是百度而非谷

歌；在安全领域，奇虎 360取代了卡巴
斯基一家独大的地位；在即时通讯领

域，越来越多的白领开始在名片上印

上 QQ而不是微软的 MSN。
网络游戏、浏览器等等，这样的

例子还有很多，几乎遍及互联网每一

个细分领域。

不只是互联网的战斗

任何消费电子产品如果脱开了

与互联网的关系就会变成被遗忘的

角落。

同洲电子董事长袁明一直在努

力重新定义电视机，其新近推出的飞

TV被认为是“三网融合战略”的重要
代表。随着电视向高清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智能电视将成为整个电视

行业的下一个发展重点已是行业共

识，电视机加机顶盒的一体化也将成

为主流趋势。

不仅产品要互联网化，袁明透

露，其基于三网融合的电视产品也将

在同洲官方商城“飞 SHOP”上进行销
售。同时，同洲电子计划在全国建设

1000家体验店，将实现“线下体验 线
上购买”的营销模式。

显然，现实中的中国网络市场经

济已经不是互联网一个行业的经济，

互联网已经从单纯的网络技术演变为

网络平台，通过与产业链上传统行业

的融合形成全新的互联网生态系统。

互联网金融就是互联网结合传统

金融行业而形成的新的行业形态，这

种新的金融模式已经出现了抢食传统

金融行业蛋糕的苗头。例如，第三方支

付对银行支付业务的冲击、P2P网络
信贷对银行信贷业务的冲击等等。

不少金融行业人士直言，一种不

同于传统柜台银行的金融形态正在

形成，倒逼传统银行加速拥抱搁置多

年的电子银行战略。目前，各大银行

在加大网银发展与支付企业竞争的

同时，还积极推广可以线上借贷、理

财的网络金融超市全方位迎战互联

网企业的逆袭。

即时通讯产品从桌面到移动端

的转移、互通的新变化，也在引起传

统电信运营商的担忧，因为这会对他

们最大的收入来源短信、电话等传统

电信业务产生直接冲击。今年一季

度，运营商短信的数量下滑 11%，这

已经是连续数个季度的颓势了。

在积极游说工信部通过额外收

费的方案压制微信等产品发展的同

时，运营商也在加大即时通信产品的

投入，例如中国移动对飞信的升级，

中国电信对翼信的研发，中国联通还

在尝试与微信合作来吸引其它运营

商的用户。

诸如此类，在互联网浪潮强势来

袭的背景下，金融机构、通信运营商

等各行各业的传统企业都在加入进

来，共同形成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全

新互联网生态系统。

产品高于商业模式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有着与

众不同的路径，其它行业更加注重市

场和盈利，这个行业却更加执着于优

先追求产品和用户。先做产品圈用

户，有了用户基础再去考虑盈利，这

几乎是互联网企业的标准发展路径。

截至 2012年年度，中国共计拥
有网民 5.64亿。这不仅直接为企业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为企业在与传统

行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竞争时提供了

最大的话语权。

如果从人口的角度出发，中国很

多互联网企业都比许多国家还要大。

目前，腾讯 QQ声称拥有 10亿用户，
网易邮箱也有超过 5 亿用户，奇虎
360安全产品也有 3到 4亿用户。即
使在新兴的产品方面，新浪微博、腾

讯微信和手机淘宝用户都超过 3亿。
庞大的用户群体对互联网企业

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只是收

入上，更主要的是市场上。因为互联

网与传统企业的融合往往触及到垄

断企业的利益，动辄数亿的用户站在

背后，明显增强了这些民营企业与垄

断者谈判的底气。

例如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很多企

业都是先做产品，有了用户的肯定与

支持，再去申请牌照，先斩后奏倒逼

监管机构去认可。又如在微信与运营

商的博弈中，微信与其 3亿用户的利
益是一致的，监管机构自然不会轻易

下重手。

但是，过度追求用户规模也给中

国互联网造成了一些暗伤。

刚刚从传统地图和导航领域杀

入移动互联网的高德地图 CEO成从
武在接受《中国企业报》采访时就告

诉记者，高德地图现在主要就做产品

和服务，做好了就会有用户，用户多

了自然就会有盈利，不会着急盈利，

“在前期，只能去投入”。

王利博制图

日前，巨人网络史玉柱宣布从

CEO 位子上退休，只保留集团董事长
的职务。声称要学习其好朋友阿里巴

巴的马云，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只是，

与马云留下的阿里巴巴依旧如日中

天的情况不太一样，史玉柱退休背后

的巨人网络已经从行业第一阵营跌

下来太久了。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不仅

仅是巨人网络，盛大游戏、第九城市

等昔日的游戏企业巨头均已退居二

线，取而代之的则是腾讯、网易和畅

游等平台型网游企业。

失落的巨人们

史玉柱在胡润富豪榜的排名已经

跌落到第 35位，巨人网络也早已失去
了与盛大、网易不相上下的地位。而随

着日前史玉柱宣布退休，继任的“年轻

人”能否帮助巨人网络重回第一阵营，

已经打上了更大的问号。

“失落的不只是史玉柱和巨人，

其它昔日的行业巨头如盛大、九城也

并不好过。”易观分析师孙梦子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截至去年年底，

在中国网游企业的排名中，腾讯和网

易等平台型企业继续领跑，盛大、完

美、巨人和九城等昔日的游戏巨头集

体退居二线。

孙梦子介绍说，从去年第二季度

开始，畅游以 4.392亿元的净利润已
经超过了盛大游戏的 3.08亿元，本来
以为去年可以实现对盛大的全面超

越，没想到盛大最终还在全年扳回了

这一局，最终领先网易 0.5亿元。不
过，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明年网易超

过盛大悬念不大。

拓展流量之路

“这不是巨人一家的问题，而是

整个垂直网游企业的问题。”孙梦子

认为，相比垂直网游企业，腾讯等平

台型企业在流量及其黏性上具有天

然的优势。

据悉，巨人、盛大等早期网游的

成功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靠某一两款

成功产品带动的，流量通常集中于这

些少数产品，随着用户新鲜感的下降

和选择的多元化，这些老牌游戏的黏

性和流量急剧下滑，网游企业的衰退

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反观各大平台企业，腾讯背靠 10
多亿 QQ用户，网易也有 5亿多邮箱
用户，其背后的数亿流量始终是在那

儿的，随时可以为新的游戏导入潜在

用户。而且平台企业与生俱来的社交

基因，可以打造如网易游戏等游戏交

流平台，帮助游戏产品更好地吸引用

户。

这种情况下，如何获取稳定的流

量正在成为垂直网游企业的一件大

事。目前，完美在尝试与百度、新浪等

用户较多的企业进行账户互通，希望

将后者的流量导入自家的游戏；盛大

等还在尝试与淘宝等电商企业合作，

不过有观点认为，电商不具备发展游

戏的环境。

20%与 50%的区别

孙梦子还说，垂直游戏企业的另

一个软肋则是产品有限，平台型游戏

企业可以通过合作提供给用户海量

的产品选择。因为随着游戏玩家兴趣

的多元化，他们对一款游戏停留的时

间大大缩短，拥有更多的游戏就有更

多的可能去留住用户。

根据记者统计，在巨人网络官网

罗列的游戏列表中，一共才有 14款
游戏，而网易游戏首页中列出的以 A
打头的游戏就达到了 12款，更不必
说腾讯 QQ游戏。

正如电商平台化运动中的供应商

一样，原本自生自灭的开发者正在成

为游戏平台的香饽饽，各个平台竞相

推出招徕开发者的优惠政策。例如，网

易 3年前就推出了支持第三方入驻的
政策，为开发者解决资金、平台及推广

难题；360更是在利润分成的问题上挥
出了大手笔，从目前流行的平台与开

发者七三分的分配改成五五分。

“巨人、盛大也早就在尝试与第

三方开发者合作以丰富产品线，例如

盛大的 18 基金和巨人的‘赢在巨
人’。不过，他们普遍采用天使投资的

方式，在项目筛选上要求比较苛刻，

分成方面创业团队最高只能拿到

20%的利润也让很多开发者望而却
步，一直做得不太好。”一位游戏开发

者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本报记者 郭奎涛

史玉柱退休 垂直网游企业集体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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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企业互联网化市场支出 832亿元，同比增长 56.9%。预计 2013

年的这一增幅为 44.2%，届时的企业互联网化市场规模将达 1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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