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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

阿里巴巴推出阿里智能 TV 操作
系统，试图以操作系统和强大的电商
渠道为诱饵建立一个涵盖主流硬件
厂商的大联盟。 传统电视厂商当然不
甘心只为阿里做嫁衣，创维、长虹、康
佳都相继否认与阿里的相关合作。

智能电视被称为继 PC、平板和智
能手机之后的第四屏， 更已成为继
PC、 智能手机之后的第三大流量入
口，一边是阿里、乐视、爱奇艺、小米
等互联网企业，一边是年销量总和近
4000万台的传统电视厂商们，软硬对
决在即，谁能在智能电视的蓝海抢占
先机？

阿里如意算盘乌龙
“现在操作系统不是缺乏， 是太

多了。 ”中智盟执委会委员、欢网科技
CEO 吴盛刚曾公开表示。 言下之意，
电视硬件厂商并不稀罕阿里提供的
操作系统，况且操作系统作为电视机
的核心和命脉， 他们不甘心面临 PC
厂商之于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那
样的被动境地。

有要求匿名的硬件厂商人士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阿里强大的电
商渠道也值得电视厂商警惕。 在近两
年屡屡打响的价格战中，阿里等电商
凭借渠道话语权，往往绑架厂商进行
降价促销，甚至强迫厂商在价格战中

“二选一”，这对厂商利润、价格体系
等都很不利。

鉴于这些因素，就在阿里巴巴自
豪地联合中国主流电视厂商宣布阿
里智能 TV 操作系统联盟不久，创维、
康佳就相继否认与阿里的这一合作，
而长虹则声称要做自己的家庭互联
网。 目前，硬件厂商中，只有海尔明确
表示将采用阿里的这一系统。

据悉，创维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操
作系统，TCL、海信、长虹自 2010 年开
始结盟，成立中智盟意在推出自己的
操作系统。 海信传媒副总裁高雄勇直
言，“TCL、长虹、海信智能电视标准都
是中智盟的标准，它再加入阿里体系
很难。 ”

“阿里一直在打造闭环的电商生
态，从屏来看，电视屏可以说是最后一
环。 但是， 电视购物也已经发展了几

年， 由解说员现场展示商品的做法反
而引人反感，将 PC上的网页搬到电视
上体验也不太好， 阿里需要寻找新的
电视购物方式。 ”有电商人士表示。

智能电视蓝海喧嚣
智能电视在中国的爆发不能说

不迅猛。 早在 2011 年年底， 悠视网
CEO 李竹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还表示，“由于政策原因，整个
视频网站行业只有乐视网一家在努
力往里做。 ”如今，几乎所有跟视频网
站相关的互联网企业都已将目光瞄
准这一新蓝海。

另一位来自排名前三的视频网
站的人士则指出， 不仅仅是乐视，所
有的视频网站都一直在关注这个行
业，“视频网站往电视屏发展是早晚
的事，优酷提出的‘多屏互动’、爱奇
艺提出的‘台网联动’，都是在打电视
屏的主意。 ”

“就在去年， 乐视准备推智能电
视的时候，资本市场还是持怀疑态度
的，不是针对乐视，而是针对这个行
业。 到了今年，资本市场开始有了转
向，感觉这个行业前景是有的，乐视
TV 能不能成则打了问号。 ”日前，乐
视网副总裁、乐视致新总经理梁军对
记者说。

自从乐视 TV 上半年推出以后，

视频网站对电视屏的“关注”迅速变
成了行动，并在今年下半年进入爆发
期。据称，“优酷团队 CTO已经亲自带
队测算乐视的成本，奇艺与硬件厂商
TCL 的合作产品也将于近期推出，乐
视 TV还将发布一款新尺寸的产品”。

“电视屏已经不是视频网站的专
利了，随着智能电视与互联网的全面
接触，电视屏已经成为 PC、平板和手
机之后的第四屏，抢占第四屏入口的
企业扩展到了所有互联网企业。 ”一
位电视行业人士透露， 阿里的智能
TV 联盟和与华数推出的盒子不说，
小米做电视的消息也不胫而走，还有
一个互联网公司也在研究客厅内的
硬件，腾讯内部肯定也在琢磨。

中国或将引领世界潮流
正如阿里智能 TV 生态联盟遭到

了创维、长虹、康佳等硬件厂商的抛
弃一样，就在互联网企业一心想要抢
占电视屏制高点的时候，也遭遇了正
在全面拥抱互联网的硬件厂商巨头
的强烈反弹，都是不甘心沦为“别人
菜园里的那棵菜”。

电视作为传统厂商的老本行，做
起来自然轻车熟路， 包括产品质量、
售后服务和多年积累的品牌效应以
及延伸至村镇一级的销售渠道。 去年
排名前六位的电视机企业分别是：创

维、长虹、海信、TCL、康佳、海尔，他们
国内彩电销量共达 3228万台。

在一直被批评缺少互联网思维
方面，传统厂商也大有迎头赶上的趋
势。

长虹技术中心基础研究所所长
展华益指出，“电视不是唯一的主角，
还应该包括冰箱、空调、厨电等等。 但
电视却是串起家庭互联网的灵魂元
素，这也成为长虹等传统企业，为互
联网对手树立起来的新门槛。 ”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做电视也
面临不少短板。 他们擅长在线服务，
却仍然有很多问题如物流、售后需要
落地去解决。 乐视声称整合了数百家
物流公司和售后公司，但如何保证统
一的良好用户体验仍然需要检验。 尤
其是在产能问题上，互联网企业缺乏
像传统厂商那样多年积累的产业链
合作伙伴， 乐视 TV 的产能滞后问题
已经初步显现，目前下单最快也得一
个月左右才能拿到货。

对于传统硬件厂商的反击，梁军
坦言在意料之中，“传统厂商必须转
型，互联网这帮人改造的传统行业不
是一个两个了。 更多人竞争才能推动
整个行业不断进步，美国一直是各种
先进科技和产品的诞生地， 苹果 TV
由于缺少内容推了几年都没推出来。
可以肯定，在互联网电视领域，未来
新的潮流一定会由中国引导。 ”

抢占第四屏入口
智能电视软硬联盟“崩裂”

实习生 罗嵛月 本报记者 郭奎涛

以产品为导向的苹果公司一时赢得了用户的追捧， 却也最
终沦落到了与快速变化的智能手机市场格格不入的境地。

根据苹果日前公布的今年二季度财报， 苹果当季全球市场
的营收增长只有1%，净利润却下滑了22%；尤其是遭受本土品牌
围剿的大中华区， 营收一反过去数年的高速增长， 同比减少
14%，环比下滑43%。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认为， 乔布斯为苹果划定
了以iPone、iPad和mac、pod等界线分明的产品矩阵，并且以一年一
次升级的精力和时间去打造理想的产品，这些在目前市场竞争对
手林立、产品多屏合一和更新换代加速的背景下已经过时了。

中国市场滑铁卢

尽管苹果的增长速度已经低于行业平均值， 在包括山寨机
都在迅速增长的中国市场，在苹果公司连年翻番的中国市场，在
被苹果公司确认为未来发展重点的中国市场， 苹果公司出现环
比下滑过半的情况不得不让人大跌眼镜。

从市场份额来看， 苹果在中国市场落后第一名三星10%的
份额，说苹果败给了三星并不过分。尽管苹果公司CEO库克认为
原因“不太清楚”，深圳一家柜台展出的产品情况已经给出了答
案，三星和苹果产品的比例为4：1。

“苹果定位在最高端市场，一年才出一次新品。而三星每年
都在中国推出规格不同、价格各异的机型，都是根据中国消费者
的需求量身打造的。 例如集成中国最领先的照片分享平台
POCO，或拥有可存放不同电讯商卡片的双SIM卡接口。”张毅分
析说。

当然，苹果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不只是三星，还有包括系
列知名品牌在内数百家本土企业， 后者在迎合本土市场和用户
方面更加得心应手。实际上，苹果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不
仅落后于三星，还落后于华为、联想、中兴、酷派等本土品牌。

产品分割的矛盾

在张毅看来，坚持以产品为导向而不顾市场变化和需求，只
是乔布斯留下的问题之一。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乔布斯为苹果
设计了包括iPone、iPad和mac、pod在内的明确的产品矩阵， 这与
目前智能手机大屏化、多屏合一的趋势格格不入。

2010年以前，乔布斯很喜欢说苹果是一个鼎，由三条主要产
品线在支撑─Mac、iPhone与iPod。2010年以后，iPod的销售量逐
渐衰退，幸好iPad出现适时扛起了这第三根柱子。进入2013年，
苹果要维持三足鼎立强健态势再次出现挑战。

“市场变化太快了，先是PC受到了平板的影响，平板又受到
了智能手机尤其是大屏手机的冲击。 苹果一直没有推出大屏的
手机，尽管新iPhone已经比旧版屏大了不少，但是比三星、华为5
寸手机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张毅说。

张毅猜测，苹果不是不想推出更大屏的手机，因为一旦推出
大屏的手机，就会直接对其平板电脑产生冲击，苹果并不想把鸡
蛋都放在iPhone这一个篮子里。不过，苹果也在试图断臂自救，
早前推出的Mini版pad就是证明。

去乔布斯化加速

其实，自库克上台以来，关于其与乔布斯之间的风格差异就
不断见诸报道，一个公认的评价是：乔布斯是优秀的产品研发人
员，能够做出优秀的产品，尽管不是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而库克
则是优秀的产品销售人员，更加注重用户需求和市场竞争。

以库克的首秀iPhon5为例， 就增加了很多用户呼吁已久的
功能，而且很多应用如视频、地图都改为选择了本土服务商。不
过，库克为了跟谷歌竞争，抛弃谷歌地图而选择由高德支持的苹
果地图的做法，也遭到了用户的批评。

考虑到中低端市场对于出货量的重要影响， 库克还推出了
低利润率的iPad Mini， 对旧版iPhone采取降价销售的策略以及
将来有可能推出的廉价版iPhone。事实证明，在中国销售最好的
不是iPhone5，而是低廉的旧版iPhone4和iPhone4s。

“苹果正在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抛弃乔布斯，可以更好地与
对手竞争， 却最终会让苹果沦落成为对手那样平凡的科技公司；
坚持乔布斯，可以保持高端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却只能在市场分
得一小块蛋糕。”张毅认为，无论如何，苹果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本报记者 郭奎涛

苹果中国市场大滑坡

（上接第十三版）
据盖世汽车网报告显示，油品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许多商

用车使用国三的油同样可以满足国四的排放标准。南京依维柯公
关部吕晓松告诉本报记者，轻型柴油客车在发动机满足国四排放
标准的同时，还需要车企针对排放，进行整车 10万公里耐久性试
验。 这在我国商用车及柴油机制造商多为自主品牌，技术储备相
对不足的情况下，有一定的难度。

数据显示，自 2010年 7月环保部正式审核以来，至今已经有
1500多种车型通过审核， 但是在售的国四排放标准的柴油轻型
载客车不过 10家车企，车型不足 45款。据业内专家分析，我国的
自主品牌轻型商用车企业尤其是轻客企业，本身并没有能力制造
发动机，要从康明斯、玉柴等采购发动机。而国四柴油发动机不仅
要用上高压共轨这种高价技术，还要新增尾气后处理系统，由此
带来的是整车成本大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表示：“国四实施
面临困难重重，但推迟实施国四标准也将面临重大问题。 ”业内的
声音是坚持标准先行，然后地方落实。 在 2012年底，中国内燃机
工业协会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也喊出了一个口号———“国四排放，
我们准备好了”， 各大主流车企和发动机企业都表示产品和生产
准备都没有问题。 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轻型柴油车的国四标准
又将面临被推迟的尴尬境地。

近年来，社交网络的发展引人注
目。 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我国网民
规模达到 5.91亿，即时通讯网民规模
达 4.64 亿。 目前，约有一半以上的网
民通过社交网络沟通交流、 分享信
息， 社交网络已成为覆盖用户最广、
传播影响最大、 商业价值最高的
Web2.0业务，被认为是未来互联网发
展的趋势，尤其是智能手机使用的普
遍性和无线网络的应用，又为社交网
络平台的扩张提供巨大的可增长储
备空间。

社交网络
已是创业新宠
创立于 2004 年的 Facebook 已成

为年收入 50 多亿美元，市值约为 600
多亿美元的巨无霸； 创立于 2006 年
的 Twitter，预计今年营收将达 5.28 亿
美元，明年营收接近 10 亿美元；在中
国， 创立于 2009 年的新浪微博的商
业化成果也已显现，2012 年新浪全年
营收为 5.29 亿美元 ， 同比增长为
10%，其中新浪微博全年营收为 6600
万美元……无论从品牌、用户还是商
业价值来说，社交网络均取得耀眼的
成功，以至于今天的互联网已经形成

“无社交、不网络”的态势。
在《中国企业报》主办、移动互联

网研究中心和创视网联合主办的“探
寻社交网络的垂直化未来” 论坛上，
移联浏览器 CEO万永介绍，社交网络
服务主要基于社交图谱分为关系图
谱和兴趣图谱两大类。 关系图谱是以
人和人的真实社会关系为线索的图
谱，它反映了用户通过各种途径认识
的人：工作中的同事、一起读书的同
学、身边的邻居、朋友的朋友等等。 社
交图谱主要由一些主流社交网络产

生， 例如人人网、Facebook、 微博、微
信。 兴趣图谱是以人和人的共同兴趣
为线索的图谱，通过用户所关注的订
阅、购买的产品和评价产生的，例如
豆瓣、Twitter、Pinterest。

社交网络迅速成功让无数怀揣
梦想的创业公司趋之若鹜，利用社交
网络开展业务的创业型公司如豆瓣、
堆糖、花瓣网、美丽说、蘑菇街、快书
包等已经小有名气。 微博、 微信、飞
信、淘宝网、当当网等看上社交网络
未来的大体量公司也开始抓紧布局，
不差钱的阿里巴巴近年来投资的公
司包括 UC 优视、陌陌、丁丁地图、美
团等，今年，阿里巴巴又通过其全资
子公司以 5.86 亿美元购入新浪微博
公司 18%的股份。

社交网络已经成为科技创业公
司和公司科技创新的最钟爱业务类
型之一。

大牌云集
多元发展需创新
社交网络覆盖面越来越广的同

时，行业的风险也愈加明显。 这种风
险除了自身成长问题的烦恼，还有来
自于巨头的挤压。 在中国，微信和新
浪微博在移动端优势明显，仅新浪微
博、微信两家使用用户就占据社交软
件的 50%以上。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
小型创业公司的创新业务刚刚冒头，
就有可能被“有眼光”的行业巨头快
速抄袭并超越。

前第一视频 CTO、 现任秀好礼
CEO 王宇飞在论坛上表示，“当前社
交网络服务很多，不管是手机 APP 还
是互联网 PC 都在争夺未来社交网络
平台入口，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肯定会
出现一种相对垄断的情况， 那时，社
交网络再创业将会是一件很困难的
事。 ”垄断显然是不利于行业发展的，
尤其是尚处在襁褓时期的中国互联
网来说。 在这个拥有无限可能的科技
时代，打破垄断，促进行业健康多元
发展，创业型公司如何能够发挥更大
的作用？

万永认为，社交网络随着其自身
发展，垂直化将会成为未来必然的发
展趋势，他认为，基于兴趣的社交网
络今后将更趋多元化，社交网络的受
众可以被细分到很多目标领域，服务
特定人群的需求还有很多机会。 新近
开始创业的王宇飞提到创业初衷时，
说，“打算送朋友一件礼物，但不知道
送什么好，就利用社交网络进行查找
并萌发创立秀好礼的想法。 ”中搜产
品总监施奕认为，社交网络市场运营
尚不成熟， 社交网络平台需要手机、
邮箱等个人信息的认证，安全和隐私
保护问题很难彻底解决。 因此，社交
安全一定是未来的重大商机。

巨头公司做事情，多是“棍扫一
大片”，讲究大而全，创新公司一定要
看准目标，“枪挑一条线”，直冲靶心。
现在的用户们对新服务的兴趣越来
越浓，抓树木不抓森林才是社交网络
服务突破大牌阴影的有效方法。

在《中国企业报》主
办、移动互联网研究中
心和创视网联合主办
的“探寻社交网络的垂
直化未来”论坛上，前第
一视频 CTO、现任秀好
礼 CEO 王宇飞表示，
“当前社交网络服务很
多，不管是手机 APP 还
是互联网 PC 都在争夺
未来社交网络平台入
口，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肯定会出现一种相对
垄断的情况，那时，社交
网络再创业将会是一
件很困难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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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下滑 22%��营收环比下滑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