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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1992年的中韩建交，三星正
式进入了中国，并在东莞、天津、苏

州、威海、宁波等地建立工厂，开始对

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并于 1995 年在
北京成立中国三星总部。

完整的本土化体系

从 1992年进入中国至今，中国
三星已经 21岁了。这就像一个人从
蹒跚学步到成为勃勃生机的青年，中

国三星也同样经过了从摸索到发展

壮大的历程。这个过程与中国三星的

经营战略密不可分。

起初的三星主要从事电子产品

组装，2000年之后，中国三星开始在
北京、苏州、南京成立研发中心，将研

发事业转向中国，逐渐地实现研发本

土化。2005年，三星又将旗下的金融
业和服务业带入中国。2008年，中国

三星将生产、研发、销售全面扩大。

2012年，中国三星西安投资项目落
地，三星开始在中国投资尖端技术，

投资也开始向西北地区转移。2013
年，三星液晶 8.5代线投产在苏州正
式竣工。

早在 2000年，中国三星就已经在
苏州建立研发中心，现如今三星在苏

州对 LCD面板的投资已达大约 30亿
美元，生产 8.5代 TFT-LCD面板。结
合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三

星又在西安进行半导体投资，生产 10
纳米级的 NAND Flash 闪存芯片，总
投资额约为 70亿美元。

2013年 10月 25日，三星 8.5代
线液晶工厂正式竣工。这个从去年 5
月正式开工，占地 17.3万平方米的三
星工厂将正式投产。三星将瞄准着迅

速成长的中国高端电视市场，提供出

全球高品质的显示产品。

经过 21年的发展，三星已在华
夏大地深深扎下了根，也渐渐深入人

心，赢得了中国市场的认可。

积极的责任践行

在三星看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获得利润是不够的，要做

“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

在经营发展中，中国三星始终

强调社会责任和当地社会共同发

展。在教育支援、社会福利、农村支

援和环境保护四大领域内积极参

与、开展了各项公益活动，如：建立

三星希望小学、支援大学生西部支

教、颁发三星奖学金、三星一心一

村、一社一河（湖、山）等。从 2007年
起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为贫困白

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的“三

星爱之光行动”。

截至 2012年，中国三星共举行
822次公益活动，参加人数为 4.3万余
人。

同时，自 2008年宣布绿色经营以
来，中国三星全面推进经营绿色化、

工厂绿色化、产品绿色化和社区绿色

化。严格遵守 RoHs China的规定，取
得了多种产品的环保认证。全力打造

环保工厂，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水和废

气的污染。

为了提高合作公司与代理商的

竞争力，中国三星还不遗余力地将经

营经验和信息等与他们共享，并提供

三星所拥有的技术支持。

不仅要在科技上领先，也要在社

会责任上做出表率，三星做到了。

【一周 A week】

>>10月 24 日，美国地区法院作出裁决，允许逾 6.4 万
名员工对苹果公司、谷歌、英特尔和 Adobe的互不挖角协议
展开集团诉讼。

>>10月 2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钢铁产品发起贸易
救济调查；Twitter拜会华尔街投行，为 IPO路演做准备。

>>10月 28日，LG 正式发布了旗下首款曲面屏智能手
机———G Flex

上周

本周

>>10月 29日，美国公布 怨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怨月
份零售销售数据、愿月份标普 辕凯斯席勒房价指数；美联储召
开议息会议。

>>10月 30日，欧盟委员会公布欧元区 员园月份经济景
气指数。

>>10月 31日， 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公布

利率决议；新西兰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脸谱推特:逃不掉的“用户坎儿”

【特别报道 Special】

近日看到消息称，英特尔押宝山寨平板厂商，希望能寻找

到下一个联想。如果英特尔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么注定是

一个大大的败笔。众所周知，英特尔在移动互联网市场一直没

有找准节奏，无论是移动芯片领域，还是智能手机市场，从芯

片、系统、平台等各个角度去观察，英特尔都是一个追赶者的

角色。昔日在平板电脑刚刚起步的时候，英特尔的重心还在上

网本身上，但这个产品并没有延续它的生命力，后来英特尔打

出超级本希望能引领一个新的发展潮流，进而开创一个新时

代。但事与愿违，超级本的市场走势并不令人乐观。

英特尔发现移动互联网这条路走得还是有问题，因此再

次对移动互联网市场倾注力量。无论是在芯片领域，还是平板

市场，英特尔都开始发力。难道此时的英特尔着急了，希望借

助山寨平板厂商能挽回一城吗？笔者认为这样还是不现实的。

英特尔有点病急乱投医了。

首先，平板电脑未来承载着多少市场变化很还难说，虽然

平板逐渐在替代 PC成为用户娱乐的一个重要产品，但是不是

真的可以超越笔记本电脑也难有定论。有数据显示，全球平板

电脑市场增速正在放缓。2013年二季度，该类市场同比增长

了 43%，但 2012年二季度，这一数字则是 116%。

其次，平板 iPad 和三星的平板优势还比较明显，二者几

乎统治了全球一多半的份额。如果苹果能够持续占据平板电

脑市场，那么留给英特尔的机会不是很大。当然，这也不是唯

一的。如今苹果 iPad的市场销量也在变化。2013年二季度，苹

果 iPad从上年同期的 47.2%下降至 28.3%。而 Android系统平

板的上升势头略好。

这是不是英特尔感觉到中国市场的一个潜在机会？英特

尔产品进入到平板市场，自然是瞄着 Android 系统的，因为苹

果目前还没有和英特尔合作的意向，再加上本身的封闭性，也

不是其他厂商可以直接介入的。山寨厂商生产平板电脑，自然

是搭载着 Android系统。

当然，中国的山寨厂商的大量产品其实也是奔着海外市

场而去的。据市场研究公司 eMedia Aisa的调查显示，中国白

牌平板电脑厂商在 2012 年累计出货超过 5000 万台平板电

脑，并且这种增长态势在今年丝毫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据

悉，今年白牌平板电脑今年的总出货量预计将在 8000万至 1

亿台之间，这将占据全球 Android平板市场份额的 50%以上。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据悉英特尔在中国组建了专

门支持中国合作伙伴的移动通信事业部，参与产品规划、产品

定义以及后期的市场推广工作。如此，这些山寨厂商可以借助

更多英特尔的力量。据悉，截至目前，包括蓝魔、台电科技在内

14家厂商已经与英特尔达成了合作。

貌似很好的合作模式，但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不牢靠性

将注定用户的忠诚度不会高，包括这些厂商对英特尔的忠诚

度以及本身市场的反应都有很多的缺陷。很有可能这些厂商

随时都会戛然而止，这种风险显然是英特尔应该考虑的。

毕竟，目前很多白牌平板电脑厂商是依靠低价和产品快

速上市获利，他们对未来长期发展的关注并不多。没有长远的

规划，抄到了就赚到了，如果没有抄到那么就快速转型或者直

接倒下，英特尔能经得起这种失败吗？因此这种下注是很难长

久的，也必然会成为一个败笔。

英特尔能在中国的山寨厂商中找到下一个联想吗？在目

前的市场环境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这种可能微乎

其微。 因此，英特尔的重心还应该是那些有长远合作规划的

大企业。

同时，英特尔已经意识到用户的习惯在悄然改变，正如英

特尔自己所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还是起步阶段，在路上，未

来还有很多不可预知性，因此押宝也不必急于求成。

英特尔能找到
下一个联想吗？
小刀马

【世界观 Review】

本报记者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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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推特（Twitter）向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了最新的
S1文件，更新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用
户数据以及有关投资人细节。有消息

称，推特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11 月 7
日（北京时间 7 日晚）在纽交所挂牌
交易。

硅谷将再次迎来社交网络巨头

的 IPO，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去年脸
谱（Facebook）IPO 前华尔街路演盛
况。

2012年 5月 18日，脸谱在美国
纳斯达克上市。顶着千亿美元估值上

市的脸谱从未摆脱过泡沫的质疑，这

一年半以来，脸谱业绩如何？对于即

将上市的推特而言又将在脸谱的前

车之鉴后划出怎样的弧线？

脸谱股价持续大跌
一年之后才逐步回归

当 28岁的扎克伯格敲响纳斯达
克的开市钟时，脸谱便成为华尔街投

资者最受关注的焦点。

然而，上市后 4 个月，脸谱股价
曾下跌一半。2013 年 1 月，脸谱股价
曾缓步反弹至 30 美元上方，随后停
滞。而 2013 年 5月 18 日，也就是脸
谱上市一周年之际，股价又下跌至

26 美元左右，较 IPO 发行价低
30%。
“缺乏足够清晰的广告模式，难

以说服广告商，更难以向投资者证明

出非常靠谱的促使广告主投放的逻

辑；另外，移动业务前景不明朗，还没

有特别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脸谱在移

动业务方面有较大的进展。”对于脸

谱连连跌破的原因，有业内人士如此

评价。

针对华尔街的质疑，在股价低落

时期，扎克伯格对公司业务进行了重

组，并推出针对移动设备的广告产

品。广告量和移动业务的广告营收出

现了大幅好转，这也使得其股价开始

止跌回升。截至 10月 25日，脸谱的
股价为每股 52.45美元。
虽然近期脸谱的价格高涨，但前

段才回到 IPO水准以上，做到这一点
脸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脸谱活跃用户量增长
遭遇天花板

尽管脸谱已经回归到一个相对

安全的状态，然而，活跃用户量增速

放缓却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的隐

患。

数据显示，2012年 10 月到 2013
年 3月六个月之间，脸谱平均每个月
会减少约 900 万的访客量，而这一趋
势并不仅仅出现在英美，在其他欧

洲、北美甚至亚洲地区，均录得不同

程度的访客数下降。

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英美的

用户已达到极限无法再增加；另一方

面，用户出现“审美”疲态，将注意力

转移到其他提供更多细分选择的网

站上去了。

事实上，尚无一家互联网品牌或

网站能够使用户持续关注十年以上。

2004年上线的脸谱，还没迈过十年的
坎儿。

“活跃用户数的变化趋势能够

衡量网站现有用户的质量和价值，

这或对脸谱的营收造成影响。而脸

谱最主要的广告市场是英美，这两

国的用户已达极限，广告商们会根

据活跃用户量来选择投放市场，未

来可能会转移到别的社交媒体。”国

内专注于科技公司发展的业内人士

张未波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

推特活跃用户规模不足
利润瓶颈已现

如果说脸谱活跃用户量增长出

现天花板是营收的掣肘；那么，推特

的用户量不足就是其成长一直以来

的羁绊。

从推特诞生之日起，就不停地在

和脸谱比较。而今，活跃用户规模不

足被业内认为是推特的最大软肋。截

至今年 9月底，推特月平均活跃用户
数量为 2.32亿。但较之脸谱，仍是九
牛一毛。

美国投资顾问公司 Fool 指出，
脸谱上市时，最大的担心是如何从

移动端获得收入，而推特上市时，

最大的隐忧则变成美国的用户怎

么增长，如果用户规模小，推特将

无法和脸谱、谷歌等巨头争夺广告

份额。

也有一些广告主表示，其用户的

质量弥补了其数量上的不足。只要时

间允许，用户就会登录推特，而且活

跃度往往非常高。广告商不仅可以基

于推特用户的总体偏好和地理分布

实现精准广告的发布，而且还能根据

他们在看到广告那一刻正在做的事

情投放广告。

然而，因为活跃用户规模不足，

推特的利润瓶颈已现。

在最近的 9月财季当中，推特的
营收达到了 1.686亿美元，较之去年
同期的 8230 万美元翻了一番还多，
但是公司的净亏损也从 2160万美元
增加到 6460万美元。

为避免用户流失，推特借鉴脸

谱，对信息浏览界面进行改版，以便

未来能够植入更多的广告。推特搜集

了很多创收潜力巨大的信息，包括用

户在网上看过什么，买过什么、了解

用户喜欢讨论的话题和关注的内容，

为广告增收探索新的模式。

很显然，推特正在做出任何可能

的努力，希望避免当初脸谱上市时犯

下的错误。但是，活跃用户量不足的

问题犹在，推特未来的挑战仍然艰

巨。

【500强总部档案 Archives】

21岁的中国三星

活跃用户量增长出现天花板已成为脸谱营收的掣肘，而推特的用户量不足或是其成长的羁绊。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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