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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电商烧钱，其实视频网站

才是最能烧钱的，从第一家主流视频

网站土豆网 2005年上线至今，中国
视频网站一直烧了 8年，土豆直到与
优酷合并都没实现盈利。”一家视频

网站的人士说。

根据优酷土豆集团近期财报显

示，双方通过合并来缩减成本的希望

仍然不尽明朗。其 2013年 Q2净亏损
为人民币 1.051亿元，环比有所收窄；
而刚刚公布的 Q3财报中，这一数字
再次扩大到了 2.186亿元。

自制内容扶正

多位行业人士认为，诞生以来，

视频网站通用的是前端免费、后端广

告的模式，这种没有门槛的竞争导致

整个行业一直深陷亏损的泥潭。现在

大家做内容、做硬件背后，突显的是

传统模式已经遇到了天花板，需要开

拓一些新的商业模式。

易观分析师孙梦子指出，视频网

站长期主张内容免费、贴片广告的商

业模式，盈利模式过于单一，对于内

容的竞争造就一部部天价影视剧，却

加重了视频网站的成本负担；对于广

告主的恶性竞争，则出现了相互拆

台、压低广告费和收入的结果。

视频网站也试图培养用户的付

费点播意识，认为这是未来的主流盈

利模式，但是大量盗播工具、盗版视

频的存在，使得这一计划进展缓慢。

近日，优酷土豆、乐视网等四家视频

公司起诉百度视频盗版索赔高达 3
亿元，也从侧面反映出行业盗版的严

峻局面。

“我不认为花钱多买一部五千万

或者八千万剧叫做核心竞争优势，因

为用户是跟着内容跑的，内容制作商

是跟着钱跑的，剧走了，用户也走了，

最关键的支撑点在内容。所以，除了

买内容以外，策略重心更偏向于自制

内容，这是我们竞争的核心。”爱奇艺

CEO龚宇说。
不仅仅是爱奇艺，搜狐 CEO张朝

阳也表示，2014年自制内容将成为搜
狐视频的重要依托；腾讯视频也悄然

与金立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做大自制

业务的计划可见一斑。

其实，视频网站自制内容早已在

两年前爆发。

2011 年 6 月，爱奇艺发布“奇艺
出品”战略，并在年底宣称，次年将投

资 2 亿元自制 12 档原创节目。搜狐
视频相关人士也表示，未来会投入亿

元用于原创自制。乐视网更是宣称每

年投入 1.2亿元打造“乐视制造”，并
成立子公司乐视影业主要负责这一

业务。

上述视频公司人士认为，当时多

数网站对于自制内容主要是尝试、作

为一种辅业，甚至是纯粹为了给资本

市场讲故事。随着这两年买剧价格战

愈打愈烈却没有带来真正的竞争优

势以及自制内容在广告收入上的能

力逐渐凸显，自制内容正在被扶植成

一项主业。

此时，以 UGC（用户自制内容）起
家涉足到网站自制的优酷土豆，原创

内容的营收已占总营收的 35%左右，
比例还在迅速上升。乐视影业的市场

份额更已经位列中国 5 大民营公司
第 4位，还在源源不断地为乐视输入
新的独家片源。

生态化雏形纷现

视频网站对于自制内容的扶正

只是突围亏损泥潭的一部分，在这之

前，行业还掀起了一股涉足硬件的热

潮。

电视机顶盒、电视棒自不必说，

自今年 5 月乐视网旗下子公司乐视
致新宣布联合富士康推出自有品牌

的智能电视之后，爱奇艺也与电视厂

商 TCL合作推出了自己的智能电视，
就连明确表态不做硬件的优酷土豆

也不得不改口悄悄做起了相关产品。

另有行业人士认为，虽然多数视

频网站并没有像乐视那样明确提出

去做生态，从上游的自制内容到下游

的硬件制造的布局，加上本身在网站

平台上的原有业务，它们已经是在打

造类似的视频生态系统。

“视频网站花了很多年都在思考

这个问题，怎么把观众变成用户，从

观众来看内容变成用户来消费内

容，大家一直都在这个关口上，说实

话没人过得去了。我现在得出的解

决方案是，用现有的这种模式是解

决不了的。”乐视致新高级副总裁彭

钢说。

孙梦子分析认为，通过生态系统

的搭建，视频公司可以逐渐摆脱传统

纯网站模式对于广告的依赖，可以从

内容、平台、终端、应用等多个环节取

得收入。目前，乐视超级电视、爱奇艺

TCL电视等均以超低价为一大卖点，
底气即源于多种盈利模式来弥补硬

件销售的亏损。

需要指出的是，乐视目前的收入

中原有的版权分销业务依然占据重

要地位，生态系统中追求的多重盈利

模式贡献的收入并不明显。

“生态化发展目前在内容、硬件

等方面还处在投入期，这会增加视频

公司的额外成本；另一方面设想的多

重盈利模式能否实现也有待检验，而

且终端销量有限也会造成相关收入

受限等等，都是需要后来者警惕的地

方。”上述行业人士说。

本报记者 郭奎涛

根据艾瑞咨询刚刚发布的一份

《中国外包企业邮箱市场发展研究报

告》，虽然传统企业邮箱品牌 263 邮
箱依然保持市场营收份额第一的领

先优势，后起的腾讯企业邮箱、网易

企业邮箱已经分别在用户规模上跃

居第一、第二的位置。

“腾讯业务主要是 2C，但是在 2B
这块是公司一直想进入的一个领域，

因为比个人市场更庞大，但一直没有

找到切入点。但是我们认为，邮箱是

比较好的切入点，最有可能成为一个

基础平台服务。”腾讯企业邮箱市场

部负责人陈峰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场格局屡经洗牌

作为互联网最古老、最基础的服

务之一，电子邮件已经成为网民和企

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

着云计算、移动化等互联网形态的不

断进步，这一服务的功能也在不断受

到冲击和改进，进而带来了行业一轮

又一轮的洗牌。

根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不完全

统计，中国目前从事企业邮箱产品服

务的厂商保有量不低于 40家。这其
中包括 263、万网、21CN等专业企业
邮箱厂商，也包括新浪、搜狐、腾讯、

网易等个人互联网消费企业。

“早在 2002 年，新浪、搜狐等就
继雅虎之后推出企业邮箱，现在雅虎

关闭服务了，新浪、搜狐也退出了主

流阵营。2009年、2010年，网易、腾讯
先后推出企业邮箱，正在成为与 263、
万网等抗衡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一位熟悉企业邮箱市场的人士说。

艾瑞在上述报告中也提到，目

前，由腾讯、263、万网、35 互联、网易
五家占据主体份额的市场格局。其

中，263凭借其长期运维经验的积累
在市场营收规模上保持领先，而后起

的腾讯凭借其免费邮箱以及 QQ、微
信等产品的资源整合性，在用户规模

上保持领先。

“263的业务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企业邮箱，另外一个是 IP通
信，现在从它的财报上来看，感觉它

现在逐渐在向后者倾斜。”上述行业

人士认为，随着腾讯、网易等企业的

积极圈地，将在企业邮箱市场占据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

艾瑞咨询行业研究副总监金乃

丽认为，互联网企业在企业邮箱上能

够迎头赶上，与这两年中小企业信息

化进程的加速密不可分，其客户很大

程度上即集中于中小企业；云计算、

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其通

讯、社交产品能够整合到邮箱中，这

正是传统厂商所缺乏的。

“最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企业对

于互联网思维的运用，通过跟用户即

时的沟通、对用户反馈的即时处理，

使得产品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

需求。”金乃丽认为，传统企业邮箱厂

商通常都是渠道驱动式发展，把心思

更多地花在如何说服渠道上了。

然而，互联网企业的介入，把原

来运用于个人消费市场的做法移植

到企业端，例如免费模式的推广，一

味追求用户规模、不计收入和盈利，

这曾经导致了新浪、搜狐的恶性竞争

以及一度被看好的百家邮箱的倒闭。

对此，陈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在 2010年推出免费版企业邮箱
两年后，腾讯已经推出了具备增值服

务的收费版。“不过，目前腾讯 90%的
仍然是免费用户，我们仍然十分看重

长尾效应。”

互联网企业做企业邮箱还面临

左右手互搏的现象，因为很多企业都

会用免费的个人邮箱、通讯、社交等

产品代替企业邮箱甚至是整个 OA协
同。另一方面，对于一向专注于个人

消费尤其是娱乐消费的互联网企业，

企业在选择邮箱等管理软件时还是

有所顾忌的，这也是为什么腾讯特意

将产品命名为“腾讯企业邮箱”而非

“QQ邮箱。”

进军企业信息消费

尽管互联网大佬对于企业邮箱

煞费苦心，这一市场却明显不如它们

的其它业务的收入那么可观。

艾瑞数据显示，企业外包邮箱的

市场规模整体 2012 年在 9 亿元左
右，今年有望达到 11亿元。即使能够
达到 50%以上的份额，充其量只有 5
亿元左右，这在互联网企业每年动辄

数百亿元的营收中占比很低。

“互联网企业一直侧重于个人信

息消费市场，在企业端信息消费市场

虽然做了很多尝试，它们却更想寻找

一种可以平台化的产品，并以此为入

口图谋整个企业端市场，邮箱正好提

供了这样的机会。”金乃丽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说。

其实，企业邮箱只是互联网企业在

企业端产品矩阵中的一个。奇虎 360在
年初就推出企业版安全软件，百度、阿

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在企业级

应用市场有所动作，腾讯更是形成了企

业 QQ、微博、微信等产品，一款移动
OA的产品雏形也在几天前被曝光。

对此，陈峰回应说，腾讯在 OA等
企业管理软件业务确实有所考虑，具

体是自主研发还是开放接口不太好

说。“如果我们什么都做，也是不太可

能的，更多的是以平台的形式，与传

统管理软件厂商合作。”

值得警惕的是，同样被视为最有

平台发展潜力的个人邮箱市场，却并

非那么顺利。例如，号称拥有 5亿用
户的网易邮箱，一直试图植入电商、

视频、游戏等业务，更多的用户的习

惯还是仅限于收发邮件，对这些额外

的功能产品关注的不多，互联网企业

能否避免在企业邮箱业务的覆辙有

待检验。

连亏八年 视频网站“逃离”PC端

企业邮箱战火再起 互联网大佬拼夺商用份额
本报记者 郭奎涛

资讯

全国脊柱健康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日前，以“践行生态文明”为主题的第十四届福特汽车环保

奖在上海圆满落幕，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2个环保团体荣获
本年度“自然环境保护———先锋奖”和“自然环境保护———传播

奖”两大类共 12个奖项，另有 12个组织获得本年度新设立的
“社区参与创意奖”。经过评委会的一致商议，“滇金丝猴野外监

测巡护”项目和“中国西部边远地区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

分获本届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先锋奖”和“自然

环境保护———传播奖”一等奖，分别获得 27 万和 20万的奖金
资助。

2013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圆满落幕

日前，由中国节能协会主办的“2013 中国节能与低碳发
展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出席并致辞，工信部苏波副部长、国

家质检总局吴清海副局长、国家发改委赵家荣副秘书长、同济

大学吴志强副校长等领导出席并作报告。论坛以“践行节能低

碳 共建生态文明”为主题，围绕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等领域，

对提高能源效率、低碳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关键问题进行

交流和研讨。

中国节能与低碳发展论坛在京召开

日前，薇卡手机在官网上发布消息称 12月 1将要在北京
798艺术区联合艺术中心召开名叫“享你所想”UImarx手机系
统发布会。当网友都在期待发布会时，有网友爆料称发布会上

薇卡将与微软正式签约，届时薇卡和微软重要高层都将出席。

据悉，此次薇卡发布会发布的 UImarx系统，是由薇卡全
硅谷的研发团队和微软的技术支持下研发的手机系统。从此

前薇卡手机视频中来看该手机是基于安卓 4.1 深度定制，实
现完美智能交互，该手机在个性化和人性化上有着不错的完

善，将带来更简洁顺畅的用户体验，将是用户体现的一个飞

跃。消息称，UImarx系统还有着“我的空间”功能，对个人隐私
有着更出色的保护。 （黄 童）

薇卡 veaka将在北京正式签约微软

近日，北京塞浦通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举办投资移民推

介会，介绍塞浦路斯投资移民相关情况。由于投资移民政策宽

松、投资额度小、移民过程简短，塞浦路斯已经成为投资移民

的热点。据介绍，投资 30万欧元买房就可以享有塞浦路斯的
公民资格。塞浦路斯的房地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其买房移民

的政策让更多的人选择在塞浦路斯投资移民，从而促进其房

地产业飞速发展。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部，亦为地中海地区

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塞浦路斯于 2004年正式成为欧洲联盟
会员国之一。现为英联邦成员国。

塞浦路斯成为投资移民新热点

近日，广发银行北京学院路支行客户王先生的父亲因病

在房山区的骨科医院进行治疗，其间老人想起有张 30万元的
活期存折，王先生随即来到银行。办理过程中却发现存单被老

人设置了密码，但被遗忘。根据规定：密码修改必须由本人携

带相关证件才能办理，而老人却远在房山住院。了解客户的困

难后，该支行行长当即派人赶往医院现场办理存折修改密码

服务。然后再次返回网点，在预留的服务窗口为王先生办理取

款业务直至完成。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负责人表示，虽然上门服

务人力成本加大，但只有用心服务才能得到客户的满意。

广发银行绿色服务通道方便老人

华泰汽车经过多年的锤炼与打造，整合当下最热车型的

优势，在今年 3月推出战略车型路盛 E70，凭借纯正的德系车
身技术、德系动力技术和德系底盘技术，以“德”服人，成为消

费者的时尚选择。路盛 E70底盘源自于德国大众顶级豪车制
造工艺，让驾驶者与乘客享受到沉稳舒适的驾乘感受。其中，

路盛 E70整个悬挂系统在同级车中可谓独一无二，采用奔驰、
宝马、奥迪等高级轿车才会运用的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和后

多连杆加横向稳定杆式独立悬架。在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行驶

保障的同时，可以减少驾驶过坑或崎岖路面时车身的振动、减

少转弯时车辆的侧倾，最大程度地提升乘坐舒适度，让消费者

感受“人车一体”的驾驭体验。

华泰路盛 E70成时尚家轿首选

在 Google、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推出漏洞奖励计划后，
国内互联网行业也纷纷效仿，推出各自的安全漏洞响应平台。

作为中国首家现金奖励漏洞报告者的互联网公司，360安全漏
洞响应平台不仅发布重金悬赏令，还在“看雪”等知名的技术网

站投放广告，呼吁更多安全研究人员帮助 360挖掘和修复自身
产品漏洞。据悉，360安全漏洞响应平台自去年 5月上线至今，
已发布了 74个漏洞修复报告，漏洞奖金达到 10余万元。360安
全专家石晓虹博士表示，“漏洞报告奖励计划是帮助企业加强

业务安全的有益措施，现金奖励有助于推动技术高手积极寻找

漏洞并向企业报告，而不是让这些漏洞威胁到用户安全”。

打广告找漏洞 360重金悬赏漏洞报告者

日前，全国脊柱健康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隆

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副局长马建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可冀等到会祝贺。大会由

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广州市康亦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承办。

大会主题是“推动健康服务、倡导脊柱健康、促进慢病防治”，

本次大会着眼于“脊柱健康百年工程”，科学而权威地宣传和

推广慢性病防治相关工作，聚集众多高端智力资源与来自全

国 20多个省市的“脊柱健康代表”共话中国健康服务、脊柱健
康行业未来发展。大会重点围绕推动健康服务产业、倡导脊柱

健康、促进慢病防治工作及脊柱健康学术报告进行。

出身于个人信息消费市场的中国
互联网企业已经在向空间更大的企业

端信息消费拓展了，一度被认为是老

古董、即将走向没落的邮箱则意外充

当了跳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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