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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被指垄断 受害公司集体沉默

本报记者郭奎涛

始于去年 11 月末的“高通在华

遭反垄断调查”一案还在持续发酵。

日前，中国通讯工业协会旗下的手机

中国联盟向国家发改委递交了一份

《国产手机品牌知识产权生态调查报

告》，称高通的商业模式严重损害了

中国手机产业的健康发展。

记者就此采访了包括芯片厂商

在内的中国手机产业链多家公司，对

方无一不表示无法就此发表官方评

论。

“这不太像是几个手机厂商联合

起来做的事情，没有哪个厂商敢站出

来与高通对抗，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高

通对中国手机产业有多强势，只能由

政府出面解决。只要政府坚持立场，

相信高通最终会选择妥协，为本土手

机产业链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

会。”慧聪研究 ITC 事业总监张本厚

表示。

早已被指垄断

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芯片厂商，

高通被指垄断已非一两次，包括在日

本、美国等地，涉及金额最大的则是

在韩国。2009年 7月，高通由于对购

买其竞争对手芯片的手机厂商征收

较高的专利税，被韩国反垄断监管机

构 KFTC罚款约 2.08亿美元。

在中国，最早的信息可见于去年

8月。中国发改委官员徐新宇在当时

一次会议上向包括高通在内约 30家

外企施压，要求他们坦白垄断行为，

并警告他们不要聘请外部律师来对

抗监管机构的指控，否则可以将罚金

翻一倍或两倍。

有分析人士认为，连续 17年来

中国都是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

的国家，去年更是在光伏、稀土、鸡肉

等多个产业遭到欧美日等地区的贸

易战。作为反击，去年开始，中国发改

委先后对近 10家确定为垄断的外资

企业开出了上亿元的罚单。

随着中国反垄断调查如火如荼

地展开，同年 11月底，高通遭遇中国

反垄断调查的消息通过其美国官网

披露。不过高通同时声称并未意识到

自己违反了任何反垄断法的规定，但

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调查。

日前，高通 CEO保罗·雅各布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该公司至

今没有收到相关通知，仍不确定其为

何于去年末在中国遭到反垄断调查。

他还补充道，很多国家的监管机构都

不会披露反垄断调查的原因，这并不

罕见。

收费模式被指不合理

一个公认的可能性最大的原因

是，正如中国手机联盟在报告中指

出的那样，高通过度收取专利费和

搭售的商业模式有损中国手机产业

健康发展。尤其是新兴的 4G 市场，

高通在专利上拥有绝对优势，中国

政府希望借此迫使高通改变其原有

专利收费政策。

“高通的收费模式太不合理了，

不是按其芯片的价格收费，而是直接

从手机整体售价中提成。针对不同厂

商，提成有 1%—6%的比例。也就是

说，厂商增加任何一个额外的功能，

都要向高通缴纳这个比例的费用，严

重抑制了手机厂商的创新动力。”张

本厚说。

另一方面，高通的主要利润来自

授权技术，例如，通过与联发科签署

了专利授权协议，直接向采用联发科

芯片的手机企业收取费用。2013 财

年，高通售出了逾 7 亿颗芯片，对 10

亿部以上手机收取了技术授权费。

多家手机厂商拒绝了记者的采

访要求，有一家要求匿名的手机企

业人士表示，“这一现象由来已久，

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

据悉，在 3G 市场因为联发科、

展讯等国产厂商，高通的份额尚并

没有绝对优势。4G 领域，高通却率

先掌握了绝大部分专利，目前手机

企业推出的 TD-LTE 版的手机中，

绝大部分都采用了高通的芯片；中

移动的 4G 终端采购中，超过六成的

终端采用了高通的芯片。

张本厚认为，虽然三大运营商

并没有表态，不排除也是对高通展

开反垄断调查的推手，“至少不会反

对”，因为 4G手机推广的重要障碍

就是成本过高，如果能通过反垄断

调查迫使高通降低芯片价格，无疑

能为自己节省一大笔推广补贴费

用。

本土芯片扶持政策或出台

联系到针对国家的信息安全事件

层出不穷以及具有国资背景的紫光集

团斥资近 30亿美元收购了展讯和锐迪

科两家芯片设计公司，还有专家认为，

发改委此次展开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

还有可能是为芯片的国产化铺路。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执行副理

事长徐小田近日也透露，国家即将出

台大手笔的针对集成电路行业的扶

持政策。目前，新的扶持政策草案已

经出来，会组建产业推进小组，正在

征求各方意见，每年投入的资金力度

会非常大。

记者就此事采访展讯时，对方表

示，关于此事暂时不接受采访。

在张本厚看来，随着近几年手机

产业的发展，中国本土在芯片领域已

经成长起了一批品牌企业，包括从山

寨手机起家的联发科、华为旗下的海

思以及展讯等，在 3G领域，联发科已

经在蚕食高通的中高端市场，最近还

将工厂开到了高通的大本营美国。

“不过，总体来看，在芯片的性能

像速度、散热等方面，本土厂商跟高

通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在整体手机解

决方案上，高通做的也更加成熟。尤

其在 4G领域，高通在专利上拥有绝

对优势，联发科的解决方案最快到下

半年才能出来，那时高通已经占据大

部分市场了。”张本厚说。

张本厚认为，政府的反垄断调查

多多少少会给本土芯片企业带来追赶

的时间，至少在专利授权费上帮本土

企业争取下降的空间，“高通应该不会

强硬到底，不然面临高额罚款不说，还

可能被迫改变以授权费为主的商业模

式，这样给它带来的损失就更大了。”

互联网电视多重收入模式面临考验

中怡康刚刚发布的 2013 年度彩

电市场销售数据显示，去年互联网企

业虽然气势颇高但最终没有一家进

入排行榜前五，传统家电巨头依然保

持强势地位，海信、创维、TCL、康佳、

长虹市场占有率均超过 10%。

乐视 TV总经理梁军在日前发布

最新超级电视 70 英寸 Max70 时坦

承，超级电视总销售数量为 30 多万

台，不到中国电视市场总量的 1%。不

过他强调说，乐视 TV 真正量产是从

第四季度开始的，而且产品型号初期

只有 X60 和 S40 两款，这都会影响其

全年的销量。

慧聪研究 ITC 事业部总监张本

厚认为，乐视 TV 规划了一个从硬件、

软件到系统再到内容的生态体系，试

图依靠多种盈利模式带来的硬件低价

销售在传统电视厂商中突围，但是没

有销量的支撑，乐视生态将举步维艰。

互联网做电视

2012年，电视智能化的浪潮在全

球开始引人注目。在中国市场，自从

2013 年 5月乐视网宣布即将推出乐

视超级电视之后，爱奇艺、优酷土豆

甚至是小米科技和阿里巴巴，长期观

望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推出了自己的

智能电视计划。

“智能电视开启了一个内容消费

的窗口，包括视频、游戏甚至是教育

等整个互联网信息消费，单纯靠硬件

公司或互联网公司都无法完成，因

此，乐视与富士康合作、爱奇艺与

TCL合作、优酷土豆跟同洲合作，阿

里巴巴更是要拉拢一大批硬件厂

商。”张本厚说。

而在这次互联网做硬件的浪潮

中，操作系统无疑是互联网公司与硬

件厂商竞争或者谈判的重要筹码。目

前，乐视、小米、阿里都已推出自己的

操作系统，乐视还将于近期发布

LetvUI3.0版本，它是全球首款全体感

智能电视 UI系统。

梁军认为，操作系统之于智能电

视的重要作用在于，不仅直接影响着

产品的用户体验，而且是各种信息消

费应用实现的基础。“超级电视是迄

今为止唯一能够知道用户在看什么

的智能电视，通过大数据的挖掘，可

以帮助我们创造和改进更多的信息

消费服务。”

“未来，所有硬件厂商都将依附

于操作系统，微软 windows是这样，

谷歌安卓是这样，智能电视领域还是

这样。”他甚至如是断言。

另一边，传统硬件厂商也在逐渐觉

醒。TCL、同洲相继分别和爱奇艺、优酷

土豆结成了联盟，双方共同深度定制智

能电视操作系统，更多的电视厂商如创

维、酷开等则选择加盟阿里巴巴OS系

统联盟，后者还能为其提供强大的电子

商务渠道及网络支付功能。

产能悬而未决

就在互联网电视企业沉浸在以

信息消费为主导的多重盈利模式设

想的时候，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日益

突显。相比传统电视厂商，乐视 TV等

互联网电视的市场份额太小了，在销

量有限的情况下，再好的商业模式都

只能是画饼充饥。

梁军没有否认产能难以保障的

问题，他将原因归结于市场需求超出

了预期，“我们有已定的生产计划，实

在没有想到市场的需求这么大。这还

只是在一二线城市，我们还收到不少

来自广大的三四线城市甚至是农村

地区的诉求。”

IC 元器件电商科通芯城副总裁

朱继志则认为，主要还在于互联网企

业对于硬件供应链的控制能力较弱，

无法采购到充足的上游零配件，“智

能电视作为一个新兴产品，核心配件

整体产能有限，它们通常都会优先照

顾需求大而稳定并且合作多年的传

统电视厂商。”

目前来看，与传统电视厂商合作

的爱奇艺、优酷土豆都未出现缺货现

象，其中，晚了 2 个月才推出的爱奇

艺 TV+已经卖出 20万台，直追乐视

TV的 30万台。

答案将初步揭晓

争议归争议，乐视 TV“平台 +内

容 +终端 +应用”的生态系统是否可

行，“广告收入 + 内容收入 + 应用分

成收入”的多重收入模式又能否实

现，终究会到用事实说话的时候。

在乐视最新超级电视 70 英寸

Max70时发布会上，“乐视 TV各项营

收整体表现良好”此类的模糊回答已

经无法满足各家媒体的好奇心了，面

对一次又一次的提问，梁军最终表示，

核心营收数据将会在 2月进行公布。

张本厚认为，正是基于多重盈利

模式，乐视超级电视的价格定得很

低，几乎将市场均腰斩，相比传统硬

件厂商，乐视在硬件方面肯定不赚

钱，甚至是赔钱。这种情况下，多重盈

利模式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其战略

能否维持。

创维集团总裁杨东文早前也表

示，近来互联网企业大举进军电视领

域让传统彩电企业坐立不安，但他目

前尚不担心乐视等互联网企业破釜

沉舟抢端口的情况发生，因为互联网

企业此举最大的障碍是现金流难以

支撑硬件成本的周转。

截至发稿时间，乐视 TV仍然没

有公布核心营收数据的迹象。该公司

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暂

时没有接到高层的通知。

本报记者郭奎涛

转基因重大专项获支持
80%种子企业或将出局
本报记者张博

2014 年 2 月第 7 日，农业部办公厅印发《2014 年农业科

技教育与环保能源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

进转基因重大专项深入实施。因为涉及转基因，《要点》一经颁

布便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带动 A股种业板块个股纷纷

大涨 ,隆平高科、登海种业、荃银高科、敦煌种业涨幅都在 5%

左右。

有分析认为，政府对转基因大田品种的政策导向或将引

发中国种子行业的整合, 一旦大田转基因品种进入产业化阶

段,行业竞争格局将出现较大变化。虽然政府对大田转基因作

物的推广将会非常审慎地推进 , 但是农业部对转基因作物研

究的立场十分坚决，而登海种业与隆平高科分别作为中国玉

米种子和水稻种子的龙头企业 , 可能将成为中国转基因产业

化推广大潮中的最大受益者。

新政或引发明显科研人才流动整合

据报道，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大多被科研机构所掌握,而我

国每年投入资金数百亿保护粮食安全，也大多流向科研院所。

脱胎于国有科研机构的种子企业，可以很方便地拿到各级政

府支持的科研经费。其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缺乏科研经

费、创新能力不足。近万家种子企业中，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仅

有 95家，88％的品种出自科研单位。而在美国，科研院校仅作

基础性研究，95％的品种出自种子企业，企业工厂化式育种也

大大提高了育种水平和效率。

同利马格兰、先正达、孟山都等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占销

售收入的比重均超过 10%，相比国内即使是对研发相对更为

重视的上市企业也只有 4%左右。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外

种子公司一年推出几十个新品，而国内公司几年才出一个。而

全球种业 10强公司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的 35％，中国种业

10强公司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例仅为 0.8％。

广发证券分析师称，将研发力量集中在科研院所，很难约

束研发成本，而有新品种时，或以低于市场价值转让，或自立

公司经营。这实际上扰乱了新品种的市场定价，压制了其他企

业的创新热情。

在新的政策指引下,2014年种业科研资源将出现重组,科

研人才的流动和整合将成为 2014年种业行业最大亮点和看

点,从而直接影响未来数年行业格局的变化走向,商业化育种

向龙头企业倾斜将有利于品种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的快速提

升。

跨国企业掌握技术与专利等核心资源

除了在科研经费和项目上向企业倾斜外，如何与跨国公

司开展更深入合作的同时进行竞争，也是中国种子企业必须

面临的问题。孟山都公司与中种集团、杜邦先锋与登海种业和

敦煌种业成立合资公司这样的全方位合作，也凸显出海外巨

头对未来转基因作物在中国推广的战略布局意图。而未来中

国公司与海外巨头是否有全方位深入合作也决定了其在转基

因作物领域的长期竞争力。

据了解，目前排名世界种业前十名的公司均已进入中国

市场。业内外对此也不断有“我们国家的种业公司一半以上都

被控制在外资手里，或被控制在洋人手中”的担心。据专家分

析，由于中国种子经营的现行法规及政策的限制，这些公司的

经营范围主要是蔬菜、瓜果、花草种子等，其经营量约占中国

这类种子需求量的 50%左右，目前尚未对中国种业安全构成

威胁。

但资料显示，美国孟山都公司近 3年总净销售收入超

400亿美元，总净利润超 60亿美元。而截至 2013年三季报，

国内登海种业、隆平高科、大北农等 9家种业上市公司近 3年

营业收入总和不到 500亿元，净利润不足 40亿元。虽然按照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外资企业最多只能持股 49%。但有业内人

士指出，这些名义上只占 49%股份的跨国公司却掌握着合资

公司的核心资源：技术与专利。他们凭借资金、技术、人才、种

质资源等优势，经过长期的积累、市场的深耕细作等，在国内

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很容易形成实际的垄断。

加速培育龙头企业

事实上，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多个种业扶持政策，在

2012年的《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

中要求，到 2015年，中国将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

业，前 50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40%以上；到 2020年，培

育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

技术服务到位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前 50

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60%以上。

国办出台的 109号文件《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

新能力的意见》进一步提出，确定为公益性的科研院所和高等

院校,在 2015年底前实现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脱钩。充分发

挥市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种子企业作为主

体，推动包括育种人才、技术、种质在内的各项资源向企业流

动，鼓励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并购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而在

最新版《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则要求，申请

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的生产和经营许可证要求注册资本分别

为 3000万元，申请“育繁推”一体的许可证要求注册资本为 1

亿元。专家对此表示，理论上 80%的企业可能退出市场，政策

支持大企业进行研发的意图十分明显。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政策的核心是加速培育出国内种业

龙头企业，同时鼓励那些具备品种研发优势、管理优势的大企

业通过兼并重组，加速成长，那些本来就拥有雄厚科研实力和

稳固基础的大型种业公司将是重点扶持对象。种子的育种周

期较长，不少品种的培育需要 6—8年的时间，再加上各种业

公司的科研水平不一，那些起步较晚、技术落后的种业公司将

面临大公司的技术壁垒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本报记者林瑞泉 /摄

高通称仍不确定为何在中国遭反垄断调查

销量整体未进行业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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