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6日，据媒体报道，腾讯计划商

讨成为爱奇艺的最大股东。消息传出当

日，腾讯、百度、爱奇艺的股价齐声应涨，

其中爱奇艺的股价更是涨了25%，资本市

场一片“皆大欢喜”。

针对上述消息，记者向爱奇艺求证，

对方表示不予置评。而爱奇艺的大股东

百度，其公关负责人郭锋则通过百度

APP否认了百度将出售爱奇艺的传言：

“大家别乱猜了，爱奇艺是百度内容生态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度会一如既往

地支持爱奇艺的发展。”

不过，互联网江湖早已有个不成文

的规定，即公关的表态仅供参考或者其

在否认传言时，结果往往都证明了传言

的真实性。

那么，如果腾讯视频和爱奇艺真的

合并，其各自的目的是什么？视频领域

的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传言四起

6月16日，据媒体报道，两位知情人

士表示，腾讯计划成为爱奇艺的最大股

东，以降低成本，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的行业中对抗竞争。一位知情人士表

示，腾讯已与百度接洽，后者拥有爱奇艺

56.2%的股权。该知情人士还表示，该计

划仍处于早期阶段，随时可能更改。

另一知情人士表示，合作将提高腾

讯和爱奇艺在制作和购买内容时的议价

能力，并降低营销成本，否则这些成本将

用于从对方手中抢夺用户。

消息一出，资本市场立刻反应强

烈。当日，腾讯、百度、爱奇艺的股价齐

声应涨。虽然郭锋极力否认此事，但这

一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实际上，去年就有传言百度将出售

持有的爱奇艺股权，接触对象除了腾讯

外，还有阿里巴巴、今日头条、小米集团

等公司。

不过，就目前来看，阿里巴巴对大文

娱战略处于“摇摆不定”中，特别是此次

疫情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而今日

头条目前与百度已是“水火不容”，静下

心来谈判的可能性非常低。小米集团本

身就是爱奇艺的股东，持有爱奇艺股权

比例约为 6.67%。目前小米的重心在

AIoT上，成为爱奇艺的最大股东似乎对

小米的未来战略意义不大。

腾讯收购爱奇艺并非平地惊雷，2019
年就有多家影视公司高管提及此事。

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

示：“看股价情况的变化，应该是真的，以

后可以起名叫腾爱了”。

不过，对于两家公司的合并，仍有不

少人不看好。资深互联网观察家、原速

途研究院院长丁道师表示，双方肯定有

过密切接触，但最终能不能达成合并或

者股权层面的交易，困难很大。“第一，是

否会引发反垄断相关的嫌疑和争议，甚

至监管层面是否许可等都存在很多不确

定性；第二，两者合并后，是独立成一个

App，还是各自为战，都需要有战略上的

考量，这都是棘手的问题。”

知名 IT时评人张书乐认为，腾讯并

购爱奇艺全无必要。“并购带来的震荡和

整合过程中双方架构的调整，都比腾讯

视频少一个竞争对手和降低影视竞价风

险来的更大。”在张书乐看来，腾讯视频

单纯对影视版权的依赖性正在降低，而

其自制网剧正在勃发，基于降低成本来

并购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当前网络视

频正在从播放既有影视向多元化专业生

产转变。“一个超级平台也有自己的属

性，如果处处都发展和争第一，反而会失

去自己的属性。”张书乐认为，合作、战略

投资以及战略遏制都是选择，但前提是

不能牺牲自身特色和主营业务。

提高议价能力
减少长视频内耗

虽然目前在长视频领域，腾讯视频、

爱奇艺、优酷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不

过，三者在当前经济下行和以抖音、快手

为主的短视频冲击下，日子并不好过。

当前，版权意识日益浓厚，版权争夺

日益激烈，烧钱拿内容已是不二选择，哪

怕三大平台纷纷走上自制道路，烧钱的

步伐也没有停止。

另一方面，在巨大的投入下，视频行

业仍处于巨大的亏损状态下。

爱奇艺2019年财报显示，其全年内

容成本为222亿元，运营亏损高达93亿

元；腾讯2019年财报显示，其视频业务亏

损也近30亿元。

“不断的投入，还是不断的亏损。”这

是当前视频领域的真实写照，不论是早

期的优酷、土豆，还是现在的爱奇艺、腾

讯视频都未能实现盈利。

同时，在议价方面，视频平台也一直

落下风。“如果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合体将

打破长视频领域三足鼎立的局面。抱团

取暖是弥补亏损的一条好路，同时可以

一石三鸟：提高议价能力；合力对付优

酷；联手对付字节跳动、B 站等‘新势

力’”。刘兴亮表示，这将是皆大欢喜的

事情，对于百度而言可以专心“All In
AI”；对于优酷而言，一夜之间就从行业

第三变成了第二；对于用户而言，以后可

以只买一张VIP就够了。

正是因为视频领域前途迷茫，百度

才有了“卸载”爱奇艺的计划。而出售爱

奇艺之后，百度的业绩数据将会更好看；

另一方面，腾讯的娱乐基因也需要视频

这个行业。合并完成后，腾讯视频和爱

奇艺有望在版权资源方面实现共享，同

时还会减少争抢广告客户，提高议价能

力。

视频未来向哪？

实际上，目前视频领域，最大的

不稳定因素不是长视频领域的腾讯

视频、爱奇艺和优酷，而是“新势力”

抖音、快手、西瓜视频和 B 站等短视

频玩家，因为这些玩家的打法与长视

频截然不同。

从 长 视 频 来 看 ，其 内 容 都 是 以

PGC 为 主 ，而 短 视 频 则 以 UGC 为

主。此前，短视频玩家西瓜视频就通

过高价收购徐峥的贺岁片《囧妈》进

行免费播放，希望进入长视频领域，

打破其“护城河”。而此次如果腾讯

和爱奇艺合并，肯定会加大资本投

入，强化议价能力，进一步巩固“护城

河”。

业内一致认为，腾讯合并爱奇艺

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短视频这些“新势

力”，因为他们正在触及长视频领域

的“底线”，二者合并可能增加优酷的

竞争压力，但却断绝了短视频进军长

视频的未来。

不过也有人认为，腾讯合并爱奇艺

也挽救不了长视频的未来。在他们看

来，在长视频平台目前的营收结构中，

虽然会员收入增长不少，但主要还是广

告收入，而目前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

广告增长势头不大而且越来越难。同

时，在长视频中，监管越来越趋严。

不 过 ，只 要 是 内 容 就 离 不 开 监

管，短视频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至

于未来视频领域会怎样发展？一切

都不好说。

1414 2020.6.29 星期一

■ 编辑：戈清平（010）68667266转247 E-mail：yudy@chih.org ■组版：沙欣 企业企业··事件事件

▶ 本报记者 戈清平报道

业界传真

高企案例

世界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

“心脏”完成吊装

本报讯 6月21日，总装机容量

1600万千瓦的白鹤滩水电站首台机

组转轮完成吊装，标志着世界首台

10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水轮机总

装拉开序幕，为2021年7月首批机组

投产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悉，白鹤滩水电站为金沙江下

游4个水电梯级——乌东德、白鹤滩、

溪洛渡、向家坝中的第二个梯级，其

中装机1386万千瓦的溪洛渡水电站、

装机640万千瓦的向家坝水电站均已

全部投产，装机1020万千瓦的乌东德

水电站大坝已全线贯通。

三峡集团相关人士介绍，白鹤

滩水电站左、右岸分别布置 8 台单

机容量为 100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

组，是目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水

轮发电机组。转轮是水轮发电机

组的核心部件，决定着水轮机的过

流能力、水力效率及机组运行的稳

定 ，被 誉 为 水 轮 发 电 机 组 的“ 心

脏”。白鹤滩水电站 16 台机组转轮

均在施工区内制造加工，此次完成

吊装的为左岸 1 号机组转轮，最大

外径 8.62 米，高 3.92 米，重达 346.5

吨。 李剑军 杜健伟 陈浩

高通发布首款

骁龙6系5G移动平台

本报讯 近日，高通公司宣布

推出首款骁龙6系5G移动平台——

高通骁龙690 5G移动平台，进一步

推动5G体验的普及。

据了解，高通骁龙690提供卓越

的终端侧 A 和畅爽的娱乐体验，推

动骁龙5G产品组合进一步完善，同

时，高通将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全面

的支持，加速5G技术向全球更广泛

的人群扩展，助力2020年5G规模化

扩 展 目 标 的 实 现 。 目 前 ，包 括

HMD Global、LG 电子、摩托罗拉、

夏普、TCL和闻泰，均计划推出搭载

骁龙690的智能手机。

“随5G，至万物”是高通在加速

5G 普及时坚信的愿景。这句话既

代表了高通认同 5G 将突破通信领

域，为更多人群和更多行业所用，赋

能万物智能互联，更代表了高通致

力于通过5G等前沿科技，为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带去平等发展机遇的信

念。随着5G扩展，高通将与更广泛

的优秀生态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

5G和AI等新一代技术为引擎，让技

术惠及更多消费者和行业，并最终

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强

劲的增长动力。 乐思

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酷

狗音乐）2004 年起步于国内首个网络

音乐PC端，2006年 2月 20日进行工商

注册，后发布了手机客户端。公司依托

3000 万首海量正版音乐曲库，从数字

音乐版权运营出发，推出了酷狗直播、

5sing、酷狗唱唱等音乐产品，自主研发

了酷狗M1蓝牙音乐耳机、酷狗智能音

响、酷狗潘多拉互联网蓝牙音箱等硬件

产品，从软件到硬件布局音乐全产业链

生态。

在技术创新方面，酷狗音乐作为数

字音乐行业的领先公司，制定了鼓励技

术创新等制度，如重大技术奖励、创新

项目奖励、知识产权申请奖励等，使得

公司研发氛围浓厚、创新思维活跃。

多年来，酷狗音乐坚持用科技发现

好音乐、找到好声音，其推出的每日推

荐、猜你喜欢、歌单、排行榜单、酷狗号

等多维度产品开发，为新人新歌增加曝

光率，优化音乐用户视听体验。

酷狗音乐每年专利申请量、授权量

持续增长，拥有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

截至 2018年 12月，公司申请专利 1100
项以上，其中，发明申请专利 750 项以

上，占比超过 60%，同比去年增长 16%，

授权量同比增长 256%，项目不仅覆盖

音频识别、音频提取、音频控速等音频

处理技术，也涉及信息显示技术、外观

设计、硬件产品技术等领域。

在模式创新方面，酷狗直播垂直深

耕音乐直播领域，首创“音乐+直播”生

态：线上与酷狗音乐联动形成双平台流

量、粉丝互通，线下布局南宁、成都、重

庆、长春等重点城市音乐孵化基地，创

新打造直播造星产业链，成功打造出一

批知名歌手。

酷狗音乐经过 15 年的发展，牢牢

占据音乐市场“头把交椅”，这与酷狗音

乐的前瞻性及战略性密不可分。

首先，因为看到音乐正版化的趋

势，酷狗音乐一直致力于从各大唱片公

司、版权公司购买正版音乐、版权，从而

积累了最大的正版音乐曲库。

其次，酷狗音乐不断创新，开发新

的技术，如高潮挑歌、酷群等技术，这些

都是酷狗音乐首创且唯一的。这些新

技术的使用提高了酷狗音乐产品的功

能性，从而吸引了大量用户，提高了酷

狗音乐的安装量和使用量。

酷狗音乐通过个性化、自由化的技

术发展增强了用户的黏性，拉长了用户

在平台上的体验时间，加深了使用程

度，提高了用户在音乐服务上付费的可

能性，直接增加了高端增值服务的比

重。当收费增加后，作为整个产业链中

的服务提供商，酷狗音乐营收增加则会

促进其他各环节的收入增加，促进了行

业的良性循环。行业各环节的快速发

展则促进了唱片公司、词曲作者、歌手

的大量涌出，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反馈给用户，更强地刺激了用户的购买

消费欲望，进而使整个行业得以活跃发

展，改变产业链各环节变现能力较弱的

情况，真正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为

行业链各环节带来收入。

第三，酷狗音乐不仅仅是在做音

乐，而且是在做文化。酷狗音乐拟在线

下打造以构建“音乐全产业链”为目的

的高度聚集区，搭建酷狗线上平台的线

下聚集地，把音乐人、演唱者、演艺公司

等所需的线上线下资源高度聚集在一

起，成为标志性、具有影响力的音乐文

化地标，从而更快实现音乐产业大繁荣

的目标。

酷狗音乐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未来酷狗音乐拟打造依托广

州，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湾区音

乐人O2O聚集区，让全国乃至全世界

最优秀的音乐人都来大湾区、广州实

现其音乐梦想，形成音乐产业链的生

态聚集。

（本文选自《高新技术企业典型案

例集2019》）

首个跨境医药电商
“618首秀”成绩不俗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腾讯视频并购爱奇艺？视频格局生变

本报讯 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

辆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时速600公里高

速磁浮试验样车 6 月 21 日在磁浮试验

线上成功试跑，标志着我国高速磁浮交

通系统研发取得重要突破。

在磁浮试验线上，试验样车首次

进行系统联合调试，开展了多种工况

下的动态运行试验，包括不同轨道梁

以及道岔、小曲线、坡道、分区切换等，

共完成 200 多个试验项点，对悬浮导

向、测速定位、车轨耦合、地面牵引、车

地通信等关键性能进行了全面测试。

“在多种工况试验条件下，车辆悬浮导

向稳定，运行状态良好，各项关键技术

指标符合设计要求，达到设计预期。”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叁叁

说。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表示，此次试验

样车成功试跑，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运

行的突破，获取了大量关键数据，高速

磁浮系统及核心部件的关键性能得到

了初步验证，为后续高速磁浮工程样车

的研制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据了解，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

通系统是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

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课题之一。这个

项目由中国中车组织，中车四方股份公

司技术负责，汇集国内高铁、磁浮领域

优势资源，联合3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共同攻关，目的是攻克高速磁浮核

心技术，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系统，形成我

国高速磁浮产业化能力。

据了解，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

通系统研发进展顺利，在试验样车成功

试跑的同时，5 辆编组的工程样车研制

也在稳步推进中。按照计划，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工程样车预计在 2020 年

底下线，将形成高速磁浮全套技术和工

程化能力。 张旭东

本报讯 在 刚 刚 过 去 的“ 天 猫

618”中，半年前落地北京的我国首个

跨境医药电商试点阿里健康取得了不

俗战绩，给全国消费者送去了一份健

康礼包。

据了解，作为率先申请开展跨境

电商医药产品试点业务并获公示的企

业，6月 18日当天，阿里健康位于北京

天竺保税区的菜鸟跨境药品保税仓正

式开启运营，首批入仓的进口跨境非处

方药品（OTC）当天全部售罄，通过菜鸟

部分商品更是当日送达消费者手中。

“从此次 618 的数据可以看出，阿

里健康北京菜鸟跨境药品保税仓发货

速度更快，用户购物体验更好，能够快

速地满足用户购药的丰富性、急需性

需求。”阿里健康资深副总裁汪强说。

北京市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丰富、满足消费者选择的同时，为保

障安全，入围北京“跨境医药电商试

点”企业需具备符合开展试点要求的

电子商务平台交易服务系统，实现对

跨境医药产品的质量管控、追溯管理，

并建立完善的跨境医药产品风险防控

体系，以及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体系

和质量保障体系。

汪强表示，阿里健康北京菜鸟跨

境药品保税仓的所有药品都将赋有追溯

码，这是跨境进口药品全国首次实现“一

物一码”，国内用户通过支付宝或手机淘

宝、天猫APP扫码就能查看到该进口药

品的全程进口链路等药品信息，进一步

保证了进口药品质量的可控。

刚刚过去的“天猫618”中，阿里健康

跨境非处方药品自营业务同比增长

100%以上，显示用户对进口非处方药品

的诉求越来越强烈。

北京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海

关积极顺应跨境电商新业态快速、健康

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北京市医药产业

基础优势，努力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第一次打通

了我国跨境医药产品零售进口的合法

正规路径。在保证严密监管前提下，

推动消费结构优化，拉动境外消费回

流，促进消费升级，满足国内群众对于

提升生活品质，便捷购买境外优质医

药产品的诉求，实现不出国门、足不出

户，即可享受更先进、更安全、更实惠

的正规国际医药产品保障。

据了解，目前阿里健康北京菜鸟

跨境药品保税仓的非处方药品主要集

中在一些家庭常备外用OTC药品上，

其他品类用药也正在陆续引进中。同

时，阿里健康也将与北京跨境电商销

售医药产品试点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持

续推进探索，不断丰富可经营海外药

品、医疗器械目录。 解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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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
试验样车成功试跑

FunPlus趣加入选

App Annie全球52强

本报讯（记者 戈清平）市场

研究机构 App Annie 近日发布了

“2020 年度全球发行商 52 强”榜单

和“年度中国厂商收入排行榜”。据

悉，今年的上榜企业分别来自 12 个

国家和地区，其中国产游戏企业

FunPlus 趣加位居全球 52 强榜单前

列，并荣获“年度中国厂商出海收入

第一”的桂冠。

FunPlus趣加作为中国游戏最早

出海的成功企业，以全球范围内的

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连续多年入围

52 强榜单，今年再度上榜。FunPlus
趣加创始人兼CEO钟英武表示：“在

App Annie 全球 52强排名的提升是

对趣加游戏 2019 年努力的认可，

2019年我们继续以‘做精品’的态度

在既有的游戏品类里不断优化和发

布新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

广大玩家的青睐。2020年我们将继

续做深做精策略游戏分类，并希望

在更多的品类里能得到玩家的认可

和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