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坏的时代来了”，这句魔咒在 PC（个
人电脑）行业蔓延。去年以来全球PC行业持
续萎靡,多数 PC 厂商的出货量出现严重下
滑。然而，联想却凭借其快速增长的PC和手
机业务一举拿下全球消费PC第一，以及手机
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名次。

在 8 日开幕的国际电子消费展（CES）
上，记者看到，联想推出了首款高端旗舰智能
手机K900，以及全球首款专为多人平面交互
模式开发的电脑，向移动互联设备中高端市
场进攻势头强劲。

保卫+进攻

联想何以把坏日子过成好日子？这就不
得不提它“保卫＋进攻”战略，在保卫中国和海
外市场商用PC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新业务。

联想集团 CEO 杨元庆坦言，联想前任
CEO“力图把现有的业务做好，毛巾里面挤出
水，但是忽视了拓展新业务。如果固守在老

业务上，2009年的事情是迟早会发生”。
2009年，联想跌入了2.67亿美元巨亏的

低谷。“站在悬崖边上”，杨元庆这样形容那时
候的感受。“此前联想管理层对发力消费市场
早有计划，但是强调了好几年，却由于不肯在
新兴市场进行投入。国际金融危机一来，
IBM 商用机业务大受打击。”痛定思痛，联想
开始在三个领域攻城略地：消费 PC、新兴市
场、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是联想猛烈进攻的领域，最
新的统计已经占到其中国业务的 18%、全球
业务的8%。联想的目标是，在其定义的PC+
领域，也能够成为全球领导厂商。

所谓PC+是联想去年5月正式发布的战
略。随着 3G、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多种新型
互联网终端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
电视等应运而生。个人电脑行业正在进入
PC+的崭新时代。从PC到PC+，从终端到云
端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必然。这种提法就表
明，联想没有完全割裂 PC 和移动互联的关

系，而是力图协同发展。

多渠道与自主生产

在联想 PC+的家族里，手机业务去年增
长很快，联想仅用了两年时间，从仅占国内
1%市场份额，发展到目前 15%左右的市场份
额，超过了苹果，仅次于三星，位居第二位。

有人说，联想是在复制苹果的路径。但模
仿永远不可能有超越。在移动互联领域，联想
自有其独到的克敌之术，那就是产品本地化、
覆盖面广、多样的销售渠道、自主的生产制造。

作为从中关村诞生的IT品牌，联想深谙
产品本土化之道，不像有些国际品牌只做高端
产品，联想的智能手机甚至从几百元钱做起。

销售渠道是联想的利器。三星主要依赖
大的家电卖场，苹果除了家电卖场，也在中心
城市建店面，但是到现在不过几十个。然而
联想的店面在中国有几万个，遍布城乡。“你
到一个非常小的县城，甚至县城下面的乡镇

都能看到联想的专卖店。这是我们的强项。”
杨元庆说。

联想的另一大优势是生产工厂就在中
国，这样尽可能保持低库存的同时，又能保持
市场不断货。杨元庆还强调，自主研发和自
主的生产制造是联系在一起的。“很多厂商把
生产制造外包。这样不仅仅是丢掉了生产制
造，还丢掉了创新活力。一是因为设计研发
OEM厂商都帮它们做了，二是因为他们不直
接接触零部件、元器件厂商，所以对于那些元
器件的创新越来越不敏感。而我们由于直接
做生产制造，所以能够找到很多下一代产品
的灵感。这是业务模式的竞争力。”

联想手机在中国市场今年的目标是冲击
市场占有率第一并实现盈利。这或许是一个
新故事的开始。

“最坏时代”的联想攻略
本报记者 杨 颖

MSN“谢幕”

的启示
陈 静

入主雷士

打通国内市场关键渠道

德豪润达是国内惟一 LED 全产业链研
发与生产企业。

调查显示，虽然德豪润达已成为国内
LED 产业中的领头企业，产品覆盖欧美、
日韩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是目前国内唯一
能够掌握成熟的 4 英寸 LED 技术的企业，
但是目前其销售主要集中于政府采购与大

型商业照明，国内大众市场需求尚未全面
释放。作为新兴产业，其在渠道和市场推
广上明显存在短板。

德豪润达收购雷士照明，打开了在国
内推广普及 LED 照明产品的关键通道。
据介绍，德豪润达计划大力支持雷士照明
发展，使“雷士”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更具竞争力，并借助雷士照明的渠道和销
售能力，使德豪润达的 LED 制造成为国
内 LED 照明产品事实上的行业标准，以
期发挥 1+1﹥2 的市场效益。

行业研究专家表示，德豪润达与雷士
的结合，实际上是一次低成本的产业垂直
整合，对照明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雷士照明此前渠道优势在于对工程客户的
挖掘上，并将目标瞄准政府、商业、办公
和工业领域客户，其收入中 59%来自商业
照明项目，16%来自于办公客户。德豪润
达一直在加紧构建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力
求掌握产业链和成本话语权。如今，借助
雷士在照明领域的丰富经验，实现在 LED
照明领域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对 LED 产品
未来主导照明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布局北美

抢占国际市场制高点

去年 10 月，德豪润达与世界著名品牌
德国 AEG 携手，以期实现 LED 照明产品
在全球范围内的品牌提升。此次与惠而浦
的合作，将优化双方的产品发展机会，在
北美共同做大 LED 照明产业。惠而浦全球
高级总监兼总经理汤姆斯詹森说：“德豪
润达在 LED 照明领域的技术，将进一步提
升惠而浦的品牌形象。”

据 了 解 ， 惠 而 浦 与 德 豪 润 达 合 作 的
LED 照明产品将由美国和加拿大的零售商
销售，并同时进行网上销售。

德豪润达董事长王冬雷告诉记者，与
惠而浦的合作有助于完成全球品牌和市场
布局。

近年来，德豪润达在自有品牌上不断
发力，取得了不错业绩。为什么不在北美
等国际市场使用德豪润达的自有品牌？王
冬雷表示，LED 市场不同于传统照明产品

市场，要让别人知道 ETI （德豪润达） 是
谁还要几年时间，市场会等不及，但 ETI
会在背后对 AEG 和惠而浦这两个品牌进
行技术支持。

有关专家也表示，根据地区的差异性
和消费偏好对应使用世界 500 强企业的知
名品牌来共同开发渠道和销售是一个运作
全球市场的有效途径，会有更高认可度，
大 大 提 高 LED 照 明 产 品 在 当 地 的 推 广
速度。

10 日，德豪润达还同时发布了代号为
“北极光”的倒装芯片和几款照明产品。
“北极光”倒装芯片打破了芯片巨头飞利
浦与日亚的技术垄断，可在 3 个月后进行
量产。

“在 LED 照明行业，没有领先的技术
创新，规划再大也不会赢，但渠道与品牌
更不能忽视。”王冬雷说，“我们采取自有
品牌和与世界知名品牌合作的全球品牌战
略布局。在品牌合作中，我们具有主导权
包括定价权，有定价权的渠道才是有意义
的。未来德豪润达的目标是成为利用全球
资源、拥有全球市场的全球企业。”

德豪润达全球布局“再落一子”
本报记者 李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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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道德国 AEG，整合雷士照明，牵手美国惠而浦——

七八年前在城市白领的名片上，MSN 账号几乎

是和手机、电子邮箱一样的“固定项目”，倘若有谁留

下的是 QQ 号，少不了被人暗哂一句“业余”。然而时

过境迁，微软1月9日正式宣布MSN将在今年3月15

日正式“退休”，所有用户迁移至 Skype，反观当年被

视为“非办公工具”的竞争对手QQ，连它的小兄弟微

信在本月也将迎来自己的第3亿个用户。

来自市场研究机构易观国际的数据称，MSN 在

我国即时通信市场中仅占 4.6%的份额，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微软曾经的明星产品，为何走到今日的“穷途

末路”？

互联网的高度发展改变了用户接触产品的“入

口”，微软却还沉迷在电脑系统上近于“一统天下”的

迷梦里，对“应用为王”的理念视而不见。

从用户体验来看，MSN始终未能解决频繁掉线、

信息丢失、广告信息多、无法传送大容量文件、群组聊

天不便等系列使用问题，若干次技术升级也只有拆了

东墙补西墙，旧的问题没解决，却拼命捆绑对用户用

处不大的新内容。在商业模式上，MSN也未能耐心寻

找针对细分用户的解决方案，而是在全球市场中都仅

以售卖页面广告、弹出广告和频道外包的方式“敷衍

了事”，空耗着自己的价值和资源。

与此同时，在国内 MSN 面对相似产品的竞争，

在本地化服务上一直裹足不前。很难想象一款在中国

区域市场普及率如此之高的产品，一旦发生账号被

窃，用户只能发电子邮件至微软美国技术中心解决问

题，而它的竞争对手包括 QQ、阿里旺旺乃至中国移

动的飞信，早就推出了诸如绑定手机、密码重置等多

种安全解决方案。在大互联网时代早已习惯用食指投

票的用户又有什么样的耐心，一次次容忍“店大欺

客”呢？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本是MSN“咸鱼翻身”的一次

绝好机会，毕竟卖点同样在于商务应用的MSN，本可

以和同属微软的office软件打通，进军移动办公领域。

但习惯以成功者姿态出现的微软一门心思地投入在

自己手机系统Windows Phone的研发上，迟迟不将

这些服务向竞争对手的苹果和安卓开放，即使后来因

Windows Phone 上线日程未如预期才勉强推出了

手机MSN应用，却又始终仅能提供单一功能，完全无

视用户“全平台、多层次”的需求。当中国的互联网用

户已经习惯于用微信拍摄二维码享受线下商家优惠，

用手机旺旺一边聊天一边付款，微软只能为自己的麻

木和迟钝“埋单”。

MSN的“谢幕”给互联网和非互联网公司敲响了

这样的警钟：任何产品要想在市场上得以生存，都必须

审时度势，因需而变，也必须将用户体验放在极其重要

的位置上，并且始终抱有开放的心态。与其说MSN是

倒在了与竞争对手的较量中，不如说是被自己打败，败

在了微软的故步自封和傲慢自大的心态下。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专电 （记者吴

雨 陈雯瑾）“光大 10 年改革重组落下重
锤，彻底走出历史窘境。”中国光大集团董事
长唐双宁 10日表示，光大金控集团力争 8月
18日挂牌，争取 5年整体上市。

光大银行 9 日晚发布关于光大集团重
组改革进展情况的公告，确认汇金公司将部
分该行股权注入光大集团，实现光大集团对
该行并表。同时加上这次香港企业同北京
总部并表，标志着光大集团成立 30 年来的
历史遗留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光大集团过去生存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在于历史亏损、体制不顺、债务包袱大。”唐双
宁说，这次光大集团确定了重组改制、拉直股
权、合并报表、解除债务四方面改革重组内
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经营金控集团。

记者了解到，改制后，光大集团由财政
独资控股转制为由财政部、中投等共同持有
股权的股份制公司，银行股权将通过汇金转
投方式实现集团对银行控股，集团及证券、
保险、资产管理等企业同光大银行、香港企
业、实业企业全部合并报表。

此外，历史债务方面，上世纪 90 年代
100 多亿元人民银行再贷款及正常利息将

转为汇金股权，免除再贷款罚息，这解除了
光大集团多年的历史债务包袱。

唐双宁透露，集团改制后净资产接近
2000 亿元，融资能力将大幅提高，资本实力
将得到极大增强。

光大银行近期公布的业绩快报显示，
2012 年该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236.2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30.74%。

据介绍，下一步，光大集团将对现有资产
总价值、改革重组后集团本部财务状况、合并
财务状况、主要财务指标和绩效评价等准确
进行测算，逐步办理股权变更等有关工作。

光大集团重组方案确定
争取5年整体上市

1600亿元

延长石油集团迈上新台阶
本报西安 1 月 10 日电 记者张毅、通讯员白

栋报道：2012 年，陕西延长石油集团销售收入跨
上 1600 亿元历史新高点，达到 1618 亿元，比上年
增 长 28.2% ； 实 现 利 税 费 62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7%，其中上缴税费 456 亿元；增长速度，财政
贡献连续七年保持全省第一，位居全国地方企业前
列，有望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首个进入世界 500强的
企业。

近年来，延长石油通过加大勘探开发等核心
技术攻关，实现了对特 （超） 低渗油田的科学开
发。2012 年，生产原油 1254.8 万吨，实现连续 6
年千万吨以上的稳产增产。同时，加快天然气勘
探开发和国家级陆相页岩气示范区建设，建成投
产了 2 个 LNG 项目，全年完成天然气产量 2.56 亿
立方米、折合油气当量 20 万吨以上；在吉尔吉斯
斯坦的 3 口井喜获工业油流，标志着海外勘探取得
重要突破。

本报武汉 1 月 10 日电 东风汽车公司今天发
布 的 销 售 数 据 显 示 ，2012 年 东 风 公 司 销 售 汽 车
307.8 万辆，其中销售乘用车 245.5 万辆，同比增长
5.42%，销售商用车 62.3 万辆，销售规模稳居行业
第二。

2012 年，东风共销售自主品牌汽车 112.1 万
辆，位居行业前三。东风自主品牌商用车实现销售
60.6 万辆。东风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增幅高出行
业 20 个百分点，其中，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东
风郑州日产等东风品牌乘用车实现销售 42.8 万
辆，同比增长 7.67%；东风裕隆纳智捷、东风日产
启辰、东风本田思铭等其他自主品牌乘用车实现销
售 8.7 万辆。东风公司全年海外出口 8 万辆，创历
史新高。 （周 密）

307.8万辆

东风汽车公司销售创新高

307.8万辆

东风汽车公司销售创新高

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讯 记者连俊报
道：渣打银行日前发布的 2012 年第四季
度 “ 中 国 中 小 企 业 信 心 指 数 ” 显 示 ，
2012 年第四季度该指数为 47.28，较上
一季度增长了 0.57 个百分点，在经历了
两个季度的连续下跌之后微幅增长，但
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报告同时指出，在
经济低速回暖的过程中，随着旨在增加
微观活力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中小企
业的投资和生产意愿趋强。

指数报告显示，2012 年的整体指数
（全年平均值为 51.44） 略高于临界点，
国外经济疲软、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等多重因素导致了
中小企业在第二、三季度信心水平连续
下降。2013 年，经济复苏的态势将进一
步显现。

渣打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个人银
行总裁崔晸圭表示说：“在过去一年半当
中，中小企业经历了国内外多重挑战，
但依然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令人敬
佩的活力，相信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步改
善以及多方的共同努力，我们中小企业
的未来充满信心。”

“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由渣打银
行于 2011 年 10 月推出，每季度发布一
次，主要调研指标包括宏观信心、运营
信心、投资信心、融资信心四类。每期
调研涉及 1000 家中小企业，其中 70%为
小微企业。

渣打银行“中国中小企

业信心指数”显示——

中小企业投资

生产意愿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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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收购雷士照明 20.5%股
权，成为其最大单一股东之后，
1月10日，德豪润达在深圳宣布
与世界家电企业巨头惠而浦进
行品牌授权合作。由惠而浦授
权德豪润达在北美地区使用惠
而浦进行市场开发和销售，以打
开北美照明市场。

本报北京1月10日讯 记者陈郁从国家工
商总局获悉：截至 2012 年底，全国实有企业
1366.6万户，比上年底增长 9.06％，实有注册资
本（金）82.54 万亿元，比上年底增长 14.24％。
内资企业实有1322.54万户，实有注册资本（金）
70.71 万亿元。其中私营企业 1085.72 万户,注
册资本（金）31.1 万亿元。外商投资企业 44.06
万户,注册资本（金）11.83万亿元。

截 至 2012 年 底 ，全 国 个 体 工 商 户 实 有
4059.27 万户，比上年底增长 8.06％，资金数额
1.98 万亿元，增长 22.19％；农民专业合作社实
有 68.9 万户,比上年底增长 32.07％，出资总额
1.1万亿元，增长 52.07％。

从区域看，西部地区企业实有户数发展速
度相对较快，中西部地区个体工商户发展较
快。从产业看，全国企业在第一、三产业发展较
快，个体工商户在第三产业户数较多，占全国个
体工商户实有总户数的 90.29％。

全国实有企业1366.6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