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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早起 15 分钟，先打开电脑“偷菜”，曾是许多
人 2009年的一件“年度大事”，也是他们与社交游戏的

“第一次亲密接触”。然而 4 年之后，人人网正式宣布关
闭“偷菜”的开心农场服务器，而另一家曾主打农场类
社交游戏的社交网络开心网则宣布“偷菜”游戏的日活
跃用户仅剩 80万，早已与当日的火爆相去甚远。

来自人人公司的第二季度财报亦显示，其在线游戏
业务营收为 2280 万美元，较上一季度 2670 万美元下滑
14.6%。在国外，即使是社交网络脸书最大的第三方社
交游戏开发商 Zynga，也无法避免其在上市后股价持续
下跌的命运。

与网页社交游戏的惨淡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
微信 5.0 版游戏中心中提供的两款移动社交游戏，其中

《天天爱消除》 在苹果应用商店上线仅一天，就超越了
《植物大战僵尸 2》 冲到首位。

“偷菜”尽管是款小游戏，但它的兴盛与衰落，其
蕴含的则是人们生活和娱乐中心先迁移到互联网，又从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转移的大变化。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用户更
习惯于将自己的娱乐时间“碎片化”；另一方面，诸如
微信、微博、手机 QQ 等移动互联网“超级入口”的用
户体验不断完善，人们在现实中的社交关系无论强弱，
也已不可避免地转移到移动互联网上来，移动游戏和移
动社交有了更多融合的可能。在开心网 CEO 程炳皓看
来，手机游戏社交化将成新趋势。他甚至表示：“无社
交，不游戏，移动休闲社交游戏将是未来的一大金矿。”

而对于产业链上游的游戏制作公司来说，移动应用
程序商店和移动游戏更便于支付的内购模式，对它们来
说也更易于获得收入，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

不过，这并非是说我们很快就能在手机端看到第二
个“偷菜”，手机游戏开发商和 2009年时页游公司面对
的竞争强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们必须在依靠“超级入
口”的同时提升游戏品质，来延长社交游戏的生命
周期。

此外，移动社交游戏另一必须认真考虑的则是流量
问题，有关微信游戏“吃流量”的报道已不绝于耳，
甚至有测算显示 《天天爱消除》 每小时耗费流量达
2MB 之多。在目前无线流量费用居高不下的条件下，
游戏制作公司如果不能迅速解决移动社交游戏在社交
联网需求与游戏体验之间的平衡问题，将给整个行业
未来的发展蒙上阴影。

被遗忘的“偷菜”
本报记者 陈 静

本报讯 大众一汽发动机（大连）有限公司在长春新
建的发动机厂近日正式投产。新工厂拥有国内首个多类
型 EA888 发动机的柔性化生产线，一期规划年产能 30
万台，二期规划年产能 45 万台。作为国内首款符合欧
VI 排放标准的发动机，EA888 第三代发动机主要匹配一
汽—大众旗下的多款大众和奥迪品牌车型。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兼 CEO 海兹曼表示，长春
新工厂的顺利投产，标志着大众汽车集团与中国合作伙
伴在应用先进动力总成方面迈向新的高度。大众汽车将
践行成为“最环保的汽车企业”的承诺，把更多高效、节
能、环保的产品引入中国市场。据悉，为确保产品质量，
新工厂将大力投入拥有尖端技术的材料检测工艺实验
室、应用高度标准化的测试程序，以及为所有员工进行高
级资质认证。 （杨 文）

大众一汽新发动机厂投产

8 月 21 日，顾客在贵州梵净山生态农业股份公司

特产专卖店选购跑山牛牌牛肉干。作为贵州省省级龙

头企业，其推出的跑山牛牌牛肉干深受消费者青睐，

日前被该省知识产权局授予铜仁市首家省级知识产权

培育企业。 陈 刚摄

日前，北京青年报一则业内人士否认
“小灵通”9月底退市的报道，给中国通讯市
场平添热度。1997年，中国固话通讯两巨
头——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将运用“微蜂
窝”技术的小灵通引入中国通讯市场，使得
中国广大固话用户实现了无线通讯，因其
资费低、操作简单、辐射小和待机时间长等
优点，深受市场青睐，堪称市场竞争“蓝海
战略”的一个经典案例。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那么，
企业采取什么战略参与市场竞争，成为每
个企业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W·钱·金
（W. Chan Kim）与勒妮·莫博涅（René
e Mauborgne）同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著
名教授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员，两人
在2005年合著出版的《蓝海战略》中，提出
了一个颠覆性的市场竞争战略。他们认
为，传统市场竞争战略是在现有市场格局、
产业结构、竞争模式和游戏规则条件下，千
方百计抢夺市场份额。这种硬碰硬式的市

场竞争战略可称为“红海战略”。他们认
为，“蓝海战略”则是努力超越现有市场竞
争边界，创造性地改变现有市场格局、产业
结构、竞争模式和游戏规则等，使得企业发
现和进入崭新市场，犹如发现和进入蔚蓝
色海洋。如果说，红海战略是一种“存量市
场”的竞争思路，那么，蓝海战略就是一种

“增量市场”的竞争思路。这正如同中国联
通和中国电信没有与中国移动在无线通讯
这一“红海”市场中“硬碰硬”，而是借助小
灵通独辟蹊径开拓了固话与无线结合的

“蓝海”市场。
W·钱·金与勒妮·莫博涅指出，发现和

创造蓝海市场必须遵循四个原则：一是重
建市场边界原则，即通过跨越不同产业、跨
越不同战略集团、重新界定买方群体、跨越
互补性产品和替代性服务、产业功能与情
感导向从卖方转向买方、重新塑造社会时
尚等手段重建市场边界。二是注重全局而
非数字原则，即高度关注全局，不应将自己

眼睛外包给别人，深入企业基层，深入顾客
市场，努力激发企业组织各类人员的创造
性，将他们的视线引向广阔的蓝海。三是
超越现有需求原则，即改变传统的市场细
分经营模式，为使蓝海市场最大化，企业需
要反其道而行之，不要一味通过个性化和
细分市场来满足顾客差异，而应努力寻找
各类顾客共同点，将“非顾客”置于顾客之
前，将共同点置于差异点之前，将合并细
分市场置于多层次细分市场之前。四是遵
循合理的战略顺序原则，即按照“买方效
用”、“价格确定”、“成本控制”和“企业接
受”这一价值顺序制定和实施蓝海市场的
竞争战略。

恰如蓝海战略“原则之三”所指出的
——“努力寻找各类顾客的共同点，而不
是一味细分市场”的方法，北京儿童艺术
剧院今年夏季创造性地提出了“2+3”戏
剧互动活动，把传统细分的各种儿童文化
消费活动集合为一个整体，将以往单纯地

“被动观赏”与“参与体验”结合了起
来，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儿童文化消费
市场。

实施和推进蓝海战略绝不是一帆风顺
的。企业在实施与推进蓝海战略过程中，
往往面临沉迷于现状的“组织认知障碍”、
执行战略需要大量资源的“资源有限障
碍”、缺乏有干劲员工的“动力障碍”、来自
强大既得利益者反对的“组织政治障碍”等
四重障碍。因此，企业管理者在制定蓝海
战略时，还必须精心谋划蓝海战略的执行
问题。而在以上四重障碍中，“组织认知障
碍”居首。实施蓝海战略，企业首先要从破
除“组织认知障碍”着手。

随着3G技术在无线通讯市场的广泛
运用，以及小灵通覆盖范围小和通话质量
低等技术缺陷，小灵通用户自2006年巅峰
期后就不断减少。然而，小灵通即使最终
退出市场，也永远成为“蓝海战略”的一段
佳话。

“ 小 灵 通 ”的 启 示
刘志伟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记者刘

诗平） 记者 21 日从工银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了解到，工银租赁和农银租赁近日将
波音公司交付的一架 B737-800 飞机，联
合租赁给深圳航空公司，开创了飞机联合
租赁业务新模式。

据工银租赁副总裁贺梅介绍，在联
合租赁业务模式下，工银租赁和农银租
赁分别设立在天津东疆的项目公司作为
联合出租人，成为波音飞机的共同所有
人。联合出租人与深圳航空签订飞机租
赁协议，共同承担相关权利和义务，分
享租金。

“这一业务的成功，得益于深圳航空
的支持和配合，共同解决了联合租赁中涉
及的飞机购买和租赁法律问题。同时，得
到了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天津外管局、波
音公司的积极协助。”贺梅说。

通过联合租赁，航空公司能获得更有
力的资金与信用担保，减轻飞机交付时的
违约风险，而联合出租人能发挥资本协同
优势，获得更大的规模效应，从而降低航
空公司的成本，为国内航企发展提供有力
支持。

业内人士认为，从单一出租人到联合
租赁，是飞机租赁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它推动了我国航空租赁业的发展和
创新，可发挥联合出租人各自优势，分散
项目风险，深化同业合作。

工银租赁副总裁贺梅和农银租赁副
总裁杨金国均表示，联合租赁为承租人
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租赁选择。未来，
双方将继续以联合租赁方式开展新的融资
租赁业务。

我 国 金 融 租 赁 开 创

飞机联合租赁业务模式

本报北京 8 月 21 日讯 记者黄鑫报
道：中化集团近日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署
资产收购协议，中化集团拟以15.43亿美元，
折合 95 亿元人民币，购买巴西国家石油公
司所持有的BC-10区块35%的权益。此次
收购是继 2010年收购 Peregrino油田 40%
权益、2011 年获得 Espirito Santo 盆地五
个勘探区块10%权益之后，中化集团进一步
扩大在巴西油气资产规模的重要举措。

壳牌巴西有限公司是该区块作业者，
持有 50%权益，印度国家石油公司下属坎
波斯有限公司持有 15%权益。根据现有联
合作业协议，两家公司在收到通知后,将有
30天时间考虑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该交
易尚须中巴两国有关政府部门批准。

据 介 绍 ，BC-10 区 块 也 称 Parque
das Conchas 油田，位于巴西海上坎波斯
盆地，距离巴西东南部的圣埃斯皮里图州
南部海岸约 100 公里,是采用海底面 ESP

（电潜泵采油技术）举升的超深水开发的油
田,一期项目已于 2009 年顺利投产，目前
正在开发建设二期项目。

“该项目有助于中化为类似油田的开
发积累经验，逐步掌握深海项目作业及管

理技能,提升海工技术风险的控制能力。”
中化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守
治表示，通过并购 BC-10 区块 35%权益，
中化集团在巴西权益原油产量将上升为第
三位，在当地的国际油公司中排名第二位，
中化集团的能源板块业务以及在巴西的油
气行业地位也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中化集团在巴西不断扩大油气

规模。2010年5月，中化集团收购挪威国家
石油公司巴西Peregrino油田40%的非作业
者权益。自2011年4月9日正式投产后，该
油田生产能力已达到10万桶的日产水平。

据了解，在今年 4 月 9 日出炉的巴西第
11 轮资质审查过程中，中化集团下属的中
化巴西石油有限公司被巴西国家石油署
ANP 评为 A 类作业者资质，允许在陆上、

浅水和深海作业，这为中化集团在巴西的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中化集
团已形成中东、南北美两大战略区域，在巴
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阿联酋、也
门、叙利亚、突尼斯、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渤
海湾地区拥有 34 个油气合同区块，并拥有
在美国二叠盆地内权益净租面积约 8.28 万
英亩的油气开发权。

中化拟收购巴西超深水油气资产
协议资金95亿元 尚须中巴有关部门批准

中化集团的此次收购标志着国家能源

“走出去”战略在南美的延伸与深化，是中

国企业在南美油气资源领域取得新的较大

突破，将为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提供

有力的支撑。

近年来，我国企业已经成为国际油气

资产并购市场有力的参与者。据有关机构

统计，仅 2012 年，我国企业油气收购总额就

达 340 亿美元。今年，除中化收购巴西的油

气资产外，中石化、中海油在海外油气资产

收购方面也都有大的动作。特别是中海油以

151 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将我国

企业油气资产收购规模的纪录进一步放大。

从油气资产收购的趋势和分布，可以

看出我国企业在能源投资方面正在从过去

的以非洲、中亚和中东新兴市场为主，逐步

加大了对欧美成熟市场油气资产收购的力

度，从以常规油气资源为主，逐步扩展到页

岩气、油砂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其中的原

因，一方面是近几年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总

体形势偏紧，新兴经济体的实力逐渐增强，

我国企业得到更多机会；另一方面是我国

能源企业自身实力已经得到壮大，在国际

油气行业地位提升，从进一步建设国际性

能源企业的需要出发，有必要通过并购进

一步做大规模、提高国际市场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与成功并购本身相比，

实施并购后如何进行整合以及实现高效运

营，难度或许更大。特别是由于东西方的

管理文化差异比较大，我国企业还应当探

索如何运用通用的规则参与并购项目治

理，实现并购目标的健康发展和企业自身

的并购诉求。同时，要以并购为契机，反过

来研究并购对象成功的管理方式，提高我

国企业自身的国际化水平，这是实现建设

国际性能源企业的有效途径。此外，通过

并购、合作，提高我国企业在非常规油气资

源方面的技术水平和管控能力，其重要性

显然不比获取经济效益和油气资源低。

倒逼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本报讯 记者黄鑫、实习生赵宇报道：
360 公司总裁齐向东日前对外宣布，360
搜索推出一年来，市场占有率已经连续稳
定在 18%以上，今年达到 20%的市场目标
有望提前实现。同时，360 搜索推出新产
品“我的搜索”，增加网民评价和“网站名
片”功能，将对全行业的网站进行身份标
示，尽可能详细反映该网站的从业资格、服
务等级等信息，并将网民的意愿融入到搜
索结果中,给网民提供更加真实安全的搜
索结果。

据了解，360 搜索此次引入的网民评
价，来源于其“网站点评”产品，目前已经覆
盖 10 万多个网站，共有 70 万条点评数
据。“网站名片”目前已经对机票、酒店、医
院、电子商务、银行、金融、家电维修等多个
领域的 2 万个网站进行了身份标注。据介
绍，360 搜索推出一年来，整个搜索引擎行
业自律得到极大的加强，网民和中小站长
也得到尊重，搜索行业的垄断格局也将逐
渐被打破。

易观国际最新数据显示，7 月，百度搜

索的市场份额已降至 65%。就在 2012 年
第二季度，百度的份额还接近 79%。而百
度失去的市场几乎全被 360 搜索拿下。从
2012 年 8 月上线至今，360 搜索的份额从
0飙升至 15%以上。

不过，在 360 的猛攻之下，过去一年
中，搜狗的份额却稳定在 8%到 9%，显示出
较强的稳定性和流量品质。腾讯搜搜借助
街 景 地 图 ，7 月 访 问 量 有 所 上 升 ，接 近
4%。这表明，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竞争正在

“升温”。

用 1 年时间将市场份额升至 15%以上

360 催 热 搜 索 市 场 竞 争

用 1 年时间将市场份额升至 15%以上

360 催 热 搜 索 市 场 竞 争

点 评点 评

8 月 19 日 ，青

岛华世洁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员工正在

检测安装设备。该

公司自主研发、设

计、制作的国内首

条湿法锂电池隔膜

生产线拥有12项专

利 ，年 产 能 高 达

1000万㎡—1200万

㎡，年销售收入2亿

多元。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赵会平报道：河北唐
山三友集团全球首创的三友牌“竹代尔”纤维新产品日
前在广东举行的高端产品推介会上备受客商青睐。据介
绍，“竹代尔”是三友化纤继莫代尔纤维后，在今年初攻
克浆粕、助剂、纤维强力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自主研发
的具有抑菌、抗紫外线、耐日晒、可降解的天然环保型
绿色纤维。

作为与奥地利兰精公司比肩的国内纤维素纤维生产
企业，近年来，三友集团企业立足高端化、差别化、功能化
的发展理念，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已拥有莫代
尔纤维素纤维产品 9 条生产线、50 万吨产能和 100 多个
生产品种。

三友全球首创“竹代尔”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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