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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正在成为互联网流量
的新入口，也帮助微博交出了一份
震惊业界的成绩单。

微博 2016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
财报显示，2016 年 12 月，微博视频
的日均播放量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713%。同时，2016 年，微博全年总
营收达 43.83 亿元，同比增长 45%，
净利润同比增长 180%。

视频和直播业务是 2016 年的
爆发点。微博曾经做过调查，视
频内容的“涨粉”效果明显高于文
字内容，因此，视频业务得到了微
博的大力扶持。2016 年，微博和
超过 200 家的视频自媒体机构达
成合作，头部用户日均发布短视频
的数量实现了超过 200%的增长。

以央视为例。去年第四季度，
央视在微博上累计发布了 6920 条
视频，并发起 379 场直播，相比上
一季度的数量明显提升。2017 年
跨年夜，微博与 5 家主流电视台进
行了跨年晚会的直播合作，观看总
人次超过 2000 万，微博互动总量
超过 4000万。

在微博重点发力的体育赛事
方面，短视频同样是合作的重点。
2016 年 12 月，NFL 与微博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成为第一个在微博上
直播赛事的体育联盟。此后，“超
级碗”相关短视频在微博上 24 小
时内播放量高达 8841.6 万，实现了
比赛精彩内容的广泛传播，帮助
NFL 显著提升了中国市场的知名
度。“超级碗”比赛当天，微博上有
关本届赛事的话题新增阅读量近 9
亿，其中 46.72%的用户是第一次
关注“超级碗”。

与此同时，微博还加强了与其
他互联网视频平台的合作。目前，
微博已和优酷打通视频分享模式，
用户在微博上可以直接观看从优
酷分享过来的短视频内容，优酷则
获得大量的用户导流。2016 年 12
月，微博上来自优酷的视频分享量
相比当年 9月增长了 19%。

短视频和直播的兴起，助推微
博用户数量创下新高。自上市以
来，微博活跃用户规模已经连续 11
个季度保持了 30%以上的同比增
长。2016 年，微博月活跃用户数
全年净增 7700 万，达 3.13 亿。日
活跃用户数也增长到了 1.39亿。

此外，根据最新发布的《2016
微博用户发展报告》，目前，30 岁
以下青年群体在微博用户中占比
达到 80%以上，二、三线城市用户
已占据微博整体用户的半壁江山，
四 线 及 以 下 用 户 占 比 也 达 到

30%。他们的关注重点与微博能
提供的娱乐、网红和社会新闻等内
容契合。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CNNIC）在第 39 次全国互联网发
展统计报告中也指出，作为社交媒
体，得益于名人明星、网红及媒体
内容生态的建立与不断强化，以及
在短视频和移动直播上的深入布
局，微博用户使用率持续回升达
37.1%。而在去年，这一数据还仅
为 33.5%。

在用户规模快速增长与内容
生态持续完善的基础上，微博的商
业化也迎来了爆发。2016 年第三
季度，微博广告营收首次突破 10
亿元大关。到了去年四季度，微博
广告营收进一步增长到 12.91 亿
元，同比上涨 55%，其中来自于移
动端的比例高达 68%。此外，微博
品牌广告收入同比增长 149%，再
次超过中小广告的增速，这表明微
博的品牌和社会影响力正在快速
提升。

“全年营收超过 10 亿美元，这
对整个新浪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
程碑。”新浪董事长兼 CEO、微博董
事长曹国伟表示，微博已经证明了
自己的社交平台价值，凭借强大的
网络效应以及不断巩固的内容生
态系统，微博正在互联网空间内构
建一个更为互通、资讯丰富和更具
吸引力的社交群体。

多家投行预测，在未来几年
中，微博将继续吸引广告主的预
算 。 这 一 判 断 主 要 基 于 微 博 在
KOL，也即关键意见领袖方面的影
响力。专家告诉记者，KOL 是个营
销学上的概念，通常被定义为拥有
更多、更准确的产品信息，且为相
关群体所接受或信任，并对该群体
的购买行为有较大影响力的营销
手段。

凭借 KOL 思路，目前，摩根大
通已将 2017 年 6 月的目标股价调
高至 74 美元。而就在财报发出前
一天，微博股价收盘报 58.09，市值
达 120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
个体量，比母公司新浪几乎要高出
一倍。

微博风头正劲，但并非没有敌
手。在谈及微博面临的挑战时，专
家特别提到了今日头条。由于二
者都是基于 UGC 模式的平台，支
持图文、视频、投票等多种形式的
内容，许多微博大 V 也开设了头条
号。要避免二者的同质化竞争，保
持营收指标持续向好的态势，微博
还需要继续寻找“爆点”。

2 月 27 日，内蒙古自治区与中
央企业合作洽谈会在京举办。会
议期间，内蒙古矿业集团与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等业界巨头签署石墨
烯储能电池合作协议。这一国家
级的战略合作，将有效链接内蒙古
矿业集团的上游资源优势、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的顶尖科研实力与内
蒙古电力集团的新能源应用市场，
项目产品有望惠及边远牧民、边防
哨所及工作基站。

作为目前发现的最薄、最坚
硬、导电导热性最强的新型纳米材
料，石墨烯被誉为“黑金”，科学家
甚至预言石墨烯将“彻底改变 21
世纪”。据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预测，全球石墨烯应用
市 场 将 在 2018 年 达 到 爆 发 点 ，
2020 年市场规模将成长至 1000
亿元，而中国市场将达全球市场份
额的 70%以上。

统计显示，目前，内蒙古自治
区探明石墨资源储量 2 亿多吨，储
量居全国前列。基于拥有丰富优
质的石墨资源，内蒙古矿业集团把
石墨烯产业作为国企转型升级的
核心业务板块，近年来加快布局集
中发力。在探索如何把优质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技术优势的
同时，内蒙古矿业集团也在努力寻
求国内石墨烯大规模产业化应用进
展缓慢的破局之道，所做的探索和
尝试可为业界突围提供有效借鉴。

以终端产品需求为牵引，内蒙

古矿业集团结合地域特点独创性
地采取“产学+产研+产融+产销”
一体化模式完善产业链，围绕产业
链配置创新链，强化上下游协同创
新，着力提升石墨烯材料及其应用
产品的综合性能。

在具体做法上，集团制定了
“2212”产业发展路线，即整合 2 个
石墨矿产资源，建设 2 个石墨产业
园区，组建 1 个石墨产业联盟，成
立 2 个石墨新材料研发机构。上
述项目预计总投资 385 亿元，达产
后将可形成 42 万吨采选加工能
力，延伸加工 20 大类产品，可实现
年产值 1000 多亿元，解决 5000 多
人就业。

在去年 8 月，“2212”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内蒙古石墨产业发
展联盟”已经正式成立，内蒙古矿
业集团作为理事长单位，牵头整合
石墨烯产业采选、研发、制造、营销
等行业资源，着力构建一个深度融
合、优势互补的平台。而阿拉善盟
乌斯太石墨产业园、包头青山区石
墨烯新材料产业园、呼和浩特金山
石墨烯高端应用产业园等也在内
蒙古矿业集团 2017 年度的重点推
进项目列表中。

“以终端市场需求为引领，补
足石墨烯下游延伸的短板。作为
矿业集团，内蒙古矿业在此时此刻
发力石墨烯产业，定能在国有企业
转型升级上有所作为。”内蒙古矿
业集团总经理苏日勒格说。

微博去年利润增长 180%——

视频直播成最大“爆点”
本报记者 佘 颖

内蒙古矿业携手央企发力石墨烯下游应用——

点“墨”成金
本报记者 许红洲

本版编辑 韩 叙 美 编 夏 一

本版邮箱 jjrbqyb@163.com

2 月 18 日，全新景逸 S50 在北
京中国电影导演中心高调上市，这
是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今年推
出的首款产品，也是旗下风行品牌
在轿车领域打出的第一张牌。

在当前 SUV 持续火爆的汽车
市场，为什么会选择轿车作为新年
第一款年度上市新车？

“轿车是最能体现汽车企业技
术实力的品类。”东风柳汽副总经理
姚利文表示，在汽车行业，如果一个
企业能把轿车做好，说明这个企业

“绝对有竞争力”。
东风柳汽的前身是柳州农用

机械厂，于 1981 年加入东风汽车
公司。因偏居西南一隅，技术基础
又先天不足，东风柳汽一直在夹缝
中生存。然而，近年来，东风柳汽却
异军突起，年销量从 2010 年的 5 万
多辆，快速跃升至 2016 年的 30.29
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高达 26.13
万辆，6 年增长 5 倍，增幅远超行业
水平，东风柳汽也由此成为自主品
牌乘用车第二阵营的排头兵。

东风柳汽何以从夹缝中崛起？
“围绕市场需求，打造‘三高’

精品。”姚利文说，东风柳汽的每一
步成功都是两条腿走出来的，一条
腿是通过精准化、差异化的市场细
分策略，深入挖掘潜在的、尚未被
市场在销产品充分满足的消费需
求；另一条腿就是高标准进行研发
设计，并通过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
严苛的质量管理体系，打造“三高”
精品。

优生育精品。在汽车市场飞
速发展的时代，东风柳汽却从没有
把扩大规模放在战略第一位，而是
选择了集中力量，逐个突破。东风
柳汽销售公司副总经理伍雪峰告
诉记者，就如长城专注于 SUV 市场
一 样 ，东 风 柳 汽 自 2001 年 进 军
MPV 市场，在商用 MPV 方面做了
多年的耕耘。以风行 S500 为例，
东风柳汽人敏锐地发现，市场在售
的 7 座家用车多数由微客或微客
升 级平台转型而来，在驾乘舒适
性、贴近家用需求等方面存在不
足，于是，他们推出了“全能家用 7
座 MPV”风行 S500，填补了行业空
缺。今天，东风柳汽在家用 MPV
市场地位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在整体 MPV 市场中也仅次于上汽
通用五菱。

创新赢市场。对于 SUV 市场，
东风柳汽虽然借鉴了 MPV 市场的
开发经验，但却没有止步于此，而
是在产品设计上寻求创新。在第
一款 SUV 景逸 X5 上市试水后，东
风柳汽将主要用户目标锁定在希
望把 SUV 当做人生第一款车的用
户群体中。“与传统轿车不一样，能
把 SUV 当做第一款车的用户一定
会是比较有态度的人。”伍雪峰表
示，为满足这一群体的特殊要求，
东风柳汽不仅搭载了先进的动力
技术，还增强了 SUV 产品的功能性
和实用性。数据显示，自 2013 年
景逸 X 系列 SUV 上市以来，该系列
产 品 就 很 热 销 。 今 年 1 月 ，景 逸
SUV 系列产品销量达到 15705 辆，
成为 SUV 市场的主流产品之一。

国内市场国际化。高度国际
化的市场、高度国际化的竞争产品
正是国内汽车市场的一大特征。
为和国际品牌在家门口同台竞技，
东风柳汽与合资企业展开了“对
标”。“对标的目的在于改进。”东风

柳汽乘用车技术中心主任翟克宁
说，在研发领域，东风柳汽制定了
专项追赶课题：一方面，通过对标
标杆企业的核心车型，强化产品的
感官质量、舒适性、安全性等关键
性能，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另
一方面，通过提升平台建设水平、
核心总成研究能力、试制试验水
平、零部件模块化水平以及人才队
伍建设水平等，不断缩小与标杆企
业在研发能力上的差距。在产品
制造和管理上，则通过对标日产、
沃尔沃等企业，强化预防性管理和
过程管理，加强质量教育，以全面
提升工艺制造能力。

没有竞争，就没有超越。没有
目标，就没有动力。“今年东风风行
品牌要努力在轿车、SUV、MPV3
个领域各打造一款月销万辆以上
的爆款车型，撑起全年 40 万辆的
销量。”姚利文表示，这是东风柳
汽“商转乘”战略推进路上的又一
个“小目标”。“东风柳汽的大目标
则是从最初的跟跑者成为领跑者，
推动中国从汽车大国早日迈向汽
车强国。”

东风柳汽何以从夹缝中崛起？

商转乘的“小目标”
本报记者 杨忠阳

2 月 13 日，以视频为核心的物
联网解决方案和数据运营服务提
供商海康威视宣布，计划在蒙特利
尔建立研发中心，在硅谷建立研究
所。这是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康威视）首
次在中国境外设立研发机构。

海康威视总裁胡扬忠表示，蒙
特利尔研发中心和硅谷研究所的
设立，将进一步提升海康威视的研
发实力，同时有助于提升中国以外
地区的本地支持与服务。

作为全球视频监控细分领域
的头号企业，海康威视是中国制造
叫响全球的杰出代表之一。资料
显示，继 2015 年全球第二、蝉联亚
洲第一之后，2016 年，海康威视安
防产品综合排名跃居全球首位。
海康威视最新财报显示，2016 年前
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211.37 亿
元，同比增长 28.6%；净利润 48.50
亿元，同比增长 26.7%。

一家成立于 2001 年、创始团
队仅 28 人的小公司，如何在十几年
间就成长为世界制造舞台的“优等
生”？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表
示：“我们不追求破坏性或颠覆性
的创新，而是坚守自己的核心技
术，并以此为基础不断进行创新。
这种‘守拙’式的成长是我们不断
取得技术突破，并在全球竞争中取
得佳绩的关键。”

大手笔投出的创新动力

“海康威视本身就是创新的产
物。通过核心技术与体制机制的
创新探索，海康威视从科研院所
变为上市公司，从设备生产商发
展成解决方案提供商，再到现在成
为内容服务的提供商，改革和创新
始终是企业发展的动力。”陈宗年
如是说。

作为一家以技术见长的公司，
海康威视在视频监控产业向数字
化、网络化、高清化、智能化方向发
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高额的研发
投入。公司 2011年至 2015年的研
发投入近 50 亿元，其中仅 2015 年
度就超过 17亿元。

“在长期专注的创新投入下，
海康威视在前瞻技术方面取得了
一些突破。”陈宗年介绍说，公司现
已拥有视音频编解码技术、视频图
像处理技术、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等多项核心技术及云计算、大数
据、人脸识别、深度学习、视频结构
化等前瞻技术，目前已获得授权的
专利达 1252 项，其中发明专利 288
项，国际专利 88项。

凭借创新的前瞻性技术以及
由其转化出的全球领先的应用技
术和产品，海康威视的市场表现想
不优异都难。根据美国权威机构
IHS 报告显示，在视频监控领域，海

康威视全球市场份额已从 2014 年
的 16.3%增长至 2015 年的 19.5%，
连续五年蝉联全球第一。

顺手挖出的“金子”业务

目前，海康威视的盈利增长仍
来自主业视频应用，但这不妨碍它
在创新业务上的扩张。

2016 年，海康威视先后发布了
“行业级无人机”“工业相机”以及
“智能仓储机器人”，表现出其在
“机器视觉”业务领域的积极布局。

以仓储机器人为例，这项被命
名为“阡陌”的智能仓储机器人系
统，2016 年 2 月已经出现在海康威
视的工厂之中。据海康威视副总
裁、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贾永华介绍，“阡陌”系统可
通过移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劳作，
作业人员只需要进行“必要”的管
理与操作，其他各项作业均可由机
器人来完成，大幅提高了仓储管理
效率。

“在外人看来，海康威视从原
来的视频应用业务到现在的机器
视觉业务，并很快面向市场推出无
人机、工业相机、‘阡陌’智能仓储
机器人及系统这样 3 个细分行业应
用的产品，看起来有跨度，但从我
们的视角来看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过程。海康威视一直掌握视频应
用的核心技术，在硬件、嵌入式、
ISP、模式识别等领域有非常深厚
的积累，这些也都是机器视觉的基

础核心技术。”贾永华说。
而更让外界惊讶的是，2016 年

6 月，海康威视以 1.5 亿元的注册资
本，在滨江区设立了杭州海康汽车
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涉及车用
电子产品及软件、汽车电子零部
件、智能车载信息系统等范围，此举
也意味着海康威视正式进军汽车电
子行业。陈宗年称，这个项目主要
定位于智能化，以视频为主要感知
对象，其核心是多维传感技术。

对于这些外界看起来完全和
主营业务“不搭边”的创新业务，陈
宗年表示，“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
过程”。“我们原来做视频监控，现
在已经进入计算技术、交互技术、
连接技术等领域，这些都为可视化
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基础。随
着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大数据分
析的逐步成熟，数据背后的价值会
渐渐显现，都是大数据中隐藏的

‘金子’。”陈宗年说。

“聚天下为我用”

午饭时间，记者走进海康威视
杭州总部的食堂，看到大多数都是
青春洋溢的年轻员工，不经意间还
以为错入了大学食堂。

而这也正是海康威视引以为
傲的地方。海康威视现有研发人
员超 8300 人，研究院的研发团队
中很多都是“90 后”，而且在这支队
伍中，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占比接
近 70%。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
轻人主要负责视频智能分析、图像
处理、编解码等技术领域的前瞻性
研究，并负责公司全线智能产品的
研发。“可别小看这些孩子们的创
造力。”这位负责人说，2015 年，在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和芝加
哥 丰 田 技 术 研 究 所 联 合 创 办 的
KITTI 算法评测中，海康威视两项
视觉识别技术，评分均排名世界第
一；在 MOT Challenge 算法测评
中，海康威视获得“计算机视觉的
多目标跟踪算法”世界第一，而与
他们同台竞技的，不仅包括相关领
域的顶级企业研究团队，还包括了
像 NEC北美研究院、加州大学等世
界顶级研究团体及高校。

没有人才就谈不上创新，这也
是海康威视一以贯之的理念。“公司
的目标愿景和我们能够提供的工作
平台、高薪酬及发展空间是留住高
端人才的关键。”海康威视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一波表示，
仅在 2015 年，海康威视就新进了
5000多人。人才引进的速度快，内
部人才优化的速度也得相应加快。

不仅如此，海康威视还在广纳
全球人才，为我所用。目前，在其
遍及全球的 23 家分支机构里，超过
1000 名海外高知正在为海康威视
的发展打拼。陈宗年表示：“要用
好国内人才、海外人才，现在还要
用好全球的人才资源，‘聚天下人
才’能够为我所用，做到人才本土
化和人才本地化，这也是国际化和
走向全球化的一个趋势。”

海康威视：

“守拙”者，霸“视界”
本报记者 刘 瑾

◀ 在海康威视

桐庐车间里，“阡陌”

智能仓储机器人正在

搬运货物。

（资料图片）

◀ 春节刚过，海康威视的

生产线又忙碌起来。
▼ 在海康威视桐庐车间

里，工作人员正在查看设备运

行情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