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将互联网拆解成“人、商

品、信息、服务”四个元素的话，

每个元素的连接点， 都是巨大的

商机。 以国内互联网行业的现状

来看，目前“人和信息”连接点的

老大是百度；在“人和商品”的连

接点上，阿里一家独大；说起“人

和人”连接点的控制者，腾讯当

仁不让……最后这个 “人和服

务”连接点，谁能牢牢把控住它，

谁就有机会成为和BAT三巨头并

肩的“第四极”。

目前，BAT巨头都在争夺。但

近期以来，互联网行业的并购规模

之大、速度之快、估值之高让人唏

嘘。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1995年至

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而近期纳斯

达克科技股的暴跌更让人加剧了

这个联想。

与那次泡沫一样， 高估值寄托

于未来的利润，而不是今天的盈利。

这一次，不在是网页，而是移动互联

网带来的大量财富扩张机遇。

里昂证券分析师Terry� Chen

表示，“移动互联网是一个新的领

域，大家都还在争地盘阶段，希望

建立自己的帝国。”Kakao联席首席

执行官表示，“从目前的观点来看，

你可能对估值摇摇头。”

这正是互联网企业给投资者带

来的疑问， 投资者需要尽快给自己

一个答案。

·记 /�者 /�观 /�察

BAT都想

抢占“第四极”

今年， 阿里已经拿

下了

5

家上市公司 ，总

投资约

230

亿元

腾讯

3

个月拿下

6

大“公司”

2014年以来， 腾讯频繁大手笔并购和投资已经成为中国

互联网市场的一道风景线。

1月， 腾讯联手中信产业基金1亿美元入股嘀嘀打车；1月

15日，华南城和腾讯宣布，腾讯将以15亿港元的价格，认购其

合共68.03亿股新股；2月腾讯斥资4亿美元，入股大众点评网，

占20%股份；3月10日，腾讯以约2.15亿美元入股京东，拿到京

东15%左右的股权， 并可在后者上市时追加认购5%的股权；3

月21日易居旗下全资子公司乐居宣布，腾讯将以1.8亿美元购

买全面摊薄后15%的乐居股份。3月27日腾讯发布公告称，公

司计划以5亿美元购买CJ� Games� 28%的股份。交易完成后，腾

讯将成为CJ� Games第三大股东。

腾讯总裁刘炽平3月份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称，腾讯

本着从用户角度出发，去满足在O2O生态体系里的用户需求。

小团队 大手笔

为腾讯扩张做先锋的是2011年成立的腾讯产业共赢基金。知

情人士透露，其投资规模目前已超过100亿元。腾讯并购投资

部员工只有20人左右，该部门的招聘广告称：“我们的投资团

队来自谷歌、微软、贝塔斯曼投资、经纬创投、摩根斯坦利，并

都具有北大清华或是海外名校背景。”

据腾讯内部人士透露，该团队虽然只有20人左右，但是效

率很高。“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忙着看项目， 一年要看至少200

个项目，非常累，不过真正投资的项目就1%左右。”

在投资策略上， 腾讯投资并购部会更多地考虑与自身业

务的结合。一名接近腾讯的人士认为腾讯的投资像拼图：“腾

讯主要是为了补足自己的业务短板， 自己做不好就会以投资

为主，目的就是收购优质的资源和创业团队。”

疯狂圈地O2O

市场刮起马云概念股

4月8日晚间， 阿里巴巴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与

华数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华数传媒也发布公告称，马云、史

玉柱设立的云溪投资以22.80元/股的价格， 认购华数传媒

非公开发行股份28667.1万股，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华数传媒

股份总数的20%、双方将共同参与到原创内容、视频通讯、

游戏、音乐、教育、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布局和并购中。

除了华数传媒，今年以来马云及阿里巴巴已拿下了4家

上市公司，分别是中信21世纪、文化中国、银泰商业、恒生电

子，代价分别为13.2亿港元、62.42亿港元、53.7亿港元、33亿

人民币， 这5家公司总投资额约为230亿元。 上述公司的股

权，因为背后浮现马云的身影，多家股价复牌后大涨。

阿里帝国不仅

O2O

懂行的一眼看出，阿里这轮“大采购”是有章法可循

的。今年，阿里巴巴将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届时该公司

的估值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目前，阿里巴巴正急于在IPO

之前弥补其经营短板。

过去一年里，阿里巴巴动用资金逾20亿美元，或入股或

直接收购了超过10家规模较小的公司。它是全方位布局，大

鱼吃，小鱼也不放过：社交方面投资陌陌、新浪微博；收购

O2O基础应用高德地图、打车应用快的；音乐方面收购虾米

网、天天动听；以及投资众安保险、天弘基金等。这份榜单中

包括地图、社交、工具、金融等多个领域。

“马云在打造一个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多元化的商业

帝国，同时，很多投资也带有防御性，比如在社交领域的投

资就是为了阻击腾讯凭借微信和手Q在O2O上的布局。”

分析人士认为。

乱箭齐发？有的放矢？

阿里

低调的百度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BAT中谁先掉队的观点时隐时现，有观

点认为阿里会率先出局，也有不少人认为百度正在掉队，认为百

度已经不再是阿里和腾讯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在搜索领域，百度依然处于领导位置，

根据易观的数据，2013年第四季度，百度在移动搜索上的份额仍

然高达72.1%，同期百度在移动分发的份额为41.2%(位列第一)。

此外， 百度旗下一共有14个移动应用的用户超过了1亿，比

如手机地图，它一直被认为是百度在移动端最重要的支点，其潜

力正在显现。上述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百度能够做到这点，它就

和腾讯、 阿里目前正在努力做的殊途同归———都在通过和更多

的线下服务者合作，试图编织一个从用户到服务最短的距离。

重点不在电商

百度日前发布了2013年第四季度及全年未经审计的财报。

财报显示，第四季度移动端收入在总营收中占比已超过20%。

在随后召开的分析师电话会议上， 百度CEO李彦宏、CFO

李昕晢等高管就百度2014年移动端布局、 重点投资方向等问题

作了详细说明。在投资方面，据李昕晢透露，主要投资方向包括

移动端搜索、云服务、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面向消费者

的产品以及国际业务等领域。百度也会继续在医疗健康、教育等

垂直领域深挖价值。 李彦宏称：“在这些垂直领域的发展方式是

通过并购还是公司内部发展， 这将取决于市场上存在什么样的

机会，如果我们能找到合适的并购对象，并购是一个更快建立市

场地位的方式。如果找不到，我们也做好了内部开发的准备。”

“百度比较是搜索为核心，它的并购重点并不在电商领域，

而在于移动互联网领域， 百度要尽快从PC端转移到移动端，并

加速在移动端的布局”。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人和信息”连接点的老

大是百度

“人和商品”的连接点上，

阿里一家独大

“人和人”连接点的控制

者，腾讯当仁不让

“人和服务”连接点，谁能

牢牢把控住它， 谁就有机会成

为和B.A.T并肩的“第四极”

激烈 “厮杀” 就此展

开———

“一亿级别并购都不好意思谈了”

互联网3巨头抢着吹泡沫？

低调下暗流涌动

2014

年以来，腾讯频繁大手

笔并购和投资已经成为中国互联

网市场的一道风景线， 据不完全

统计，腾讯已为此投入百亿

� � � �

与

2013

年巨资投资

91

无线、

PPS

、 糯米网相

比， 今年还未释放足够的

信息。不过，近日有投行人

士爆出， 百度将控股携程

网， 并整合旗下的去哪儿

网， 打造一个价值过百亿

的在线旅游帝国

“三国演义” 硝烟四起

百度

1 BAT

三巨头指的是

A

移动、电信、联通

B

苏宁、国美、京东

C

百度、阿里、腾讯

D

苹果、三星、诺基亚

2

阿里去年的“采购”策略是

A

十亿级别的并购都不好意

思给人谈了

B

看到腾讯百度买什么，阿里

就买什么

C

只对土豪属性的企业感兴趣

D

大鱼吃，小鱼也不放过

3

腾讯并购投资部有什么特点？

A

员工只有

20

人左右

B

为了便于谈判，男士身高不

低于

175cm

C

上班必须穿正装

D

员工每天都在忙着陪客户

4 BAT

中谁会掉队？

A

阿里会率先出局

B

百度正在掉队

C

腾讯难逃出局命运

D

都会掉队，新兴力量崛起

1

近日，腾讯、阿里、百度在资本市场掀起并

购风暴，豪掷资金以百亿为单位。本期，《社区

电商周刊》为您带来新版“三国演义”，欢迎您

围观看热闹。 读完下面的报道，《社区电商周

刊》 还有礼物送您———回答右边4道选择题，请

您吃柳桃看航天展。

只要您认真读报， 就能轻松找到答案。截

止周日18点， 凡是通过回复本刊官方微信答题

正确的读者朋友，本刊将每位赠送4月26日起在

保利林语溪举办的航天科技展门票3张， 前100

位答题正确者还将每人获得1份柳桃，而航天展

门票是20000张哦！

想近距离观看中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吗？想知道宇航员在太

空怎么生活吗？那就赶快来答题抢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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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 一周动态

“心脏出血”来袭

看好自己的网银

安全协议OpenSSL8

日爆出本年度最严重的

安全漏洞。此漏洞在黑客

社区中被命名为“心脏出血”，利用

该漏洞， 黑客坐在自己家里电脑

前， 就可实时获取到约30%https开

头网址的用户登录账号密码，包括

大批网银、购物网站、电子邮件等。

微点评：

OpenSSL

此漏洞堪

称网络核弹 ，网银 、网购 、网上

支付 、 邮箱等众多网站受影

响 。有网友提醒 ，“这几天尽量

别使用支付宝和网银之类的 ，

等相关网站修补了漏洞之后

及时更改密码。”

XP

停摆

忧伤之余快升级

4月8日， 连续工作

近13年的史上最长命操

作 系 统 ———Windows�

XP谢幕。 这也意味着，

从8日开始，微软就不再

为Windows� XP提供更新服务。

微点评 ：由于

360

、金山 、瑞

星承诺为

XP

用户继续提供安

全保护，普通用户继续使用

XP

不会有太多风险，但银行、政府

部门等对信息安全要求很高 ，

继续使用

XP

系统则面临较大

风险，应尽快升级操作系统。

女装囊括淘宝

TOP10

女性何止半边天

电商资深人士近日

曝光了2013年淘宝和天

猫 平 台 的 销 售 排 名

TOP10店铺。TOP10店

铺全部是天猫旗舰店，并

且全部是女装店铺。其中

排名第一的店铺是韩都衣舍天猫旗

舰店，单店年销售额达6.38亿元。

微点评： 随着市场的变化，

TOP

卖家已转移到天猫旗舰

店。由此可以看出，天猫平台被

扶持力度确实比较大， 尤其是

品牌旗舰店。

·有 /�奖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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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电商周刊》本期大礼

20000张航天展门票、100份柳桃

参与方式看这里：

1、今日上午10点起至周日（13日）18点，关注

本刊官方微信（加微信号：cdsbmygo或者直接扫描

下方的二维码），将相关问题的答案序号回复给本

刊官方微信即可。

2、获奖名单产生后，本刊官方微信将进行公

布。下周二（4月15日）起，获奖者就可以前往书院

西街1号亚太大厦5楼本刊编辑部领取保利航天展

门票，前100位答题正确者还将获得1份柳桃。

航天展门票

制图 帅灵茜

亲，请扫描二维码，关注

社区电商周刊微信， 欢迎您

回答右边的问题， 编辑答案

回复本刊微信，大礼相送哦。

此次航天展将展出

16

件航天实物及模型展

品，当中包括多件曾升空的航天员用品实物，参观

者可以近距离观看及拍摄这一系列的航天珍品。

新西兰活海鲜

成都市民可网购

“亲，新西兰的黑

金鲍和生蚝送到了！请

检查是否全部鲜活，不

活包赔哦！”4月9日至

15日，天猫举办“新西

兰海鲜节”全球首发活体海鲜。

据悉，天猫联合新西兰政府，向

国内67个城市消费者首次推出线上

新西兰活海鲜购买配送服务， 下单

后72小时送达，承诺不活包赔。67个

城市中，绝大多数为沿海城市，不过

成都消费者也可以享用，具体为：锦

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

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

江区、高新区。

微点评：鲜活农产品是电商

行业中一块诱人的大蛋糕 ，因

为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等一系

列难题也是行业最难啃的硬骨

头。 天猫此次尝试效果如何还

有待市场检验。

综合南方都市报 新浪科技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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