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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0 日，小米公司董事长雷

军正式披露了小米电视在内容生态上的成

绩。雷军表示，通过 10 亿美元猛攻视频市

场，在同类产品中小米电视内容已经遥遥领

先，跃至业内第一，包括电影、电视剧、综艺、

动漫和纪录片在内的五大影视内容核心类

别，总量达 18051 部，内容比乐视（8907 部）

多一倍。为了证明数据的可靠性，小米还特

意委托北京市方圆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据雷军介绍，目前小米电视已经累积

2805 部电视剧和 7728 部电影，在电影、电视

剧、综艺、动漫、纪录片等影视核心类别方面，

分别超过友商 2.4 倍、1.4 倍、6.7 倍、1.1 倍以

及4倍。

雷军表示，小米通过投资爱奇艺、优酷

土豆、华策影视等各大内容输出方，为小米

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持；同时以“开放”心态积

极拥抱产业链上下游小伙伴，包括搜狐视

频、PPTV、芒果 TV、风行视频、凤凰视频等

已经超过 100 家优秀影视内容提供商都已

经加入小米视频网站大联盟，优质内容通过

播控平台提供给所有小米电视用户。

此外，小米还宣布推出新款路由器，该

路 由 器 采 用 博 通 Broadcom 4709C 双 核

1.4GHz处理器，512MB 闪存，256MB 运行内

存，支持 802.11ac 千兆 WiFi，采用专业 PCB

阵列天线，配备 3.5英寸 1TB监控级硬盘，最

高可支持 6TB。路由器具备网页加速、游戏

加速、迅雷下载加速和宽带免费提速共 4

种网络提速能力，可下载电影、存照片、充

当无线移动硬盘。 （欧 阳）

小米称电视内容

比乐视多1倍

ivvi发布新品小i

推品牌合伙人计划

本报讯 6 月 11 日，全新时尚手机品牌

ivvi携手《如果爱》节目，于湖北卫视 2000 平

方米演播大厅正式举办“ivvi 如果爱 不释

手”启动仪式暨战略合作发布会。

此次 ivvi 共发布两版小 i 新品，分别为

小 i 告白版，售价 2199 元；小 i 标准版，售价

1999 元。同时，ivvi同步发布了 ivvi小 i的产

品设计理念——smooth 理念，公布了“ivvi

为爱连接，品牌合作人计划”，及其最有爱的

kiss产品线系列布局。

此次面世的 4.9mm 超薄新品 ivvix 小 i，

设计上采用 smooth 的设计理念，4.9mm 一

体式金属机身小巧轻薄，所搭载的康宁大猩

猩 2.5D 弧面玻璃，拥有水滴表面张力弧度

的设计美感。

在拍照功能上，ivvi 小 i 采用“息屏拍

照”技术，只需双击声音键即可拍照，能够

更方便快捷地抓拍、抢拍。同时，还内置美

妆功能，设有韩系、甜美芭比、优雅女神等

多种风格真人化妆模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ivvi小 i专为恋人开发的“ivvi 私语”软件。

发布会上，ivvi 具有品牌战略意义的

长 线 品 牌 活 动 ——“ivvi 为 爱 连 接 ，品 牌

合伙人计划”由 ivvi 总裁李斌宣布正式启

动 。该 活 动 旨 在 为 广 大 有 志 青 年 提 供 施

展才华的舞台，实行“1.3.3.9”机制，即投

入 9999 元 ，即 可 持 有 ivvi 1% 股 权 ，成 为

ivvi 的 品 牌 合伙人，招募 300 名参与者，与

ivvi 共同做活 300 个创业项目，享受 9 年 ivvi

服务绿色通道。 （欧 阳）

手机行业怪象丛生 金立能否另类生存？

本报记者 欧阳高兵

6月10日晚上，金立在北京发
布2款新品M5和E8。M5作为金
立M系列的首款产品，以超强电
池续航为主打优势，电池容量高达
6020mAh；E8则延续E系列主打
拍照的特色，将摄像头像素提高到
了2400万像素。发布会上，金立
还与微众银行举行了签约仪式，正
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搭建金
立的生态系统。

在当晚的发布会上，金立集团
董事长刘立荣对当今手机行业的
“怪象”大相吐槽。刘立荣称自己
做手机十几年，堪称“做机时间最
长的手机企业领导”，但他直言对
于很多手机厂商的做法有三样“看
不懂”。

3个“看不懂”与3点体会
用户至上的思维、极致的思

维，其最终目的还是回归对用户和
企业的经营。

刘立荣告诉记者，他的3个“看不懂”：

一是很多手机厂商喜欢“耍猴”；喜欢

把产品亏本卖，而且好像觉得很体面；还喜

欢自己打自己的脸。二是所谓的“互联网思

维”被滥用，哪儿都在谈互联网思维。三是

很多手机企业动不动就喊要达到1亿部、2亿

部的销量，想把竞争对手全都杀死，但实际上

市场容量这么大，不可能独占市场。

“比如说用户至上的思维、极致的思维，

但最终目的还是回归对用户和企业的经营。

在我看来品牌是需要溢价的，产品也是需要

溢价的，营销就是用来创造价值的。因此我

认为，中国的互联网营销在未来的发展中一

定会回归到本质，本质就是真正的品牌是有

溢价的，国产品牌是有溢价的，好营销是创

造价值的。”刘立荣对记者表示。

对于自己10多年的手机行业经历，刘

立荣总结出3点体会：

1.手机品牌各领风骚三五年，蹦得越高

有时候反而死得越快。很多手机企业不是

被对手杀死的，而是被自己弄死的。2.手机

行业真正制胜的不是依靠思维，也不是依

靠低价，而是打动消费者的高质量产品。3.

最好的创新是从用户需求出发的创新，应

该是实用的、对用户体验带来提升的创新。

与微众银行合作搭建生态系统
金立的愿景就是以个人移动终

端为载体，共建值得信赖的垂直生
态系统。

此次金立与微众银行达成合作，金立

E8成为首款支持微众银行支付的手机。微

众银行是国内首家互联网银行，也是首家

获批开业的民营银行，与普通银行相比，微

众银行无网点、无需担保，仅服务个人和小

微企业、不设大公司部。

据金立方面介绍，这款手机将指纹识

别功能与金立Amigo系统以及个人支付账

号结合起来，以指纹识别取代普通密码。通

过NFC功能，“金立钱包”可让用户进行话

费充值、电影票订购、团购等操作，还可以

在手机上完成银行卡开卡、快速查询余额

及交易记录等操作。

据悉，金立E8目前已支持招行一卡通，

银联和微众银行正在调试中，更多的生活服

务和金融服务将在“金立钱包”陆续开通。

金立集团总裁卢伟冰表示，通过与微众

银行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共

同打造“金立金融“服务，为用户提供创新

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理财、支

付、贷款、存款等）。

对于金立的生态系统的搭建，刘立

荣表示，金立的愿景就是以个人移动终

端为载体，共建值得信赖的垂直生态系

统。但是，这个生态系统怎样布局，具

体如何执行，对于金立而言还是一个摸

索的过程。

“与微众银行的合作，为我们的生

态系统解决了一个关键点。”刘立荣说。

金立的低调与另类
刘立荣之所以“看不懂”，是

因为这些浮夸的做法与金立的低调
沉稳有着明显的不同。

对于刘立荣来说，当前手机行业的一些

怪象之所以让他“看不懂”，是因为这些浮夸

的做法与金立的低调沉稳有着明显的不同。

近几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以及手机准入门槛的降低，跨界做手机的企

业越来越多，小米、乐视、360、格力等企业以

及罗永浩、李阳等名人纷纷高调杀入这个市

场，名声打得很响亮，但实际上真正有技术

创新，并且想长期做下去的可能没几个。

正如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所

言，一些名人做手机如果单纯从赚钱方面

来看，部分品牌确实是“成功”了，但是损害

的是消费者的利益。“因为这些手机大都是

‘贴牌’手机，难以持久发展，这些企业缺乏

专利、技术、经验和渠道，甚至连最基本的

售后都保障不了。”

相比于浮夸的各路跨界手机厂商，做

了10多年手机的金立则显得非常低调。金

立不喜欢和别的手机厂商打口水战，也不

喜欢搞各类出格的营销来博消费者眼球。

在新品发布会上，金立很少拿别的品牌的

竞品当靶子，而是更多地强调自身在技术

上的创新点。比如这次的2400万像素摄像

头与 6020mAh 的超大电池容量，在国内众

多手机新品中可谓是独树一帜。

金立的“另类”还体现在它对待子品牌

的态度以及电商渠道的策略上。金立可能

是第一个取消自己推出的子品牌的手机厂

商。2014年随着众多手机厂商推子品牌的

大潮，金立也推出了ELIFE子品牌，面向年

轻、时尚群体，期望借此带动整个金立的转

型。不过，经过 1年左右的实验和探索后，

金立最终放弃子品牌的策略。

对此卢伟冰的解释是金立将集中力量

突围，带动整个集团全面转型。“有些公司之

所以做多品牌，是因为不知道路在哪里，因

此多路突围，而不是集中突围。金立想清楚

了，就走一条路就好了。”

而对于喧喧嚷嚷的电商市场，金立也不

如很多其他手机厂商那样热衷于“触网”。

金立对于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有着清醒的认

识，它在线下市场，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及以

下的市场上有着很强的优势，在专卖店数量

和品牌影响力方面也不弱于其他国产品牌，

因而金立一直对线上渠道保持谨慎的态度。

对于金立的战略，尽管有人褒有人贬，但

谁也无法料定未来的金立会走向何方。对于

刘立荣来说，不管怎么转型，打动消费者的好

产品永远是金立立足的根本。

（上接第1版）
“今年只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

果，”魏少军补充道，“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会遇到瓶颈，随着时间的推移困难累积下

来，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达到一定程度就要

爆发。”

通过寡头联盟

大并购寻找新市场

其实，从今年以来发生的恩智浦并购飞

思卡尔、Avago并购博通和英特尔并购Altera

这 3起最重大并购案的目的来看，这正代表

着半导体业并购中两种不同的并购方式——

要么是横向扩展，瞄准新的市场；要么是纵向

兼并整合，丰富产品线、优化产业、壮大规模。

“英特尔对Altera的并购，更多的是瞄准

新的市场，通过产品组合的创新，增强它在

新领域的核心竞争力。”魏少军告诉记者。

这个新的市场就是大型云数据中心及物

联网。众所周知，英特尔的传统强项在于PC处

理器，其在PC之后的手机市场中，并没有占据

有利位置，急需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

英特尔CEO科再奇（Brian M.Krzanich）

曾公开表露，他认为数据中心业务（例如服

务器、存储芯片）将是英特尔的下一个增长

引擎，它的增长将抵消 PC 销售带来的负面

影响。

而在这个领域，Altera的主业FPGA已成

为日渐重要的搭档。由于能够加速搜索、排

序以及字母配对算法，可编程应对多种应

用，FPGA已被微软、百度等公司用于其数据

中心。虽然在此市场上已占据近 95%的市场

份额，但英特尔显然希望通过将 Altera 这个

FPGA 龙头之一纳入麾下，以保证它继续处

于绝对领先地位。

“通过寡头联盟、大并购去寻找新的市

场，这是未来半导体产业中一个很重要的趋

势。”顾文军表示。

今年英特尔在2月收购Lantiq公司显然

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要延展产品线进入包括

DSL、光纤、LTE、零售和物联网等市场。

与英特尔相比，恩智浦并购飞思卡尔、

Avago并购博通则是典型要通过并购壮大规

模、优化产业的类型。当然，两者各自有着不

尽相同的特征。

魏少军向记者指出，Avago 收购博通更

多的是从丰富产品线的角度，实现产业上下

游互补型的优化和合作。

据记者了解，博通的加入，强化了Avago

在移动设备、数据中心以及物联网等领域的技

术。合并后的新公司估值将达770亿美元，年

营收总计约150亿美元，将组成全球最大的消

费性电子与商用市场通信芯片方案供应商。

与 Avago收购博通不同的是，恩智浦与

飞思卡尔之间的产品线交叠更多，是更典型

的同行之间壮大规模的并购。

虽然并购的目的不同，但陈立武向记者指

出了一个共同点，即这些并购的初衷都是期望

加强公司在某些特定或垂直领域的市场竞争

力，由此可以看出汽车电子、云计算、大数据等

都是下一个10年技术创新的重中之重。

很多公司

是为了并购而并购

顾文军向记者强调，目前可以看到的情

况是，大量被收购的公司都来自美国，由于

来自投资者和股东的压力，很多公司是为了

并购而并购，通过并购推动给股东交代。

实际情况是，在经过互联网时代和移动

互联网时代后，PC、手机这两个半导体增长

最大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芯片价格持续

下滑。以手机芯片为例，手机芯片领域的霸

主高通在 2014 年便已将平均毛利率目标下

调到约47%。但新的市场却还没有成熟。

华人公司的崛起和竞争更加速了半导

体业毛利率和净利润的下降。“华人公司有

30%，甚至20%的毛利率就可以做下来，导致

毛利率、净利润特别低。而美国的股东和投

资人则觉得，半导体要是没有那么高的毛利

率就没必要去做。”顾文军解释道。

赛迪智库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研究员

史强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正是由于竞争

激烈，一部分企业因利润开始下滑甚至出现

亏损，使得股东产生了出售企业或拆分相关

业务的意愿。

相信很多人都对排名第 13 的 Avago 能

够以小吃大拿下排名第 9的博通感到吃惊。

但事实上，近年来，24 岁的博通已显露出疲

态，近年来营收一直难以实现增长。2014 年

虽然博通盈利达到14.1亿美元，但营收仅增

长了1.5%至84亿美元。

并购的发生确实通常都伴随着公司市

值的上升。例如在 Avago宣布收购博通的当

天，博通股价便大涨22%，Avago的股价也上

涨了 7.8%。英特尔收购 Altera 的报价比 3 月

刚传出消息时高了 56%，Altera 的股价也一

路从3月的34.58美元飙升至6月1日消息传

出当天的 51.20 美元。近日传出有意出售的

Atmel，也在消息当日出现了3.56%的股价上

涨，盘中涨幅最高时达到7.2%。

“国际巨头间的合并更是因其本身拥有

良好的核心业务支持而备受期待，公司合并

带来的产品线完善以及产品增值也会刺激

盈利进一步增长。”史强解释道。

当然，并购所带来的结果并不只是市值

的上升，还有产业格局的变化。

英特尔对 FPGA 市占率达 38%的 Altera

的收购，必然将改变FPGA市场的竞争态势。

恩智浦和飞思卡尔的并购则将产生一个全

球最大的汽车电子IC供应商。

“这种大规模并购必将产生大企业，给跟

在后面的小企业带来更大压力。但从创新的

角度看，原来的两个竞争对手变成一个竞争

对手，未来的空间也会变大。”魏少军指出。

陈立武则认为，系统厂商相对将受到更

大冲击。因为那些传统的、大量依赖芯片的

系统厂商将会面临更少的选择，并受到技术

上和价格上的压力。

集成电路变成了

“风口上的猪”？

除了国际巨头间的大并购外，在这一轮

的并购大浪潮中，不容忽视的还有来自中国

的力量。自去年 6月成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简称“大基金”）以来，中国的各方

资本都开始跃跃欲试，纷纷想要进入半导体

领域分一杯羹。

此前，博通大中华区总裁李廷伟便曾公

开表示，博通公司内部已经反映出亚洲时代

来临的趋势。

“中国半导体产业并购或重组的目的是

加快中国半导体产业进步的脚步，与国际大

厂和先进技术快速接轨，并为国家一些关键

技术和产品领域提供半导体基础技术的支

撑。”陈立武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从开年的长电科技成功并购新加坡封

测企业金科星鹏后，2015年4月，清芯华创、

中信资本、金石投资完成了对豪威科技

（OmniVision）价值19亿美元的收购；2015年

5月，北京建广资产又宣布将以18亿美元的

价格收购恩智浦旗下的射频功率事业部

RF Power。

这只是收购成功的案例。在不到半年的

时间里，中国资本市场频频传出对国外半导

体企业竞购的消息。例如，中芯国际拟购韩

国东部高科、CEC 和大唐电信参与竞购

Marvell、武岳峰资本参与竞购ISSI等等。

但一时间，集成电路仿佛变成了“风口

上的猪”。“现在的泡沫有些太大。做半导体

赚钱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目前还没有出现一

个能够靠并购半导体赚到钱的例子。”顾文

军向记者强调。

顾文军警告道，国内目前缺乏能够承接、

管理并购公司的大企业，并购的风险很大，尤

其是那种被剥离的产品线，尽量不要去买。因

为其中的IP、技术和人才都是通用的，无法真

正从原公司剥离出来，很难去判断、评估其价

值。“因此国际半导体公司通常都是公司并购

公司，很少有去买产品线的。”

魏少军则表示，在资本趋利非常强的市

场作用下，出现这样的“泡沫”合情合理，但

他同时向记者指出，泡沫不能太多，目前国

内大量收购海外企业的价格已有些虚高，确

实要冷静理智地面对并购。

魏少军建议，未来要加大对内部的并

购。他认为，光是外部的整合只是促进行业

增速，对行业内功的增长没有太多的帮助。

“如果我们能够形成内部的并购，中国的半

导体产业很可能真正发生质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