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腾讯入股京东 京东收购腾讯部分电商业务

和资产

电商寡头争霸： 腾讯携京东挑战阿里本报记

者 王荣

疯传腾讯投资京东一事，在经历多方

演绎之后露出真相。

3月10日，腾讯与京东双双宣布，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京东将收购腾讯B2C平台

QQ网购和C2C平台拍拍网的100%权益、物流

人员和资产， 以及易迅网的少数股权和购买

易迅网剩余股权的权利。而腾讯将以2.14亿美

元入股京东， 占京东上市前在外流通普通股

的15%。

对于此次合作，阿里巴巴方面不愿意发

表评论，更不愿接受采访。 而腾讯在京东上

市前的 “突击入股”， 不仅提升了京东的估

值，还丰富了腾讯生态圈，更把电商格局带

入寡头争霸时代。

京东价值或重估

2月中旬， 市场就传言腾讯入股京

东。 由于京东在2013年除夕夜向美国证监会

提交了上市申请，计划融资15亿美元，业界对

此传闻多采取怀疑态度。 但时隔不到一个月，

双方最终走在了一起。

“京东上市工作仍会按步推进，对具体时

间表不便予以评论。”京东方面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 此次收购对于京东估值的影响不

便评论， 但是希望京东与腾讯在移动以及电

商领域的战略合作会为双方创造巨大的价

值。

分析人士指出，腾讯旗下B2C平台QQ网

购和C2C平台拍拍网的100%权益、物流人员

和资产，对于京东而言吸引力并不大。该人士

指出，这虽为京东新增C2C和团购运营平台，

但QQ网购和拍拍网的市场份额并不大，且双

方整合需要时日。

反而是微信、移动QQ的一级接入口更有

价值。“本公司将通过微信、移动QQ为京东提

供一级接入点以及其他重要平台， 来促进京

东在实物电商业务方面的发展。 ” 腾讯公司

称，这是入股京东的重要条件。

艾瑞数据显示， 在2013年移动网购企业

份额中，手机淘宝占比76.1%，京东占比5.2%，

腾讯占比1.5%。 分析人士指出，若腾讯对整合

后的京东全面开放微信入口，京东有望分享微

信流量，来提升移动端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

对接微信入口有望迅速令京东打开O2O发展

空间，这也是提升其上市估值的关键所在。

此番腾挪之后， 腾讯电商旗下暂时仅持

有易迅网的股权。不过，腾讯已表示：“本公司

保证不从事若干电商业务。 ”这意味着，京东

收购易迅网全部股权或是迟早的事情。 更何

况，易迅物流的员工会加入京东，而易讯物流

优势在华东、华南等区域，这将使京东的物流

基本上覆盖全国。

腾讯电商版图渐成

消息提前泄露， 腾讯公司的股价表

现并不佳， 但腾讯此前入股的商贸物流企业

华南城却表现不俗。华南城3月10日再度被炒

高，股价一度涨逾10%。

对于此次腾讯与京东的合作， 分析人士

认为，腾讯的进攻性更强，旨在成为全网络的

生活综合服务平台。 虽然腾讯之前有电商业

务QQ商城、拍拍网，包括入股高朋，但是业务

很多没有整合好，缺少单一入口。

上述人士指出， 通过以资源换取京东股

份和远优于易迅的电商平台， 将使其能够专

注于信息服务，着力于完善微信O2O生态圈，

并借助京东丰富微信支付的电商应用场景，

有助于其进一步增强移动互联网入口和微信

支付等的竞争力。

据悉，未来，腾讯将在京东进行首次公开

招股时， 以招股价认购京东额外的5%股份。

此认购预计与京东的首次公开招股同时完

成。同时，腾讯还将在京东董事会中占一个席

位。

而从腾讯剥离电商资产， 也可以看出腾

讯的改变。 以往腾讯是全业务经营， 但去年

底， 腾讯提出的战略是以微信、QQ及公众平

台为基础，连接人与商品和服务，打造开放、

完整、丰富的生态链。 “这宗交易延续了把开

放融入战略投资的新型管理思路。”腾讯方面

如此自评入股京东事宜。

事实上， 从去年底以来腾讯就展现出

其移动端的议价能力。 2013年9月， 腾讯以

4.48亿美元入股搜狗， 持有搜狗36.5%的股

份， 并将旗下搜搜等相关团队以及腾讯自身

的一些流量资源转给了搜狗；2014年2月，腾

讯对大众点评进行战略投资，占股20%，当日

便在微信上线“今日美食”。

目前，腾讯的生态圈已包含搜狗、大众点

评、京东、艺龙、同城网等，而且，腾讯还有很多

自有业务如视频、手机安全等，这些都是充分

竞争的行业，按照打造开放、完整、丰富的生态

链的战略，未来腾讯还将向其他领域下手。

进入寡头争霸时代

“不评论。 ”这是阿里巴巴集团对腾

讯入股京东的反应。目前，阿里巴巴依旧是最

大的在线购物平台，不管是在PC上，还是移

动设备上。但腾讯入股京东后，市场担心这一

优势将逐渐缩小。

不久前，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在内部邮件中提出， 移动电商将必定是移动

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领域，而云端(Cloud +

App)将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的关键，阿里巴巴

将全面从云打到端，“All In移动电商”。

过去一年时间， 阿里巴巴相继投资新

浪微博 、UC、 收购友盟 、 酷盘 ， 领 投

TutorGroup，全资收购高德。 阿里巴巴已通

过投资并购建立一套在移动端的生态。

“后续阿里需要将收购的资源进行整

合。”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其只专注投资，而不

注重投资与整合之间的关联， 并不能发挥良

好的协同效应。

“这也或倒逼阿里加强菜鸟网络 （物流

平台）的建设。 ”上述人士还指出，此前，腾讯

电商相比阿里巴巴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京东

在B2C领域有着较大的优势，尤其是在物流

仓储上。 目前，阿里巴巴投资的菜鸟网络并

未正式投入运营，而京东的亚洲一号上海仓

今年将运行。

分析人士指出， 电商的世纪之战即将开

始，正面交锋的是京东与阿里巴巴，背后则是

腾讯与阿里巴巴， 电商寡头竞争趋势也将愈

加明显。

物产中拓称未与阿里巴巴合作

厦门钨业否认“沾亲”特斯拉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刘兴龙

物产中拓3月10日晚发布澄

清公告称，经核查，关于公司与阿

里巴巴、 特斯拉的相关报道均不

属实。

物产中拓称，天弘基金拟设立

“天弘物产中拓定增资产管理计

划” 并以该等资产管理计划的募

集资金认购物产中拓非公开定向

发行A股共计5194.45万股。 截至

目前，公司未与阿里巴巴进行电子

商务等相关业务的合作商洽。对于

与特斯拉合作的传闻， 物产中拓

称，截至目前，公司未与特斯拉进

行相关业务方面的商谈接洽。

最近股价异动并停牌的厦门

钨业也发布了澄清公告，经核实，

特斯拉未考察公司， 公司也未与

特斯拉接触过。 厦门钨业表示，电

池材料是公司重点发展的产业之

一， 经过多年的发展， 公司拥有

5000吨贮氢合金粉、10500� 吨各

种锂离子材料生产能力， 锂离子

材料产品主要有钴酸锂、 锰酸锂

和镍钴锰三元材料（NCM）等。

日本松下为公司电池材料主要采

购商之一。

巨头发力补短板 第二梯队忙站队

互联网公司“马太效应” 加剧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互联网公司在加速寻找自己的位

置。近年来，随着百度、阿里、腾讯一线互

联网巨擘纷纷收购或参股京东、 去哪儿

网、大众点评、高德地图、新浪微博等知

名互联网企业， 二线互联网公司也纷纷

选择站队。 业内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分析说，互联网行业的洗牌速度在加快，

随着后续整合的推进， 互联网巨头与小

兵之间乃至互联网巨头之间的“马太效

应” 或加剧。

去年并购额猛增9倍

公开资料显示， 仅2013年中国互联

网行业就完成并购案例44起， 同比上升

37.5%，涉及并购金额27.51亿美元，同比

暴涨922.7%。

市场的买家主要集中在百度、 阿里

巴巴、腾讯（BAT）三大龙头企业身上。

其中，百度通过对91无线、糯米网、PPS等

投资并购，实现了股价的迅速增长，诞生

多款过亿的移动产品， 完善了移动产业

链的布局； 阿里则先后获得新浪微博、

UC、 高德地图以及多家物流公司的股

份； 腾讯此前就一直将目光聚集在海外

创业公司上，日前入股京东，同样可以看

作这一脉络的延续。

有分析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一线互联网企业在并购和股权投资

方面越来越呈现出业务领域多元化发展

的趋势。 以本次腾讯入股京东为例，就是

公司谋求弥补电商领域短板的尝试。

有业内人士介绍说，如今国内互联

网业正处于产业变革的十字路口，移

动用户的积累和流量入口的开拓，都不

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BAT手中拥有

充足的现金流，在面临行业内竞争以及

移动互联网崛起的形势下，利用现金优

势布局移动端入口显然是最快的捷径。

这是近年来互联网公司并购潮起的重

要原因。

二线公司寻靠山

实际上， 互联网企业通过并购谋求

多元化从2013年就已经出现。 业内人士

介绍说， 经营在线游戏的企业可以去并

购网上音乐、在线广告等业务，互联网企

业并购后可以实现用户的共享， 从而提

高自身的点击量和浏览量。

多元化不仅可以分散风险， 而且可

以使企业在无法增长的情况下方便找到

新的增长点。“尤其对于一线互联网企业

来说，在原有的技术、用户基础之上，拓

展新的领域， 运用企业在某个市场中的

规模、形象和声誉至关重要。 ” 前述人士

介绍说。

而第二梯队互联网公司也将从股权

出售中获利。“由于互联网企业前期多属

于‘烧钱’阶段，寻找一线公司作为靠山，

无疑对于业务拓展非常有利。 ”

随着巨头并购潮的涌起，先前泾渭

分明的格局将被打破。阿里入股新浪触

动了腾讯社交网络的奶酪，腾讯注资搜

狗在搜索领域向百度筑起防火墙，而

百度收购去哪儿网和团购网站糯米网，

则是希望在电商领域分一杯羹。本次腾

讯入股京东，同样是腾讯在电商领域的

布局。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各巨头之间争

相并购， 整合在不远的将来或将成为大

问题。 因此，有人预计，并购潮起，不仅将

使互联网巨头与小兵之间继续拉开距

离，整合的成功与否，或也将使BAT三大

巨头之间呈现“马太效应” 。

寡头格局强化

垂直电商仍有生存空间

□本报实习记者 张玉洁

随着腾讯战略投资京东尘埃

落定，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腾讯与

京东的资本联姻，将显著改变互联

网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电商竞争

格局，但中小电商特别是垂直电商

并非没有“逆袭”可能。

电商格局已定

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

B2C网络零售市场 （包括平台式

与自主销售式）中，排名第一的依

旧是天猫，占50.1%；京东名列第

二，占据22.4%；位于第三位的是

苏宁易购达到4.9%。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

的研究报告认为，腾讯入股京东后

将加速国内B2C电商各梯队的分

化。 天猫、京东&腾讯位于第一梯

队；苏宁易购、亚马逊中国、唯品

会、1号店列在第二梯队；当当网、

国美在线、 凡客诚品位于第三梯

队。 由此，国内B2C市场格局日趋

明显，寡头化趋势下，中小电商将

在资金、规模和客户方面受到竞争

压力。

苏宁云商相关人士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苏宁关注同行，但

更加关注苏宁的消费者。但海通证

券研究报告认为， 对苏宁而言，其

市场份额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短期

估值或面临压制。

垂直电商仍有机会

不过，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网络零售部主任莫岱青认为，苏

宁、当当这类电商已经形成了各自

的发展模式和特色，没有必要与天

猫、京东进行正面竞争，中小垂直

电商仍有一定空间。

时尚电商网站走秀网联合创

始人黄劲也持类似观点。 他认为，

腾讯入股京东对中小电商影响有

限。 电子商务市场广阔，细分领域

众多，许多中小电商各自都有擅长

的领域。

部分电商的财报和近期的股

价走势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苏

宁2013年收入同比增长7.19%，

其中线上业务同比增长43.86%。

此外，“红孩子” 母婴、化妆品等

销售收入及开放平台、 商旅、充

值、彩票、团购等虚拟产品代售等

业务合计含税收入约42亿元。 尽

管 公 司 2013 年 净 利 润 下 滑

86.32%， 但仍不乏市场人士看好

其转型前景。

分析人士指出，阿里、京东等

“大而全” 的平台永远都存在照

料不到的夹缝， 垂直电商只要把

握了“小而美” 的细分市场，“垂

直” 就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

“垄断” 。

福田汽车

天猫开店卖欧曼配件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传统汽车企业加速电商步伐， 中国

证券报记者从福田汽车获悉， 福田戴姆

勒汽车配件天猫店日前投入运营。同时，

公司启动业内独有的一对一交车培训等

线下承诺，以帮降低用户使用成本。

福田汽车方面介绍说，福田戴姆勒

汽车作为第一家涉足电子商务的商用

车企业，欧曼配件官方旗舰店日前在天

猫正式上线，开启了电子商务新阶段。

公司表示，欧曼GTL配件销售网络

100%覆盖全国各省市，目前拥有100多

家配件供应中心、2000多家配件专卖

店。 福田戴姆勒汽车利用强大的配件供

应网络，提供价格优惠、采购方便的原

厂配件，保证实现用户“人手拥有一家

欧曼配件店” 的愿景。

近几年， 重卡用户的购车关注点从

纯粹的“比” 购车价格到全面“拼” 总运

营成本， 用户对车辆的使用成本越来越

关注。 福田戴姆勒汽车引进欧洲领先的

交车培训理念，国内首创“一对一” 用户

交车培训和用户驾驶训练营， 培养用户

良好的驾车用车习惯， 结合车辆的“智

能”特性确保车辆达到最佳行驶状态，从

而提升盈利空间及运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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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电商大发展

京东概念股闻风而起

□本报记者 王荣

继阿里概念股、腾讯概念股被

爆炒之后，以怡亚通、齐心文具、用

友软件、老板电器为代表的京东概

念股效应显现。

早在3月7日，就有媒体报道称

腾讯入股京东谈判已经基本敲定。

当天， 京东概念股怡亚通涨停，齐

心文具大涨逾5%， 用友软件涨超

3%，老板电器涨近2%。

上述个股受追捧并非全是炒

作。 分析人士指出，2013年前三季

度， 京东以864亿元的总营业规

模， 首度超越了苏宁的801亿元。

据京东CEO刘强东介绍，2013年

成交金额突破1000亿元， 京东销

售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上游供应商

的销售。京东已成为大型在线销售

平台，其供应商以及服务商将受益

于京东的发展。

航天信息3月3日晚公告，与京东

商城在电子发票领域战略合作。借助

此次合作，公司有望在电子发票领域

获取更多份额。

齐心文具去年12月公告称，

京东预计向公司及其代理品牌采

购规模累计至10亿元， 同时公司

预计向京东投入5000万元市场推

广费用， 意向周期自2014年至

2016年。

据悉，10亿元的采购额占齐

心文具2012年度经审计后营业收

入的68.33%。 齐心文具称，如正式

合同签订和履行，预计对公司未来

三年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产生一

定的积极影响。

老板电器也公告称， 京东与

公司结为战略合作伙伴， 进行全

面深入的合作。 老板电器董事副

总裁赵继宏表示 ：“老板电器

2014年将加强与京东平台的深入

合作， 老板电器在京东平台的销

售目标要实现业绩翻番。 ”

京东副总裁闫小兵也表示：

“在未来三年，京东家电确立了五

大发展战略， 实现到2016年京东

家电的销售额达到1100亿的战略

目标。 ” 这意味着，京东未来将与

更多的家电厂商深度合作。

SBI集团入股TutorGroup�

□本报记者 王荣

继阿里巴巴联同淡马锡及启

明创投基金共同向互联网语言学

习平台TutorGroup投资近1亿美

元之后，著名互联网金融集团近期

也通过旗下教育专项基金———复

思基金入股TutorGroup。 此次

SBI集团的入股将为TutorGroup

互联网平台的多元化应用提供积

极助力。

SBI中国董事长李沛伦表

示，TutorGroup是一个不可多

得的互联网平台，其高度整合的

技术平台，为今后业务多元化的

扩张带来无限想象空间，极具爆

发力。

复思基金合伙人周澜称，今

后，将借其基金在教育投资领域的

资源及经验，通过共同投资及并购

等方式，持续支持TutorGroup的

发展。

腾讯入股京东 京东收购腾讯部分电商业务和资产

电商寡头争霸：腾讯携京东挑战阿里

□本报记者 王荣

疯传腾讯投资京东一事，在

经历多方演绎之后露出真相。

3月10日，腾讯与京东双双

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京东将收购腾讯B2C平台QQ

网购和C2C平台拍拍网的

100%权益、 物流人员和资产，

以及易迅网的少数股权和购买

易迅网剩余股权的权利。 而腾

讯将以2.14亿美元入股京东，

占京东上市前在外流通普通股

的15%。

对于此次合作，阿里巴巴

方面不愿意发表评论， 更不愿

接受采访。 而腾讯在京东上市

前的“突击入股” ，不仅提升了

京东的估值， 还丰富了腾讯生

态圈， 更把电商格局带入寡头

争霸时代。

京东价值或重估

2月中旬， 市场就传言腾讯入股京

东。 由于京东在2013年除夕夜向美国证

监会提交了上市申请， 计划融资15亿美

元，业界对此传闻多采取怀疑态度。但时

隔不到一个月，双方最终走在了一起。

“京东上市工作仍会按步推进，对

具体时间表不便予以评论。 ” 京东方面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此次收购对于

京东估值的影响不便评论，但是希望京

东与腾讯在移动以及电商领域的战略

合作会为双方创造巨大的价值。

分析人士指出，腾讯旗下B2C平台

QQ网购和C2C平台拍拍网的100%权

益、物流人员和资产，对于京东而言吸

引力并不大。 该人士指出，这虽为京东

新增C2C和团购运营平台， 但QQ网购

和拍拍网的市场份额并不大，且双方整

合需要时日。

反而是微信、 移动QQ的一级接入

口更有价值。“本公司将通过微信、移动

QQ为京东提供一级接入点以及其他重

要平台，来促进京东在实物电商业务方

面的发展。” 腾讯公司称，这是入股京东

的重要条件。

艾瑞数据显示，在2013年移动网购

企业份额中，手机淘宝占比76.1%，京东

占比5.2%，腾讯占比1.5%。 分析人士指

出， 若腾讯对整合后的京东全面开放微

信入口，京东有望分享微信流量，来提升

移动端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对接微信

入口有望迅速令京东打开O2O发展空

间，这也是提升其上市估值的关键所在。

此番腾挪之后，腾讯电商旗下暂时

仅持有易迅网的股权。 不过，腾讯已表

示：“本公司保证不从事若干电商业

务。”这意味着，京东收购易迅网全部股

权或是迟早的事情。 更何况，易迅物流

的员工会加入京东，而易讯物流优势在

华东、华南等区域，这将使京东的物流

基本上覆盖全国。

腾讯电商版图渐成

消息提前泄露，腾讯公司的股价表

现并不佳，但腾讯此前入股的商贸物流

企业华南城却表现不俗。 华南城3月10

日再度被炒高，股价一度涨逾10%。

对于此次腾讯与京东的合作，分析

人士认为，腾讯的进攻性更强，旨在成

为全网络的生活综合服务平台。虽然腾

讯之前有电商业务QQ商城、拍拍网，包

括入股高朋， 但是业务很多没有整合

好，缺少单一入口。

上述人士指出，通过以资源换取京

东股份和远优于易迅的电商平台，将使

其能够专注于信息服务，着力于完善微

信O2O生态圈，并借助京东丰富微信支

付的电商应用场景，有助于其进一步增

强移动互联网入口和微信支付等的竞

争力。

据悉，未来，腾讯将在京东进行首

次公开招股时，以招股价认购京东额外

的5%股份。 此认购预计与京东的首次

公开招股同时完成。 同时，腾讯还将在

京东董事会中占一个席位。

而从腾讯剥离电商资产，也可以看

出腾讯的改变。 以往腾讯是全业务经

营，但去年底，腾讯提出的战略是以微

信、QQ及公众平台为基础，连接人与商

品和服务，打造开放、完整、丰富的生态

链。 “这宗交易延续了把开放融入战略

投资的新型管理思路。 ” 腾讯方面如此

自评入股京东事宜。

事实上，从去年底以来腾讯就展

现出其移动端的议价能力。2013年9月，

腾讯以4.48亿美元入股搜狗，持有搜狗

36.5%的股份， 并将旗下搜搜等相关团

队以及腾讯自身的一些流量资源转给

了搜狗；2014年2月，腾讯对大众点评进

行战略投资，占股20%，当日便在微信

上线“今日美食” 。

目前，腾讯的生态圈已包含搜狗、大

众点评、京东、艺龙、同城网等，而且，腾

讯还有很多自有业务如视频、 手机安全

等，这些都是充分竞争的行业，按照打造

开放、完整、丰富的生态链的战略，未来

腾讯还将向其他领域下手。

进入寡头争霸时代

“不评论。 ” 这是阿里巴巴集团对

腾讯入股京东的反应。 目前，阿里巴巴

依旧是最大的在线购物平台，不管是在

PC上，还是移动设备上。 但腾讯入股京

东后，市场担心这一优势将逐渐缩小。

不久前，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在内部邮件中提出，移动电商将必

定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领域，而

云端(Cloud� +App)将是未来移动互联

网的关键， 阿里巴巴将全面从云打到

端，“All� In移动电商” 。

过去一年时间， 阿里巴巴相继投

资新浪微博、UC、收购友盟、酷盘，领

投TutorGroup，全资收购高德。 阿里

巴巴已通过投资并购建立一套在移

动端的生态。

“后续阿里需要将收购的资源进行

整合。”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其只专注投

资， 而不注重投资与整合之间的关联，

并不能发挥良好的协同效应。

“这也或倒逼阿里加强菜鸟网络

（物流平台）的建设。 ” 上述人士还指

出，此前，腾讯电商相比阿里巴巴有较

大的差距，但是京东在B2C领域有着较

大的优势， 尤其是在物流仓储上。 目

前， 阿里巴巴投资的菜鸟网络并未正

式投入运营， 而京东的亚洲一号上海

仓今年将运行。

分析人士指出，电商的世纪之战即

将开始， 正面交锋的是京东与阿里巴

巴，背后则是腾讯与阿里巴巴，电商寡

头竞争趋势也将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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