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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文、搜狗相继上市 腾讯一周投资收益超 650 亿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方力

11 月 9 日，搜狗登陆美国证券交易

苦战 14 年
王小川终得回报

这一天，对于坚持奋斗十几年的搜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方力

所。
狗创始人王小川来说， 也许是最难忘、
最快乐的一天。
在敲钟现场，有记者问起王小川的
心情如何， 王小川表示，“非常激动，这

搜狗 2004 年 8 月成立， 因在起步阶段落后于
对手，在过往十多年的竞争中，搜狗一直在以追赶

是我们 14 年来努力的成果， 今天是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

者的角色前行。

经过 14 年的坚守， 王小川带领的
搜狗实现了在美国上市的梦想。

在搜狗成立的 2004 年， 百度已是中国市场第
一的搜索公司，并且市场份额逐年扩大。 艾瑞数据
显示，2005 年用户经常使用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

搜狗美国上市成功了，带给了王小
川无尽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王小川感谢了一堆的人，比如搜狐

名第二，雅虎以 26.4%排在第三。 此时的行业前三
都是实力雄厚的巨头公司，那个时期并没有搜狗的

的创始人张朝阳，因为他的远见和一直
以来的支持。

位置。 2005 年 8 月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拥有知名
度、 资金优势和市场地位的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强

王小川感激了自己的母亲。 他表
示，虽然自己很任性，对家庭关怀很少，

大。 那时的搜狗处于生死边缘。 据数据统计，2005
年搜狗也只有 4.2%的市场份额。 完全处于边缘化
的状态，这个时期似乎所有人对搜狗都不看好。

份额中，百度以 87.5%排在第一，Google 以 65.9%排

但感谢母亲一如既往的支持。
也许在王小川心中，还有一堆需要

但执着的王小川并没有因此放弃，一直在巨头
的打压下寻找机会。

感激的人，其中，最应该感激的人，或许
就是腾讯的创始人兼 CEO 马化腾了。

互联网的本质是平台，平台的特点是垄断。 在一
个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搜索行业， 王小川一直在追

当然，马化腾也是搜狗美国上市最
大的受益者。
有意思的是，搜狗只不过是腾讯和

求自身与百度的差异化。 因为他心里清楚，只有差异

马化腾最新收获的果实， 在过去一周，
腾讯和马化腾可谓赚钱赚疯了。

狂赚钱的一周

资料图片

络公司。
据媒体报道，“过去 5 年腾讯已在

11 月 9 日，截至收盘，搜狗全天涨
幅 3.85%，市值达到 52.86 亿美元。
搜狗此次上市，腾讯是最大赢家。
数据显示，搜狗主要股东为腾讯、搜
狐、 搜狗等高管， 其中腾讯为第一大股
东，占总股本的 43.7%，搜狐、搜狗高管分
别占总股本的 37.8%、16.5%，其中，张朝
阳、王小川分别持有 9.2%、5.5%的股权。

全世界参与投资了 50 多家公司”。 腾讯
集团在巩固社交霸主地位的同时已变
为世界顶级的投资机构。
据了解，目前腾讯控股、联营与参
股的公司包括但不限于：社交、流量、金
融、电商、O2O、娱乐、教育（腾讯课堂、新
东方在线、易题库、阿凡题）、医疗（丁香
园、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硬件（Q 影、

根据腾讯持股 43.7%计算， 腾讯将
持有搜狗的市值为 23.1 亿美元，减去此

QQ 物联、蔚来汽车、特斯拉）、工具（腾
讯 wifi 管家、天天 P 图、腾讯电脑/手机

前投入的 4.48 亿美元投资，腾讯将净赚

管家、刷机大师）、企业服务（腾讯云、企
业微信、foxmail、华扬联众）等领域。

18.62 亿美元。
依据最新数据，马化腾持有腾讯股
份 8.63%，按此计算，搜狗上市让马化腾
个人净赚 2 亿美元。
除了上述投资收益，最近腾讯可谓
赚得盆满钵满。
11 月 10 日， 刚刚在香港上市的阅
文集团市值达 910 亿港元， 腾讯持股
65.38%，阅文集团此次上市，腾讯股份
所持市值高达到 595 亿港元 （约合 505
亿元人民币）。
加上所持搜狗股权的 23.1 亿美元（约
合 147.8 亿元人民币）。 一周内，腾讯所增
加的财富就猛增 652.84 亿元人民币。

在 2010 年之前， 腾讯只有很少的
股权投资，还主要是以抄袭竞争对手的
方式占领市场。 2010 年之后，腾讯转换
了思路， 变为了以投资入股的形式合
作。 目前的腾讯已变成互联网和投资双
轮驱动的公司。
目前的腾讯，投资能力已不亚于任
何一个顶级的投资机构。 在网易财经发
布的 2016 互联网巨头投资独角兽图谱
中，腾讯占比 25%，达到中国独角兽的
四分之一。 腾讯、红杉资本、IDG、经纬中
国、启明创投成为投资覆盖面最广和命
中独角兽最多的 5 家机构。

—微保 WeSure 正式登陆微信。
台——
贷款、理财、保险、支付等金融产

车金融科技平台，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是易车、腾讯、京东、百度共同投资超过

品，在过往的几年中都陆续登陆到了微
信平台中。

60 亿的中国互联网汽车金融平台。
从 2015 年至今， 腾讯旗下三家附

关于腾讯业务的布局， 有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 腾讯正在从社交走向金

属 公 司 共 向 易 鑫 集 团 投 资 3.52 亿 美
元。 根据公开资料，易鑫集团 2014 年-

融，未来金融是一个比广告、游戏更大
的一个商业模式。 目前拥有近 9 亿用
户的微信， 正在切入一个比之前更大
的领域。

2016 年三年的总收入分别为 4800 万
元、2.71 亿元和 15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
达到 456.8%； 对应净利润分别为 380
万元、6560 万元、9970 万元， 复合年增

据，为用户提供知乎搜索垂直频道。
2016 年 5 月 8 日针对百度的医疗搜索虚假信

在面对阿里的竞争中，一位投资人
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阿里的基

长率为 413.5%。 今年上半年，易鑫集团
总收入达到 16 亿元 ， 经 调 整 净 利 润

一系列差异化的动作随即展开，几番大的动作
过后，搜狗与百度的区别越发明显，内容的独特性

因是电商，有天然的大数据优势，但是
黏性可能不足，而微信恰恰相反，它的

2.61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40.4% 和
684.2%。

和唯一性也为搜狗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购买了搜狗广告的客户张先生对 《国际金融

2017 年 10 月 29 日，易鑫集团向港

报》记者表示，之所以选择搜狗广告不仅仅看中它
的价格低，更重要的是它与腾讯的合作提供了独家

基因是社交，优势就是黏性，不足是基
于用户交易的大数据。

交所提交了招股书， 据业内人士介绍，

在支付的竞争中，2017 年第二季度
的艾瑞数据显示， 腾讯的财付通占比

易鑫集团上市后估值 可 达 到 50 亿 美
元。

39.8%，支付宝占比 54.5%。 两者共占据
超过 90%的市场份额。 在支付大战中，

腾讯持有易鑫集团 24.31%的股份，
按照 50 亿美元估值来计算， 如果易鑫

支付宝和财付通已占领整个市场。
在未来拥有黏性优势的微信会和

集团上市成功，腾讯系的三家公司将拥
有 12.16 亿美元股权， 减去此前投资的

拥有电商数据优势的阿里在各个领域
碰撞，支付大战只是开始，保险业务的
比拼也只是刚刚拉开序幕，未来他们将

3.52 亿美元，腾讯的净回报可达 8.64 亿
美元。
长江商学院教授薛云奎曾对《国际

在更多领域相互竞争。

金融报》记者表示，账面的净利润表现
并不能真正体现腾讯的价值，有相当一

易鑫将成新奶牛

不仅投资成绩优异，近些年腾讯也

双轮驱动

在通过微信平台向新领域冲击。 2014
年， 微信理财上线，2015 年 9 月微粒贷

其实，腾讯早已不是一家单纯的网

上线，今年 11 月 2 日，腾讯旗下保险平

化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资料显示：
2013 年 9 月搜狗获得腾讯 4.48 亿美元战略投
资，这一天对搜狗而言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这

腾讯的收益季节远远没有结束，比
如易鑫集团。
易鑫集团是国内领先的互联网汽

是王小川期待多年的结果，腾讯的此次投资让搜狗
的差异化战略有了更快的发展。
2014 年 7 月 23 日搜狗微信正式上线，并提出
“微信内容，搜狗一下”的口号。
2015 年 11 月 8 日，搜狗全面接入知乎内容数

息，搜狗上线“搜狗明医”。 同月，搜狗与微软必应合
作推出英文和学术搜索。

内容，而腾讯作为中国流量的最大入口，未来将会
给搜狗越来越多的独特价值。
随着微信、知乎、名医、英文、问问、学术等产品
上线，差异化的价值在用户端和客户端得到了更多
的认同，随着差异化和独特性不断增强，搜狗的市
场地位取得了新的突破。 艾瑞 2017 年第三季度的
报告显示，搜狗占比达到 16%，是仅次于百度的第
二大搜索引擎。 而在 16%的市场份额中，来自腾讯
的贡献高达 40%。

也许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腾讯
的投资收益将不断进入其财务报表之

搜狗披露的招股说书显示，2017 年第三季度
搜狗总收入为 2.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1%。 净利
润为 31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54.2%。 无论是收入还
是净利润，搜狗都在创造新的高度。
现在搜狗经过多年发展，已找到了属于自身的
独特价值。 行业也正在慢慢打破一家垄断的局面，

中。

而搜索行业正在迎来一场更大的变革。

部分的股权投资价值并未体现到腾讯
的财报和股价里。

企业观察

马化腾搅动保险业 战国时代将来临？
｜ 叶俊

最近关于马化腾的新闻， 有一
篓。
阅文集团香港上市， 马化腾是
最大受益者；搜狗美国上市，马化腾
又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在前几天，微

跟随。
据了解， 已经有保险公司坐不
住了。
“微医保”上线不到一个星期，
众安在线便推出了一款类似产
品——
—“好医保”。 在保障内容接近
的情况下， 众安的这款新产品不仅
投保、退保的限制比“微医保”更少，

保险一直就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11 月 2 日，微信在九宫格的最
后一格中， 联合泰康在线推出了首
款产品线“微医保?医疗险”，谜底揭
开。
除健康告知和条款的简化、营
销和客服话术的优化等改变之外，
这款产品最突出的特点是价格低

产品可以不挣钱，甚至略亏，但可以
借此圈下用户， 这是保险公司惯用
的策略。 ”有精算师这样认为。 而从
微医保这款产品的定价来看， 保险
公司很难说能挣到钱。 “但无论从
品牌价值还是流量价值来看，能第
一个上微信就是赢， 所以保险公司
肯定愿意让利， 哪怕是流血上也愿
意”。

信进军保险业， 马化腾还是最大的
受益者……
有意思的是， 随着马化腾全领
域布局的开展，争议也在不断增加，
比如最近关于微信进军保险的事
儿。
“不跟进是等死， 跟进是找
死。 ” 一家寿险公司的地方分公司
负责人这样形容微信九宫格上线

价格上也要便宜许多。 更多的保险
公司则在蠢蠢欲动。
有业内人士预测， 微信以 “野
蛮”的姿式闯入后，保险业固有格局
将被颠覆，进入全新“战国时代”。
这种以性价比为纲的混战，会
不会将整个行业带入价格战 “歧
途”，值得关注。

廉。 官方用了“价格必须真正亲民，
人人买得起” 来形容。 以有社保版
为 例 ，21 周 岁 每 一 年 保 费 为 216
元，26 周岁为 276 元。 此价格低于
此前市场上几乎所有同类健康险产
品，“性价比”秒杀同类。
不过， 互联网人力资源公司社
保通商保总监李霄光在接受 《国际
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却表示：“坦率

微信的这种进场方式， 被一些
保险业内人士称作是 “提刀而来”。
在几大金融行业中，保险业受互联
网的冲击相对较小。 因为产品同质
化，目前整个市场更多靠销售驱动，
行业格局固化，强者恒强，小保险公
司步履艰难。 因此行业中不乏一些
小公司，希望 BAT 等互联网公司杀

“微医保”后，弥漫在整个保险行业
的情绪，“既兴奋，更多的是恐惧”。
兴奋的是， 拥有 9 亿用户的微
信终于向保险行业打开了流量入
口。 恐惧的是， 微信推的首款产品
就祭出了“性价比”的大旗，势必具
有标杆意义，逼迫整个保险业被动

微信“提刀”进场

地说，产品没有什么新意。 ”记者发

进来后，可以借助其力量做些改变，

我们再来看看微信进军保险之
前的情况。

现， 持此类观点的业内人士不在少
数，“微医保” 虽然有一些令人眼前
一亮的微创新，但整体并没有跳出

就像天弘基金借余额宝一举翻身一
样。
微信上线“微医保”，确实让这

10 月份，腾讯获批保险经纪牌
照，完成保险领域的“一财一寿一保
代”布局。 在彼时，微信将如何进军

此前一些公司推的网红医疗险的框
框，其最大撒手锏就是低价。
“通过低价策略打造爆款，单款

些人看到了搅局者的到来， 只是微
信举起“砍价刀”之时，这个行业会
否因此混乱，需要时间来验证。

购买“微医保”，势必倒逼其他保险

“战”时代来临？
“微信的一举一动太受关注
了，一 旦 用 户 通 过 ‘ 微 医 保 ’ 认 知
健康险， 其他公司的健康险将不
得不在费率上跟进做调整。 ”北京
某寿险公司的负责人说， 目前公
司精算团队已经仔细研究了 “微
医保”，并正在测算新产品跟进的
可行性。
动作最快的要数众安在线，此
前在健康险领域的网红产品正是众
安推出的“尊享 e 生”。 “微医保”上
线不到一周后， 众安便推出了一款
保障内容与其十分接近的产品“好
医保”，目前这款产品在支付宝上可
以买到。 记者对比后发现， 众安的
这款“好医保”价格比“微医保”要便
宜很多。 还是以有社保版为例，21
岁 每 一 年 保 费 为 129 元 ，26 岁 为
192 元。
在保险专栏作者张雨忻看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涌入微保平台

公司加入渠道战， 甚至价格战的行
列。 惨痛的价格战如果真的到来，
最终也将不可避免的引发行业的变
革和洗牌。
一位不愿具名的保险公司高管
对笔者称， 看到行业内铺天盖地对
“微医保”的讨论，他深感微信的强
大，已隐隐感觉到在微信冲击下，保
险业的“战时代”将来临。
不过作为一名从业超过 20 年
的老保险人士，他觉得唯一比较庆
幸的是，从“微医保”来看，微信目
前还不是特别懂保险。 “拼价格，拼
渠道，已经在保险行业被大家痛骂
多年，这是典型的营销导向，而不
是需求导向。 每个人、每个阶段的
保险需求不同，所以个性化、定制
化才是保险行业的未来，而不是性
价比。 如果微信这样的互联网力量
进来后，不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给保险产品设计带来增益，只
是让行业走向价格战，那将是一种
破坏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