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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玉
普在香港召开新闻发
布会，称中国石化在
塔里木盆地顺北油气
田勘探取得重大突
破，资源量预测达到
17亿吨，其中石油12
亿吨、天然气5000亿
方。顺北油气田的重
大油气突破，为处在
寒冬中的石油行业带
来了暖意。

12年前，现任中
国石化副总经理、原
西北油田总经理焦方
正在西北油田提出新
的勘探战略：在西北
油田的主力——塔河
油田之外再找一座
“塔河”。但始终没有
“捕捉”到新油气藏。

“ 直 到 2014 年 ，
勘探终于有了转机。”
西北油田副总经理漆
立新说，“顺北区块显
示具有良好的油气成
藏条件，于是我们部
署了风险探井顺北 1
井。”顺北区块储层相
对复杂，尚无成熟的
预测描述技术。研究
人员从零开始，建立
了顺北区块地层的数
据体模型。然而油气在地下储
集空间类型丰富多样，找出
7000米以下的储油地层无异于
大海捞针。

勘探开发研究院顺北项目
组反复试验，总结出顺北区块
的“立体雕刻法”。油藏评价人
员卢志强说：“我们小心翼翼地
去除上万次，终于找出了数据
模型里的断裂带储油层，就在
顺北1井旁边。”
“这个发现坚定了我们攻关

顺北的决心，”西北油
田副总经理胡文革
说，“我们在断裂带上
部 署 了 顺 北 1-1H
井。这是首口顺北开
发评价井。”

沿着断裂带，西
北油田部署了 6口滚
动评价井，均获高产
油气流，这成为顺北
油田发现的标志。

要解放顺北平均
深度超7400米的亿吨
油气藏，还需打出一
系列地下“喜马拉雅
高度”的超深井，面
临“超深超高温超高
压”的施工难题。
“顺北 1-1H井施

工时遇到了极大困难，
我们用了多种方法，40
天里24次对二叠系地
层进行堵漏。”工程技
术管理部处长何伟国
说。在接下来的施工
中，工程技术人员优化
工艺措施，给钻井打
“封闭针”，“桀骜”的二
叠系地层被驯服了。

顺北 1-4H 井需
精确钻探8000米。工
程技术人员通过完善
后的超深小井眼定向
井技术，钻至 8049.09

米，刷新同类超深小井眼水平井
斜深世界最深纪录，创造了水平
井斜深中国陆上钻井最深纪录。

西北油田党委书记刘宝增
说：“顺北油气田的发现，是西
北油田发展史上继沙参二井突
破和塔河油田开发之后的第三
个里程碑，为我们建成千万吨
级大油气田、实现‘原油产量
1000万吨、天然气产量100亿
方’的奋斗目标落实了资源阵
地。”

超高的库存量可以毁掉一个

行业。

先看第一组数据。目前，我

国年出版图书品种数位居全球第

一，是美国的一倍还多。从2005

年到2015年，全国出版的图书品

种数从 22.25万种增至 47.58万

种。但是，高达100%的品种增

长，只带动不到4%的销量增加，

无效供给过量，引发高库存。

再看第二组数据。2015年，

我国成年国民（18-70周岁）图书

阅读率为58.4%，人均纸质图书阅

读量仅为4.58本。而其他国家在

人均阅读量方面的情况是：日本

40本、韩国11本、法国20本、俄

罗斯55本、以色列64本。

一方面是高库存，一方面是

国内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下降，

原因很简单：有效需求未得到充

分满足，出版产品载体形态没有

得到更好地结合。从供给侧具体

分析原因，一是供给方缺乏内容

创新，内容质量有待提升；二是

供给方对消费者需求了解不足，

潜在需求也没有充分挖掘。

尤其是挖掘潜在需求迫在

眉睫。例如，在发行领域，人们

大多看到网络书店的快速发展，

甚至时有“网络书店抢占实体书

店消费者”的观点出现，但没有

注意到，网络书店的消费者中，

有一部分正是由网络书店唤起阅

读需求的消费者。对出版业来

说，市场空间很大，潜在的消费

者很多，关键是供给方能否通过

市场研究发现并激发消费者的需

求。

VR和直播成“香饽饽”

投资萎缩、大型公司合并……2016年以来，互联网
行业中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曾经的“朝阳产业”似乎
遭遇了“资本寒冬”。但是，以共享经济、VR（虚拟现实
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直播平台等为代表的新型
互联网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在成为拉动行业
发展新引擎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用工需求。

而从求职者角度来看，互联网也已经成为近两年
最受追捧的行业之一。“BOSS 直聘”近日发布的
《2016互联网公司应届生吸引力报告》分析了80多万
应届生求职、招聘行为的新趋势：传统门户和软件公
司已不再有吸引力；大数据和文化娱乐公司体现强大
吸引力；部分“独角兽公司”（投资界对于10亿美元
以上估值，并且创办时间相对较短的公司的称谓）人
才引力赶超大厂，蚂蚁金服、今日头条、滴滴出行和
小米等成为应届生心中的“新大厂”，知乎、B站等
也受到追捧。

不仅是毕业生，对于“金九银十”的跳槽季，互
联网这个热门行业的就业形势同样良好。中国报告大
厅发布的《2016—2021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市场需求与
投资咨询报告》显示，在三季度全行业企业人才需求
排名中，互联网行业排名第一，企业人才需求占比达
34.05%，其人才吸纳能力可见一斑。

互联网行业缘何受到求职者青睐？随着我国经济
结构转型，互联网已经逐步成为“基础设施”，互联

网相关专业毕业生更容易获得有良好发展空间就业环
境。另一方面，互联网行业的起步薪酬相对较高，也
成为吸引就业的重要因素。根据“BOSS直聘”发布
的《2016年应届生就业竞争力报告》，在2016年应届
生平均起薪最高的30个专业中，前3名皆为计算机相
关专业，起薪超过5500元。

“互联网+”红利持续释放

除了互联网行业本身，“互联网+”也在带动着其
他行业的用工需求增长。

今年两会期间，“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等热词依旧高频次出现在各项议程中。随着“互
联网+”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跨界融合，互联网与实体
经济找到了优势互补的契合点，也引发了旺盛的人才
需求。

追随着“互联网+”的大潮，网络营销、微商等新兴
职位迅速走红，人才需求不断增大。再比如，电子商务
的不断发展，使快递行业用人需求猛增，从而促使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用工需求大大增加，渐渐排在第三
产业用工需求前列。有数据显示，受到电商高速发展
的影响，交通运输行业也新增了大量与电商、物流相关
的招聘职位。作为我国“稳增长”的利器，交通运输行
业用工需求在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了74%。

作为带动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和调节力量，
“互联网+”的政策红利仍将持续，就业市场景气指数
也将持续走高。

转型升级是就业根本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用工需求虽然看涨，但在
互联网行业内部也出现了就业结构性矛盾，人才需求
明显分化。互联网/电子商务和计算机软件行业的就
业形势最好，用工需求分别同比增加55%和49%，而
受资本驱动影响最大的网络游戏和IT服务行业的用
工需求增幅仅为16%和3%。这表明了互联网行业内部
也出现了转型发展的变化趋势。

而从总体来看，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中，不
同行业间的就业景气两极分化现象依然明显，呈现“冰
火两重天”的景象。就业形势最好的行业互联网/电子
商务，就业景气指数为7.28。而能源/矿产/采掘/冶
炼行业的就业景气指数最小，仅为0.20，表明随着煤
炭、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的实施，相关行业的招
聘需求人数远远小于求职申请人数。

对此，有关专家表示，从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和企业
招聘情况看，当前用工需求较为旺盛的，主要还是转型
升级启动早、力度大、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效的地区和行
业。互联网与其他传统行业融合的过程正是传统行业
转型升级的过程，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投资、保险、物流、
中介都出现了明显的互联网化的趋势，所以在这样明显
被互联网“改造”的行业中，就有着巨大的用工需求。

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优化是解决就业的根本
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流量金矿”引网络巨头“圈地”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数字娱乐事业部发布以优酷
为中心的阿里巴巴多屏升级战略，旨在构建“华人华
语地区家庭娱乐内容第一生态”。按照阿里方面的说
法，阿里巴巴将借助自身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及云
计算方面的优势，通过与华数等内容商的紧密合作，
开发互联网电视的交互和内容功能。

为此，阿里推出了智能电视合作联盟战略，启动
“TV生态 Inside计划”，将海尔、康佳、长虹、海信、
创维、夏普、飞利浦、微鲸等家电企业一并囊入其
中。目前，与阿里数娱合作的智能电视累计出货量已
突破1000万台。

阿里此举被业界评价为互联网企业大举入侵家电
行业的标志性事件。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消费结构的转型升
级与家庭宽带的降费提速，更注重观众观看舒适度、
节目观看便利度、智能化、联网化的互联网电视早已
广受追捧。其承载的视频内容、应用、增值服务，随
着用户规模与活跃度的不断提升，很可能成为在电脑
及手机之后的又一座“流量金矿”。

向来深谙互联网思维的网络巨头自然不会错过这
样的“圈地”机会。除阿里外，乐视早在3年前就推出
自有品牌“乐视超级电视”，打造“内容+终端+应用+
平台”的垂直产业链。为此，乐视不仅在互联网业界
最早开始囤积大量电影和电视剧版权，还自己制作电
视剧、微电影和综艺节目；同时加大在终端、软件方
面的研发力度。不久前，乐视以22.67亿港元入股TCL
多媒体，双方宣布探索创新产品的共同研发。

此外，聚力传媒发布家庭互联网战略、小米公司
打造智能家居产业链、暴风公司营造娱乐生态圈、爱
奇艺和TCL联手……对于其他互联网公司来说，“跟着
走”已经成为共同策略。

“客厅经济”迎来“红海搏杀”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彩电市
场的零售量规模为1195万台，同比增长8.9%；但是零
售额规模同比下降5.9%，为353亿元，出现了“增产不
增收”的尴尬局面。另一组数据则显示，今年第二季
度，国内互联网电视的日活跃用户为3800万，产业则
保持超过30%的高速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高配低价的互联网电视
的切入和传统家电企业的强力回应是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家电企业一直在为外资品牌
打工，品牌价值和利润受外国企业压制。如今，在新
一轮“客厅经济”的竞争中，面对已在产业链中占据
主导地位并不断发起价格战的互联网巨头，传统家电
制造企业并不愿意再次沦为配角。海信、创维、TCL
等近年来不约而同加快了拥抱“互联网+”的步伐，或
以独立公司为先遣，或尝试创建独立品牌作为尝试，
或联合互联网公司，主打的都是内容、运营这张牌。

不过，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传统家电厂商，在
硬件、软件、交互、内容、应用等组成的互联网电视
生态链并不成熟的当下，很多产品的同质化情况严
重，互联网电视单纯地电脑化、淘宝化，其标榜的内
容也不过是把网络上的免费内容搬到了客厅而已。在
这种状况下，各方想要占领市场，只能硬着头皮打价
格战，陷入红海搏杀。

数据显示，目前国产电视品牌已经占据80%以上的
市场份额。价格战虽然挤走了外资品牌，但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有分析人士担心，这种同质化竞争最终只会
闹得“三个和尚没水喝”：互联网企业挤走传统家电厂商，
不见得能够保证产品质量；传统家电企业抛开互联网企
业自起炉灶，也不见得玩得转内容、数据和运营。尤其是
随着上游面板价格的回升和人们对电视机品质要求的逐
步提高，国内彩电市场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生态链”塑造需要“各扬其长”

多名互联网电视研究专家表示，传统的以硬件为
主的电视产业链，已经发生质变，今后的互联网电视
将涉及硬件、软件、交互、内容、应用等。这条产业
链不但在变长，而且变得更加立体。它呼唤的是具备
“制造商+运营商”双重身份的、具有互联网思维特质
的企业，同时完全具备核心内容和核心体验的运营能
力。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
独立完成这样的任务。完善整个产业链，需要不同企
业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共同完成。

这个产业链如何完善呢？有专家表示，这需要5
个环节的配合：一是播控平台这一“把关人”。目
前，共有未来电视、芒果TV、华数等 7家厂商获得
政府颁发的互联网电视牌照。这些牌照商如何聚拢
优质合作伙伴，完善各自业务布局，是互联网电视
能否在商业化进程上实现突破的关键；二是丰富优
质的内容提供商。无论是“买买买”还是自制，高
质量的内容才是观众愿意掏腰包的前提；三是影响
画质、带宽等的技术平台。互联网电视集互联网、
多媒体、通讯等多种技术于一体，解决其中的技术
掣肘才能增加用户黏性；四是起到基础作用的网络
提供商。如何拥抱现今风起云涌的网络视频商，提
高用户的收视体验，对各方来说都不仅仅是利益所
能概括的；五是积极深度参与的硬件商（如传统电
视厂商）。互联网电视如何与手机、ipad等实现“多
屏互动”，如何与社交网络、移动支付等互联网业务
融合，如何让电视不再局限于客厅……这些都需要
硬件商参与。

未来，市场的大浪淘沙会让其中
各方找到一种能整合各自资源的新商
业模式，期待这个时刻不会来得太晚。

网络巨头大举入侵 家电企业出击跟进

互联网电视打响“客厅争夺战”
本报记者 彭训文

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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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看电视吗？你上次打开电视是什么时间？几年

前，人们习惯于用这样的问题来调侃电视的没落。随着阿

里、乐视、小米等互联网公司近来大举入侵互联网电视，

很多人重新回到客厅。过去一直为外资品牌打工的中国传

统家电企业这一次同样不甘心再次沦为配角，各家合纵连

横，价格战此起彼伏。

三季度用工需求增近五成

互联网带动就业市场回暖
本报记者 孙 懿

“金九银十”，又是一年求职招聘的旺季。放眼各行各

业，哪个领域的人气最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和智联招聘日前联合发布

的第三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第三季度劳动

力市场继续保持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景气程度企稳回升，

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就业形势最好，IT互联网领域用工

需求同比增加45%，持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网络书店不会分走出版商的蛋糕，而可以共同做大

这个蛋糕。图书能够实现数字化，这一特点使图书出版

业与网络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网络有技术，图书出版业

有物流。线上线下相互促进，将会很好地扩大阅读市

场，促进国内读者形成多层次的阅读习惯。

目前，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范围开展已有10

年。出版业要更加积极地以多种形式参与到国民阅读活

动中，推动国民形成多层次阅读需求，对出版产品载体

形态确定等进行差异化市场营销，成为网络经济时代的

大赢家。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