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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通和电信双寡头控盘
下，民营宽带的发展机会究竟在
哪儿？

如某国资系宽带运营商河
南公司负责人坦言，单纯发展宽
带对接业务，尤其是以“二级批
发商”模式做宽带零售市场，很
难实现盈利。

此说法不难找到佐证。苏
宁方面称，该公司拓展宽带对接
业务（二级商模式），是为了与虚
拟运营商业务形成双向互补（移
动+固定）。截至目前，公司未
曾考虑在此项业务领域获得更
多收益。

相比二级商模式，自建基础
平台的鹏博士盈利状况也并不
乐观。如其在4月发布的Q1财
报显示，本季度实现营收18.05
亿元，同比增长9.29%；净利润
1.70亿元，同比下降0.69%。仅
从本季财报看，鹏博士的净利润
率只有9%。

由此看来，宽带对接业务并
不是赚大钱的买卖。尤其对后
来者而言，其入场和竞争的双向
成本，会随竞争加深而加大。

比如在郑州，很多生活社区
的物业公司就是一只“地老虎”,
非但未遵照住建部在2004年的
要求放开社区通信管网资源，反
而视之为肥肉，“对运营商每个
覆盖用户收费过千，甚至对接入
用户要求利润分成”。

“宽带接入作为网络的基础
入口，不仅将推动宽带资费的进
一步下调，打破垄断，而且还将
推动宽带商业模式的变革。”鹏
博士集团河南分公司常务副总
何琼介绍，鹏博士此前已获得移

动转售许可，未来将打通移动转
售、宽带服务以及现有的大麦电
视、大麦盒子、路由器，向“智能
生活”产业链全面渗透。“越来越
多的家庭，已经不满足只用PC、
手机上网，而是将家里所有的电
子类产品形成一个生态系统，比
如冰箱、安防、空调等。”

而一位接近网宿科技的人
士告诉记者，作为国内排名前列
的CDN（内容分发网络）公司，
网宿科技将从“内容+应用服
务”的提供商，发展为正式的智
能宽带管道运营商。

再看苏宁，其对宽带产品的
价格设计为“平进平出”，不产生
中间利润差。但是，苏宁云商此
前 陆 续 收 购 了 视 频 服 务 商
PPTV、母婴电商红孩子等，未
来最大的想象空间或在于互联
网业务和宽带接入，与主营的
3C产品等相融合，通过业务创
新开拓新的盈利点。

而在当下，宽带消费市场的
痛点就是价格和速度。省通管
局在上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省固定互联网用户为1154万
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中，
8M以上宽带用户仅占10%，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20.4%。与此
同时，固定宽带接入用户增长方
面，城乡发展仍不均衡，亦是突
出问题。

由此来看，民营宽带选择用
20M高速产品以低价姿态向市
场“倾销”，无疑是瞄准了市场既
得利益方的软肋。“客源争夺大
战”，似乎在省内宽带市场风雨
欲来。

民营宽带开闸搅活市场
□本报记者 杨霄 文 李文波 摄影

核心提示 民营品牌在郑州宽带市场一夜揭竿而起，各种“提速降费”、“顺天行道”旗子在奋
力摇曳。

这场空前的热闹，源于去年12月工信部发布的《关于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入市场的通
告》。由此10余年来半封闭的宽带市场，有望打破死水一潭的局面。省内各地打响的兼并重组
和价格战，便是各路资本乘势破局的最新姿态。

“低于100M的那不叫宽带”宽带市场频现“新杀招”

“装宽带”的小广告狂袭全
楼道各家各户。在郭女士所住
的郑州市管城区某小区，这个月
已是第二波了。

广告内容对她产生了吸引
力：“宽带要降价了”。正如某宽
带公司的广告上所写，“20M带
宽的年费720元，缴费两年送1
年”。

相比郭女士家目前所使用
中的某国资宽带运营商“4M带
宽778元包年（视外接条件可升
10M）”，产品档次和价格的巨大
差距，无疑是直接诱惑。

“民营宽带叫板国资”的擂
台赛，正在郑州市区迅速蔓延。
上周末，在郑东新区通泰路、商
鼎路沿线的部分社区门前，几家
民营宽带公司轮番上阵，亮出的
广告牌相当霸气：“以后低于
100M 的都不叫宽带”，“应号
召、提网速、降网费”、“在线看高
清、游戏不延时、炒股不掉线”。

什么是民营宽带？相比联

通、电信、铁通、有线电视为代表
的国资系，宽带运营商的资本属
性来自民营或社会资本的，就简
称为民营宽带，国内较知名的民
营宽带有长城、聚友、鹏博士、网
宿科技、达通网络、方正、宽带通
等。

在郑州，民营宽带算不上新
鲜名词，如长城宽带2000年就
进入了河南。而近10年来，省
内宽带市场上的“匆匆过客”并
不鲜见。

有业内人士透露，当前在省
内市场上的民营宽带运营商或
有百家以上。记者就此问题向
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下称省通管
局）求证，但截至发稿，未得到任
何回复。

既然民营宽带并不新鲜，为
何近期在市场上突然亢奋起来？

一个转折性的背景是，去年
12月25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
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入市场
的通告》，并附《宽带接入网业务

开放试点方案》。今年1月，郑
州市入选全国17个宽带接入市
场放开的“试点工作城市”，也是
河南唯一一个入选城市。

一语概括，国内宽带市场对
民营资本全面开放，将打破“北
联通、南电信”两寡头划江分治
的格局。

正因政策红利释放，民营资
本在宽带接入市场迅速活跃。

7月12日，苏宁集团向本报
确认，包括郑州在内，该公司已
向国内所有试点城市申请报备，
并要求河南公司加快推进该申
请尽快落地。几乎同时，达通网
络、网宿科技即将入豫的消息，
也在行业内迅速游走。

除此之外，另据记者了解，
自今年3月以来，省内不少民企
对宽带接入市场跃跃欲试，其中
囊括了房产开发商、物业公司、
地方民营宽带、虚拟运营商、内
容应用开发商等产业链各环节
上的企业。

民营宽带全面放开 怎破寡头“铁桶阵”？

从宏观角度看，民营宽带全
面放开，是中央政府提出“互联
网+”、鼓励全民创业两大战略之
中的核心构件。

如今年“两会”以来，中央政
府已连续三次敦促宽带“提速降
费”，并明确指出“宽带不提速降
费，就是阻碍中国发展”。

为什么国内的宽带速度慢、
价格贵？多位行业专家表示，其
存在问题和原因极其复杂，如前
期规划不合理、运营商内部管理
机制严重落后、人才缺失等。

运营商内部的深邃问题，外
界实难管窥，但市场相对垄断、
缺失行业立法，则显而易见。

再看民营宽带，2006、2009
年都曾在市场两度表现活跃，但
只是昙花一现。这与他们的生
存模式和政策尺度有关。

简单说，早年间，国家相关
部委曾几次试验过“放开宽带接
入市场”，为部分民企颁发了电

信增值业务中的“驻地网”牌照，
做宽带接入业务颇有“擦边球”
的意味。而此时的民营宽带多
是联通或电信的二级批发商，在
获得寡头售出的宽带和地面管
网资源后，发展自有品牌的线下
客户。但其中生存命门，即核心
资源始终被寡头控制。

“民营宽带不做价格诱导，
难以吸引客户。而一旦价格诱
导，触及寡头利益底线，就会遭
遇各种警告。”一资深业内人士
透露，2009年前后，民营宽带频
频被媒体曝光存在断网、连接不
畅等用户投诉，根源就在于此。

正因看到了“二级商模式”
的天花板，以鹏博士、网宿科技
为代表的民资势力着手基础资
源自建，并由此创造了新的生存
模式。

时过境迁，如今中央政府雷
厉风行让民营宽带“由黑转白”，
促进市场破除垄断、充分竞争，

这被坊间百姓视为“宽带降价”
迎来春天。

但令人意外，“宽带降价”在
行业内却是“剩饭话题”。而他
们最关心的则是国家协调或解
决“南北骨干网互通”的力度和
实效。

“在‘南电信、北联通’的市
场格局下，不仅此前的民营宽带
是游走黑白之间的畸形生物，就
连移动、有线电视等国资宽带也
难有起色。”某国资系宽带运营
商河南公司负责人称，这一方面
源于宽带业务的地面投资高、周
期长、见效慢，另一方面，即是南
北两寡头凭借资源禀赋充分获
利，并在实际行动上限制对手成
长。

上述人士举例，如阿里巴巴
在杭州只对中国电信报备、存储
内容。那么，包括联通、移动在
内的其他宽带运营商，只能向电
信购买阿里巴巴的内容。

宽带挣不了几个钱 智慧家居才是“大餐”

而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创
业者发现，省内部分园区“纯度
不足”。一家创业融资公司人
士就表示，创业园区借创业潮
一哄而上，存在一些浑水摸鱼
的情况。“一些创业园区功利性
较强，对于产业的协调和发展
并没有清晰的概念，甚至缺乏
配套的服务，这样的做法会使
创业园区的真正作用大打折
扣，增加创业成本。”

而另一方面，由于实体经
济偏软，一些工厂出现开工率
下降、厂房闲置的窘境，较高的
房屋租金不仅不利于企业恢复

生产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大量
土地资源闲置。

在郑州的创业规划中，到
2018年，郑州要实现创业空间
规模达到1000万平方米，并需
加强创业功能提升，实现创新与
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
相结合，为广大创新创业者提供
良好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
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在这
样的远景下，巧妙利用现有土
地、厂房等资源实现创业空间倍
增计划，成为解决包括郑州在内
的诸多城市解决创业促就业、改
善民生以及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壮大的有效途径。
为此，《实施意见》额外规

定，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补
助等方式支持各类创业载体不
断完善创业服务设施，经认定
的创新型孵化器，自认定之日
起，由所在县 (市、区)连续三年
给予50%的房租补贴，单个孵
化器补贴面积不超过1000平
方米，对使用自有房产的，参照
市场价格给予补贴。并协调在
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图书资
料、研发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低成本向创新创业综合体
内注册企业开放。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我们
这次集体行动，拿出破釜沉舟的
决心，如果新希望不降价，我们
就集体退出与新希望的合同。”

事实上，新希望能够不降
价，还与羽绒加工企业存在恶性
竞争有关。“你不与新希望订合
同，他与新希望订合同，行业内
企业相互抬价从新希望拿原材
料，这样宠坏了新希望，导致新
希望不愿意降价，现在全行业亏
损了，大家才有意愿与新希望协
商定价机制的事。”

记者从新希望六和集团的
公开信息中了解到，联盟合作的
发展模式是新希望六和集团的
成长之路，他们与不同的大企业

集团进行合作，“对产业链和价
值链进行了整合，达到了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的目的”。

显然，新希望六和集团也是
一家崇尚共赢价值观的企业，相
信台前羽绒加工企业能够与新
希望六和集团达成定价机制，维
护共同的产业利益，毕竟，只追
求个人利益的商业行为不会带
来长久的商业利益与发展前景。

“对于能与新希望六和集团
达成定价机制不乐观，我们没有
影响新希望决策的能力，完全受
制于原材料供应商，毕竟，我们
现在不可能养鸭子。”上述人士
悲观地表示。

（上接A03版） （上接A06版）

宽带市场竞争如火如荼

小微创业再迎重磅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