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界因为优酷土豆合并一
事而看淡乐视网。 一些券商分析认
为，优酷土豆合并之后，对上游版权
的议价能力大增，随着新公司在产业
链中的角色延伸，乐视网的上游位置
将受到挑战。

从财务报表来看，乐视网斥巨资
收购的版权， 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
源，而其盈利模式为版权分销。此举
亦与优酷、 土豆等视频网站不同，土
豆等是通过购买版权， 吸引网站流
量，增加广告收入，从而增加盈利。而
乐视网则更像是版权的一个代理商，
其将购买的独家版权，再销售给其他
视频网站，从中获得收益。

可以预见， 优酷土豆合并之后，
新公司对乐视网等上游版权商的议
价能力大增，势必减少版权购买和降
低版权费。从长远看，版权分销这种
做法实际上是抵制互联网开放的行
为， 土豆优酷或合并后的前景堪忧，
这些大型的视频网站往往愿意与版
权方直接谈合作，从长久来看，视频
节目的交易中间层次势必减少。

另一方面，优酷土豆的联姻也可
能威胁此前乐视网和土豆网的合作。
去年乐视网与土豆网成立合资公司
上海土豆乐视影视公司，希望借助土
豆网优质的客户资源，提升公司的品
牌知名度和用户流量，从而带来广告
收入。随着优酷和土豆的合并，乐视
网面临被抛弃的可能。 ■据广州日报

影视剧版权爆炒
有望降温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虽然百
度影音搜索的多数具体结果并未明确
链接盗版资源， 但很多存在盗播的第
三方的网站与百度则是合作关系，这
些网站不仅显示百度联盟的广告，而
且需要安装百度影音才能观看， 百度
方面则提供流量导入， 然后双方再按
下载量和播放量分成。

高飞称， 百度作为这些视频的搜
索提供方和插件的提供方， 完全有义
务和能力彻底杜绝盗版。

乐视方面声称， 乐视网法务部已
完成对百度影音上的超过500部侵权
影视剧的取证工作， 并向法院、 版权
局、公安局等分别进行了民事、行政和
刑事投诉，而百度方面未予正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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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只要年满18岁的中国
公民，均可报名参赛。”省旅游局副巡视员尚
斌介绍，这是今年湖南省导游大赛唯一的报
名条件。截至目前，我省共有750家旅行社、3
万多名持证导游报名。为了进一步提升湖南
省旅游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选拔
更多的“文花枝”式的优秀导游，大赛组委会
还将为进入前十名， 没有导游证的非专业参
赛选手，直接免考授予导游资格证。

■记者 唐能

本报3月15日讯 虽然我省前两月对欧
盟出口出现疲软态势。 但据长沙海关统计，
今年1-2月湖南省进出口28.4亿美元， 比去
年同期增长8.1%，增速列中部六省中的第二
位。 且我省承接产业转移效果却进一步显
现， 加工贸易进出口5.6亿美元， 增长达
82.5%，占比上升至19.7%。

另据长沙海关方面统计数字分析，与日
本、东盟国家双边贸易增速明显，分别达到
36.2%和60.8%。出口香港2.56亿美元，重夺
出口第一大市场。

■记者 唐能 通讯员 黄勇华

本报3月15日讯 记者今日从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湖
南金融机构各项存款首次超过2万亿元。

人行长沙中心支行行长马天禄透露，截
止到2012年2月末， 湖南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总量达20105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
119%，年均增长21.7%，比全国平均水平快
1.5个百分点。 从2008年6月突破1万亿元到
目前突破2万亿元，仅用了3年零8个月。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张彬

本报3月15日讯 中博会期间， 组委会
车辆不收停车费，其他车辆不能提高收费标
准；消费场所不能有最低消费；所有商品须
明码标价……

今天上午，省物价局召集长沙部分酒店
负责人召开会议称， 第七届中博会将于5月
18日至20日在我省举办，将有众多国内外政
要和客商到市州参观考察，洽谈项目。省政
府要求物价部门切实做好市场价格的监管，
确保宾馆、 酒店等场所消费价格的基本稳
定。 ■记者 刘玲玲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 以洪湖、洞
庭湖、鄱阳湖等景观为重点，编排‘一
江两湖三名楼’之旅；把大别山、韶山、
井冈山等著名的红色旅游经典相串，
推广连接三省的红色旅游经典线路。”
这不是一个设想， 而是写在湘鄂赣三
省《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旅游合作发展
协议》中，实实在在的路线规划图。

随着旅游产业向深度游、 休闲游
方向的发展， 也伴随着武广高铁三小
时经济圈的串连。 湘鄂赣三省旅游局
日前签署合作意向协议， 将利用三省
优质旅游资源进行深度开发， 并在旅
游机制和规划等方面进行合作统一，
真正实现一个“中三角”旅游经济圈。

湘鄂赣三省互为旅游客源地
武广高铁的开通， 带动三省游客

短线游客的火热增长， 湖南省旅游局
副局长刘绵松曾在湘鄂赣三省的多处
短线旅游景点做过调研。 他告诉记者
“在岳阳楼，高铁能带去六七成湖北游
客，而在赤壁龙佑温泉，七成游客来自
湖南；尤其是周末，在湖南一些景区里
到处能听到武汉话的游客。”江西明月
山、九江天沐温泉，也以湖南、湖北客
人居多。

所以，按照《协议》，除了整合三省
如张家界、武当山、神农架、庐山等优
质旅游资源， 还将整合打包三省的旅
游资源对外进行统一推介， 并且整合
培育武汉、 长沙、 南昌出入境旅游口
岸。

旅行社率先打起合手
“木兰天池和山湖温泉两个景区

走出省门到长沙做推介， 就是为了联
手湖南本地旅行社抢占‘中三角’经济
圈旅游市场的第一步。”3月13日在长
沙举行的一场湖北旅游景区推介会
上，山湖温泉总经理段卫平如是表示。
而记者也注意到， 针对台下“途易国
际”等数十家湖南本地的旅行社，山湖
温泉拿出的就是其独家的如“死海漂
浮”、“黑泥养生”等主打项目推介吸引
湖南的旅行社与之合作。

湖南省旅游局副局长刘绵松介
绍，根据《协议》，将打破行政区划界限
和政策壁垒， 鼓励和支持旅游企业以
资金、品牌、市场为纽带，在本区域内
重组、联合、扩张、建设大型旅游企业
集团，并引导三省企业联合走出去。

■记者 唐能

湘鄂赣三省携手打造旅游经济圈

湖南金融机构存款
突破2万亿元

加工贸易进出口
增速明显

省物价部门约谈酒店负责人
中博会期间价格须维稳

导游大赛开始报名

资讯集装箱

虽然优酷和土豆合并掀开了视频网站合作的大幕，
但似乎乐视网与百度进展并不顺利。

此前， 乐视网与百度影音测试域名为“baidu.letv.
com”的视频合作平台，但3月14日，乐视网方面宣布由
于百度影音中仍存在大量盗版乐视网独家网络版权的
内容，乐视网中止了合作谈判。

3月12日， 乐视网还创下上市以
来股价新高。 但优酷和土豆宣布合并
的消息传来后， 乐视网连日来出现大
跌，13日下跌3.53%，14日下跌6.69%。

对于乐视网前期的股价上涨，市
场归因于其良好业绩。 据乐视网3月
15日公布的财报显示，2011年乐视网
实现营业收入近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151.22%； 营业利润1.6万元， 同比
121.27%。

版权一直是乐视网最核心的优
势， 其收入也一直占据半壁江山。目
前，乐视网占有2012年热门影视剧独
家网络版权的50%—60%以及2013年
热门影视剧的40%—50%， 已采购未
上线的独家版权影视剧达200多部，
版权优势明显。

为了将版权优势最大化， 乐视网
先后与土豆网、网易等同行进行合作，
向合作方提供独家网络版权内容，并
负责这些内容的传输， 土豆网和网易
在合作期内， 各自向乐视网支付总额
为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的保底收入。

乐视网高级副总裁高飞表示，“双
方此前的合作探讨是在百度承诺解决
盗版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 但是在双
方接洽过程中， 百度影音上的盗版视
频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今天删除盗版，
次日再度上线的情况。” 高飞认为，作
为中国互联网领军企业， 百度完全没
必要去发展盗版软件。

但百度影音方面此前也曾表示，
会配合正版视频网站进行打假盗版的
行动。

百度默许与盗播网站合作？

优酷并土豆，乐视网大跌

记者观察

责怪百度盗版
乐视要闹“离婚”
百度被指盗版视频层出不穷
乐视网中止与其合作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