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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行业

【市场】
车载导航市场遇冷

“以前平均一周可以卖十
五六台车载导航仪，9月以来才
卖了不到十台。”9月8日， 在长
沙市中南汽车城经营了七八年
汽车配件生意的王先生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导航
仪的整体销量同比下滑了30%
左右，而最近一周，受手机导航
免费消息的冲击， 销量下滑的
幅度和上月同期相比达到了
50%。

此前， 以移动地图为主业
的上市公司四维图新2013年
上半年年报显示， 公司营业利
润比2012年同期下降87.89%。
近日百度、 高德宣布导航免费
又给整个行业带来不小的冲
击： 只要和导航两个字沾边的
上市公司股价都是一片绿色。

在长沙某公关公司工作的
小王认为，智能手机人手一台，
一个支架几十块钱，软件免费，
这相对于动辄上千块的前装导
航优势明显。 而且手机导航越
来越为年轻人所接受， 假以时
日， 导航市场的格局肯定会改
写。

传统行业遭遇到互联网冲
击后，市场正在萎缩。业内人士
认为， 其他以导航为主业的公
司如不能及时转型， 或者转型
失败， 未来只能成为技术服务
公司，否则会难以生存。

【交锋】
百度与高德免费大战

日前， 百度手机导航宣布
免费，几个小时之后，高德导航
也宣布加入免费阵营。 而戏剧
的剧情是： 高德导航本早已准
备好一个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宣布免费，却意外遭百度“截
胡”，于是“免费门”、“误导门”
等微博口水战接踵而来，百度
宣布“退费”。高德导航尽管蓄
谋已久， 却未能跳出百度的
“五指山”。

至此， 移动互联网又增添
了两道免费午餐。

在交通发展日新月异的现
代社会，不论是不是有车一族，
导航已经成为必需品。 随着智
能手机的不断升级与普及，加
上手机导航应用的出现， 在去
一个目的地之前， 掏出手机查
阅导航地图已经成为很多人的
习惯。

当然几天之前， 如果要享
受到高质量手机导航是要付费
的。在Appstore里，百度导航
和高德导航的售价分别为30元
和50元。

如今， 导航江湖昂首阔步
进入免费时代。 更狠的是，就
像突然被激发起“狼性”，百度
不但“免费”，还来个“追溯十
年全额退款”。对于如何退费，
百度客服的回应是，客户提供
购买App时的账户、 手机、姓

名和银行卡号，核对后如果有
这个订单的话，百度导航会退
还30元。

相对于百度的退费，高德
的回应是：“对不起， 我们不
退费。”

【趋势】
车载导航也将走免费路

实际上， 随着移动互联网
时代来临， 各行业凭借既有的
收费模式很难生存。360免费、
百度免费、腾讯免费、微信免费
……免费似乎是所有互联网公
司的终极路径， 导航市场也不
例外。

互联网基因决定导航服务
需要通过免费圈定用户， 通过
增值服务收费的方式来生存。
免费到一定程度上， 用户群体
庞大之后， 各种附加值的盈利
业务就开始运转了， 免费的最
终目的是更多的不免费。

有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汽
车后市场最流行的就是车联
网，由于缺少互联网基因，作为
汽车后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车
载导航市场，一直在“用品行业
服务领先的观念”里徘徊不前。
“高德免费给汽车后市场的启
示是， 进军车联网的道路也是
需要免费的， 因为免费才能把
更多的车主黏在导航的那块屏
幕上。”
■见习记者 蔡平 实习生 易丹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鲁 A49913、鲁 AD1698、鲁 A49199三台泵车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 15 时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下述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 9�月 23日接受标的情况咨询。
三、拍卖标的竞买保证金均为 10�万元，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不接

受现金缴存）将竞买保证金在 2013�年 9�月 23 日 17�时前（以到账时间为
准）缴至如下账户(账户名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保证金专
户，开户银行：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账号：3101�0141�9000�0022)。

四、竞买人应在 2013�年 9�月 23 日 17�时前凭付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
省联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五、成交价款自拍卖成交之日起 5日内付清至委托法院指定账户。
六、特别提示：
1、请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

场，如参加竞买，应按本公告的规定办理竞买登记、缴纳保证金、参加拍卖
会。

2、委托他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和委托他人参加竞买的，必须出具授
权委托书及委托双方身份证明。

省高院监督电话：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731-88179369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省联交所或湖南飞龙拍卖有限公司查阅相关资料，咨
询电话：13874947155（龙） 0731-82953150
��������省联交所地址及电话：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569号湖南商会大厦（西
塔楼）20、23A楼，0731-84119187,13875952552�（周）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湖南省联合产权交
易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飞龙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9月 9日

标的号

1

2

3

拍卖标的名称

三一牌 SY5293THB
重型专项作业车

三一牌 SY5293THB
重型专项作业车

三一牌 SY5293THB
重型专项作业车

车牌号

鲁 A49913

鲁 AD1698

鲁 A49199

发动机号

E13CTL14364

E13CTL1S4G4

E13CTL14476

注册登记日期

2009年 12月 8日

2009年 12月 8日

2008年 2月 1日

评估价
（万元）

130.24

128.6

101.22

起拍价
（保留价）
（万元）
130.24

128.6

101.22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 10 时在湖南
省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公
开拍卖下述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 159 号锦绣
华天 C栋 1111号房屋。 权证号码为 00608240，产权面
积 223.7平方米，评估价为人民币 144.49 万元，起拍价
（保留价）117.04万元，竞买保证金 10万元。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 9月 26日，在标的所
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不接受现金缴存）将竞买
保证金在 2013 年 9 月 26 日 17 时前（以到账时间为准）
缴至如下账户(账户名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法
拍卖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账号：3101�0141�9000�0022)。

四、 竞买人应在 2013 年 9 月 26 日 17 时前凭付款
凭证及有效证件到省联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
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五、特别提示：
请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

权人于拍卖日到场，如参加竞买，应按本公告的规定办
理竞买登记、缴纳保证金、参加拍卖会。

省高院监督电话：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731-84784812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湖南省金源拍卖有限公司或省联交
所查阅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13873181927�龚先生
13973164039�曾先生

省联交所地址及电话：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569 号
湖南商会大厦（西塔楼）23A楼 15273184208�汪女士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省金源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9月 9日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 159号锦绣华天一套房屋拍卖公告

手机导航免费战冲击车载导航市场
百度、高德导航免费消

息一出，很多人立刻预测这
会对车载市场造成不小的
冲击。近一周来，湖南的车
载导航系统销量下降明显。

免费一直是互联网时
代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回首
当年， 正是免费决定了淘
宝、Ebay易趣的博弈胜负，
也正是免费决定了
杀毒软件的江湖一
统。

百 度 、 高
德手机导航免
费开启了汽车
导航的终极免
费之门吗？

导航App免费之后， 原来的
赢利点被一刀切， 百度和高德未
来的盈利模式何在？

早在今年5月北斗导航的发
布仪式上， 易观国际副总裁刘怡
就指出， 目前大众对导航存在误
区，实际上导航不止是GPS。

口碑网创始人李治国表示，
导航的未来是指向生活服务市
场。 百度和高德的定位不单单是
汽车导航。 互联网导航立足LBS
(Location�Based�Servicej， 基于
位置的服务 )、O2O（Online�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目的是让
导航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是基于
人的衣食住行的导航。

李治国认为， 未来地图会互
联网化、在线化，盈利模式也会从
向客户收费转向向生活服务网络
闭环内的商家收费。百度、高德导
航免费， 其实也是为了抢占生活
服务这一关键入口， 从而获得在
该战场翻盘的机会。 在移动互联
网战场， 谁掌握了流量和交易闭
环， 谁就能在这个行业中变成最
大， 百度现在是从前到后都自己
做整合， 阿里在导航上是通过投
资的方式把高德圈进来， 这也会
让微信等产生新的思考， 李治国
在个人微博上如此分析。

导航免费之争
是生活服务入口之争

互联网精神
颠覆传统产业

拥着互联网的因子，360
发起免费战，革了许多不具备
互联网基因的杀毒软件提供
商之命。

借着互联网的便利优势，
如今电商崛起，传统零售商岌
岌可危。

早在从雅虎那只老虎中
夺回支付宝之时， 马云就说，
“如果银行不改变， 我们就改
变银行”， 而今支付宝余额宝
惹火了“屌丝经济”，阿里以互
联网搅局者的姿态杀入金融
业，让银行业措手不及。

更近一点，从互联网世界
走出来的雷军，通过小米手机
的业绩狂飙，再一次证明了互
联网精神的价值。

在《失控》一书中，凯文·凯
利把蜂群作为封面，总有一些
禅意的味道，“失控”并非描述
一堆无意义的布朗运动，其实
这些无规则的运动全部具有
未来的历史意义。总有蜜蜂会
偏离常规路径去寻找新的蜜
源，虽然会大量失败，但只要
有成功便会跳舞召唤同伴，带
给整个族群得以生存的一个
全新的蜜源方向。人类社会亦
然。互联网就是一个新的蜜源
地，这个蜜源会将人类蜂群导
向一个全新的方向。

互联网这块蛋糕极其巨
大，未来越来越多的生活所需
都将通过网络来完成，传统产
业巨头们想要避免被超越的
悲剧，必须提前布局占领有利
位置。免费作为互联网的杀手
锏总是屡试不爽，那些“将收
费进行到底” 的传统行业，已
经感受到了来自互联网界的
寒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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