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调行业又多了一起纠纷。12月8日，据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在一场专利侵权案

中，格力电器被判决向奥克斯赔偿共计1.67亿元，而这已经是双方之

间的第N起官司了。这几年，空调行业逃不开的话题就是官司，格力电

器、美的集团和奥克斯，两两之间必有官司，这反映出了空调行业的竞

争激烈程度，同时也折射出整个市场发展不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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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港上市又破发 微博还有第二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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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加盟借道车企 万达卖车的朋友圈被判赔1.67亿 格力与奥克斯专利战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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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七年前赴美上市一样，微博12月8日在香港二次上市时也遭遇破发，并且比七年前跌得更

严重。截至当日收盘，微博股价报253.2港元，下跌7.18%。如果从营收和用户规模看，当下的微博

比七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也不再亏损，面临微信、抖音等挑战的微博仍是国内排名第四的社交

平台、排名第二的社交媒体平台，但也不能否认微博对泛视频业务的迟钝，无法忽视微博对广告

和营销营收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以及广告主逐年出走的尴尬。

两次开盘破发

12月8日，微博在香港联交所完成二次上

市，开盘破发，开盘价252.6港元，比272.8港元

的发行价少了6%。11月29日，微博曾宣布每

股最高发行价388港元，到了12月2日微博将

发行价降至272.8港元。

巧合的是，微博敲定发行价的当天，网易云

音乐在香港上市，开盘股价也表现平淡。七年

前，微博在纳斯达克上市时，也是开盘价低于发

行价。结合最近资本市场表现，文渊智库创始人

王超在微博上市前就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微

博表现可能还不如网易云音乐”，一语中的。

同样是上市，同样是破发，微博高管层的

态度却有微妙变化。赴美上市时，微博董事长

曹国伟曾表示，微博上市时机不理想，微博的

发行价最终能落在原来的定价区间里已经非

常不错。

七年后的今天，微博内部人士向北京商

报记者透露，微博甚至没有在北京总部举行

线下的云敲锣活动。微博CEO王高飞对上市

也轻描淡写：“我们对公司发展非常有信心，

也更关注长期价值。”

在上市当天，微博给员工免费发放了鸡

腿套餐，但资本市场没有“鸡腿”。

排社交平台“老四”

其实，微博月活跃用户和认证账号数量

一直呈增长态势。2018年12月、2019年12月、

2020年12月，微博月活跃用户分别是4.62亿、

5.16亿、5.21亿，到了2021年6月，该数据涨到

了5.66亿。认证账号数量从2018年的370万增

长到2021年上半年的440万。

但在提到社交平台和社交媒体的竞争格

局时，微博援引灼识咨询报告，按2021年6月

的月活跃用户和日活跃用户计算，微博是中

国排名第四的社交平台、排名第二的社交媒

体平台。按照招股书披露的各平台特征可以

猜出，在社交赛道，排在微博之前的三个平台

依次是微信、抖音、QQ，在社交媒体赛道，排

在微博之前的是抖音。

“和赴美上市时相比，微博要面对的竞争

格局更复杂，那时候主要的对手是微信，现在

短视频、直播平台兴起，微博对这种新兴的社

交形式有点后知后觉。”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

清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

微博在招股书中也列举了一长串竞争对

手，包括通讯工具和其他社交应用程序及网

站，例如微信、手机QQ、陌陌等；新闻应用程

序及网站，例如腾讯、字节跳动、百度等；多媒

体应用程序，例如抖音、快手、B站等。

广告主在流失

正是因为激烈竞争，微博对广告主的吸

引力在下降。

根据最新招股书，微博的广告客户逐年

下滑，从2018年的290万跌到了2019年的240

万，再到2020年的160万，2020年上半年这一

数据为120万，到了2021年上半年少了一半成

了60万。

通过第三方数据或许可以得到微博广

告主下降的原因，QuestMobile指出：2021

年上半年媒介互联网广告营收占比前十名

中，微博垫底，营收占比从2020年上半年的

1.5%降到今年同期的1.2%，排名第一的抖

音从2020年上半年的27.7%涨到了今年同

期的29.2%。

对于广告主减少，微博解释，“主要是由

于中小型企业客户的流失，也因为不利的宏

观情况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了多种挑战

所致”。微博强调的是：“每个广告主（不包括

阿里巴巴）的平均支出由2020年上半年的

454美元增长至2021年上半年的1379美元，

变动主要是由于广告预算相对较低的个体客

户的流失。”

之所以要重点对比微博广告业务各项数

据，是因为微博的营收大头一直是广告和营

销，且依赖越来越严重。2021年前9个月微博

营收16.41亿美元，其中广告及营销营收14.3

亿美元，占比87.1%；增值服务营收2.11亿美

元，占比12.9%。根据微博2014年一季度财报，

也就是微博上市后发布的第一份财报，营收

6750万美元，其中广告和营销营收5190万美

元，占比76.9%；增值服务营收1570万美元，占

比23.3%。

北京商报记者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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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赔偿，格力上诉

宁波中院的民事判决书显示，奥克斯

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珠海格力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和宁波甬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

两例侵害发明专利权案已审理终结，判决

格力电器赔偿奥克斯合计约1.67亿元。

此次案件要追溯到2018年。当时，东芝

将专利号为ZL00811303.3的空调压缩机

专利转让给奥克斯空调，并将针对转让前

发生的第三方侵权行为追究侵权责任并获

取损害赔偿的权利一并转让。由此，奥克斯

对格力电器发起侵权诉讼。

奥克斯称，经过技术比对，被控侵权

产品已经落入该公司专利权要求的保

护范围，被告格力电器制造侵权产品，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经销商等作为

销售方，应当承担下架电商产品、承担

诉讼费用等责任。

格力电器则表示，涉案产品未落入涉

案专利保护的范围，不构成侵权，该公司

涉案产品使用的是现有技术，不侵犯涉

案专利权，奥克斯请求赔偿数额没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

今年7月19日和10月15日，宁波中院

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期间，格力电器曾

两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对涉案专利

作出无效宣告，认为该专利的日本同族

专利的保护范围远远小于中国专利。但

在2021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文宣告

该专利权部分无效。

最终，宁波中院认为，格力电器的现有

技术抗辩请求不成立，根据“侵权获利=侵

权产品销售额×侵权产品合理利润率×专

利对利润的合理贡献率”的计算公式、专家

意见及相关法条，对格力电器就涉案专利

相关的两个型号的空调产品所分别主张经

济赔偿9600万元和7060万元的诉讼请求

予以支持。照一审判决计算，格力空调向奥

克斯赔偿的总金额约1.67亿元。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了格力电器方面，截至发稿，对方未

给出回复。有报道称，格力电器已经提

出上诉。而对于格力电器上诉的决定，

奥克斯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称：

“此事以判决结果为准。”

官司不断，市场疲软

对于格力电器和奥克斯来说，打官司

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近几年的官司就

没停过。

2017年1月，格力电器向广州知识产

权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宁波奥胜贸易有限

公司（原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未经许

可在其制造、销售、许诺销售的8个型号空

调产品上使用其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构成

专利侵权；2019年8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广州知识产

权法院一审原判，认定宁波奥胜贸易有限

公司恶意侵权成立，判决后者向格力电器

赔偿4000万元。之后，奥胜公司向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终被驳回。

2017年7月，奥克斯将格力电器告上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格力电器的画

时代空调侵犯了专利权，同年11月，法院宣

判，格力电器向奥克斯空调赔偿经济损失

1000万元及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维权

费用4.3余万元。

今年3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格力

电器与奥克斯空调侵害发明专利权一审民

事裁定书，该案件最终奥克斯败诉，被判赔

偿经济损失40万元以及为制止侵权行为

所支付的合理开支2万元。这起官司源

于，格力电器称自己拥有名称为“蒸发

器”的发明专利，被告奥克斯公司生产销

售的KFR-35GW/FK01+3型号空调侵犯

了公司专利权。

除了专利纠纷，在两家冲突不断的积

累下，2019年6月10日，格力电器在官方微

博上发布《关于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产品的举报信》，称奥

克斯空调部分型号产品与其宣传、标称的

能效值差距较大。去年4月，因利用能源效

率标识进行虚假宣传，宁波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奥克斯空调作出“责令改正”和“处

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表示，空调厂商打

专利战，在这个行业里也是常见的事，现在

空调市场相对比较低迷，当年的辉煌时期

已经过去，品牌之间的竞争程度非常激烈，

不过，他们之间不少的专利纠纷，其实就是

在产品逻辑里面找相似度，一旦被判定专

利侵权，会对品牌造成不小的伤害。

北京商报记者石飞月

北京商报讯（记者刘洋刘晓梦）转型的万

达开始瞄准卖车生意。12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

了解到，汽车营销“老将”李宏鹏已向现代汽车

提交辞呈，并将于明年1月起担任万达汽车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汽车”）总裁，

负责万达汽车的多元化运营。

事实上，万达卖车已有迹可循。今年11月

22日，万达集团与泰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持股成立万达汽车，注册资本1亿元，法定代

表人为曾茂军。12月6日，万达集团又出资500

万元成立了北京万达汽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万达汽车的经营范围圈定在销售汽车、汽

车配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机动车充电桩充

电零售、汽车租赁、企业管理、数据处理等业

务。李宏鹏表示：“过去这段时间，汽车行业的

转型已势不可挡，未来十年汽车销售模式与消

费场景必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而被彻底

颠覆，而万达汽车在打造汽车消费服务生态圈

上拥有巨大机会。”

万达汽车想要做的正是李宏鹏所擅长的。

资料显示，成为现代汽车集团（中国）商务副总

裁前，李宏鹏于2013年出任北京梅赛德斯-奔

驰销售服务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在他的带领

下，中国成为奔驰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并组建高

效的全国分销网络，并一手解决奔驰在华的渠

道乱象。2018年，李宏鹏加盟福特汽车（中国）

有限公司担任福特大中华区销售与市场副总

裁兼长安福特全国销售服务机构总裁，负责福

特在中国所有乘用车销售与市场工作。此后，

他促成长安福特、江铃福特、福特进口销售、服

务等渠道整合，从而形成“一个福特”。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景

辉表示，得益于多年从业经验，李宏鹏不仅具

有丰富营销实践经验和企业管理能力，还了

解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关系，这对于想要

从销售端切入汽车行业的万达集团而言非常

重要。

近年来，在汽车“新四化”的引导下，电动

化、智能网联及数字化已成为大势所趋。随着

造车新势力及新零售崛起，汽车流通行业也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传统4S店，城市展

厅、直营店等多种模式也得到极大发展。数据

显示，去年新能源汽车品牌城市展厅占新增

经销商比例达65%。而城市展厅几乎全部位于

市中心繁华地段的大型商场中，商圈成为车企

必备资源。

这对于万达集团来说成为新商机。资料显

示，万达集团创立于1988年，已发展成为以现

代服务业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旗下包括商

管集团、文化集团、投资集团，其中商业中心、

影视、体育、儿童产业等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而万达汽车依托万达集团分布在全国各地

400多家万达广场，每年超过50亿人次的消费

人群，庞大的商业体系是万达汽车得天独厚的

优势。此时选择入局汽车流通市场，能达成双

方互利共赢。

值得注意的是，万达汽车在引入高管前，

已开始联手车企铺路。今年8月，万达集团董事

长王健林到访一汽集团，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从服务生态、能

源生态、会员生态等三大维度相互赋能，创新

共建“红旗用户体验生态”。

在新车销售方面，双方将依托万达旗下遍

布全国的商业广场和文旅项目建设“全新红旗

商超体验店”。预计到明年上半年，首批全新红

旗商超体验店将于全国省会城市陆续建成。在

充电/换电服务方面，双方将利用万达遍布全

国主要城市的7000多家停车场及智慧停车系

统，向红旗车主提供充电桩、智慧停车等产业

链上下游延伸服务。在会员生态方面，明年初

起新红旗车主可在万达集团旗下各场景，享受

免费观影、免费停车、万达酒店万悦会铂金卡

等多项优惠政策。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汽车行业进入转型，

如何能更好地推广产品成为各车企思考的问

题，拥有商圈资源的房地产企业入局后，汽车

市场或将形成在厂家直营和传统4S店之外的

第三种渠道模式。

不过，虽然万达汽车拥有商圈渠道，但汽

车销售不同于其他商品，对于后期的维修和保

养也有着较高要求。万达汽车具有前端销售

优势，但如何保障销售之后的环节也是企业

关注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今后销售和售后

可能会通过传统渠道和新生渠道分工磨合加

以解决。

针对未来的销售模式和规划，北京商报

记者联系万达集团方面，但截至发稿尚未得

到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