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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搭桥推广技术
! 软硬兼施" 入主市场
!透视索尼影视收购米高梅电影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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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 随 着 以 日 本 索 尼 影 视 公 司 "’()*
+(,-.# 为首的国际财团出资 %& 亿美元收购美国老牌电影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从而试图建立起索尼新一代的媒介

美国业务负责人霍华德1施均格接替出井伸之!担任该公司

公司米高梅的行动宣告完成! 一直以来作为好莱坞最大最

经营战略*

有影响!集制片$发行和放映于一身!同时也是最后一家好

在完成对米高梅的收购之前! 好莱坞的大型电影公司

莱坞独立电影制作公司%%
%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辗转’岁月

中!时代华纳持有的电影资产最为雄厚!共有 1#"" 部电影*

暂时告一段落( 索尼影视收购米高梅的举措再一次体现了

排在其后的就是八大电影公司中资格最老的米高梅的 %/""

其内容为王!技术为本的传媒资产积累和扩张路线)而透视

部!第三是环球制片的 =1"" 部!第四才为索尼电影娱乐的
=#"" 部* 而在米高梅的 %/"" 部电影脚本里!不仅包括招牌

索尼影视的一系列发展历程! 特别是跨入新世纪后的若干
资本收购运作!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些许值得发展中的中国

产品 ""< 系列影片!还有像/粉红豹0/沉默的羔羊0和/终结

的广播电影与电视产业借鉴的经验*

者0这样的卖座片和/乱世佳人0/毕业生0等经典影片!仅仅

一!索尼影视的跨世纪发展历程
/0%1 年!索尼公司诞生!已故索尼公司创始人井深大
先生执笔+&如果我们和大公司做同样的事情! 是无法与其

资料库本身的价值也会达到 %" 亿至 #" 亿美元*!""= 年!米
高梅电影资料馆在其 /#"" 部电影的 2H2 发行上! 约赚了
%.% 亿美元* 因而!丰厚的电影资料库成了米高梅最值钱的
&软体’!但米高梅在发行市场拓展上却屡屡受挫*

匹敌的!但是!未被开发的技术比比皆是* 我们要做大公司

对于索尼影视来说!成功收购米高梅!最直接的就是让

做不了的事情,,’ 这成为索尼公司 #" 多年来的真实写

其充实了已有的电影资料库* 收购后!索尼影视片库规模倍

照* 从最早的晶体管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到后来录像机$电

增至约 <1"" 部电影资产!这使得它超越时代华纳!跃居第

视机以及 +2 唱机! 索尼公司几乎开创了 # 个不同的电子

一) 同时也意味着索尼通过掌握米高梅掌控了美国电影市

消费时代* 这在战后日本新兴公司中!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

场 #"#的资源库*更重要的是!最近几年!随着 2H2 制品的

迹* 索尼公司的 345674).随身听#和 89:;.电子宠物#!被

普及! 销售和租赁已成为世界各大电影公司最大的收入来

/时代0杂志评为&!" 年影响世界的 !" 种产品’*

源* 而通过索尼影视收购 :?@ 公司就可以看清!他们在入

/00# 年!索尼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大贺典雄把公

主音像领域之后最显著的目的并不是在包装制作! 而在生

司大权交给了出井伸之*担任公司总经理后!出井伸之提出

产发行环节* 如今在得到一个庞大的电影资料储备库之后!

&虚拟公司’的概念!对公司内部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大的调

索尼影视仍然要故技重施! 将注意力放在相关产品的生产

整!并在 /00< 年大胆地改变了索尼的企业形象* 通过大做

与发行上!借助内容资源的富足维护自身品牌*

全球形象广告!欲以统一的画面-统一的广告词!在全球市
场上树立索尼年轻-充满活力的新形象*

!""= 年下半年!出井伸之在索尼开展了一场大胆的重

二!索尼影视的 !" 世纪战略"传媒内容铺路#
高新技术推广

组运动!包括在全球范围内裁员 /=>-向海外转移生产线-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家庭娱乐市场将涵盖视

建立合资公司以及重组金融业务等* 在此背景下! 索尼于

频点播"H;22-高清晰度电视等一系列收费电视服务( 高清

!""% 年 & 月将其音乐业务与德国媒体巨头贝塔斯曼旗下

晰度电视技术逐步取代传统录像节目! 这些代表着未来丰

的 :?@ 公司合并! 并正式成立了索尼 :?@ 音乐娱乐公

厚的 2H2 生意( 此外!有线电视公司的下载录像服务必须

司)并在同年 0 月!建立以索尼为主的投资集团!以 #" 亿美

得到大型影片和电视节目拥有者的许可! 收购米高梅的丰

元的总价格收购美国著名电影公司米高梅 A?BC,(D@(5E"

厚电影库存! 可以说与索尼影视的实现消费电器产品与电

F*)D?4*B,G* !""% 年末!索尼将电话和便携式摄像机的生

影-音乐及游戏之间相辅相成的整体战略配合得天衣无缝(

产整合进公司原有的 H89; 个人电脑部门*

!""# 年 = 月!索尼董事会任命具有娱乐业职业背景的

/$视频点播娱乐模式与互联网络宽带下载(
把模拟转为数字!把个体连成网络!数字和网络技术不

!""#$! 声屏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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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造就了互联网这一新兴的媒介行业! 而且给其他传统媒

司C<(DE*F/+ G/H9E)-I @&9-)9+/&*-&9 %&HJK% 尽管吞下了诱人

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接入网络的家庭提供电影将成为未

的哥伦比亚动作片和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一座 !B"" 部影片

来具有丰厚利润的业务!电影作品在将来的利润率将更高"

的资料库’及 !0""" 部电视资料库和 7!" 座影院!但这并

英国的 %&’()*+ ,-./+ 调研公司在 !""0 年 发 布 的 报 告 显

非此次收购的真正意图! 隐藏其后的是当时正值日本企业

示!!""0 年!网络电影下载的市场有 12" 万美元" 这个数字

在美国市场发展的黄金年代!无数标有&日本制造$的精巧

到 !""# 年!将达到 3#" 万美元!到 !"1" 年则是几近 # 亿

产品涌入美国!L+9HM*+& 便是其中之一% 这种可以放在口

美元" 网络化消费电子的快速发展已经将世界带入到一个

袋里的迷你电视和录像带播放机! 在日本一上市就成了热

娱乐化社会! 这也意味着全球娱乐内容的市场容量将急剧

门% 当时索尼公司刚刚在美国投放 L+9HM*+&!纽约的上班

扩大"这种需求环境的变化!为将自己定位成一个数字时代

族可以租借!第二天归还%但如果没有成规模的电影和电视

的娱乐体验提供商的索尼提供了独有的机会" 显而易见的

节目作为后盾! 索尼便无法让消费者掏 7"" 美元来购买一

是! 囊括进米高梅所拥有的 4""" 多部电影的数据库后!索

台 L+9HM*+&%因此!通过哥伦比亚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推广!

尼影视将以其更大的电影库充分利用全球迅速增长的宽带

L+9HM*+& 成为这笔收购的短期目标%

互联网市场!并以此为契机!重新整合其在迅速发展的收费

收购米高梅的举措同样也是索尼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电视领域的业务"而以网络化为基础的多媒体产业!使各媒

一直以来! 索尼的目标就是把可消费的电子产品和娱乐媒

体利益方更需要强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以便弱化外部竞争!

体生意整合在一起!打包销售!也就是所谓的&软硬兼施$%

互补内部优势!共同提高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

根据这一计划! 索尼将执行结构性改革! 促进电子业务集

!"推广#蓝光$的高密度 565 技术%

中!加强其娱乐业务并强化业务协调% 同时!较长远的战略

全球电子产业环境的巨变!迫切需要索尼影视在新世

在于有效分散&硬件$产品的风险!发挥&软硬件$结合的综

纪里拿出新的营运战术! 以期克服自己在技术与成本上的

合效应! 将日本无可争议的消费电子的技术优势嫁接到美

失败!这个失败!即 7" 年代!当录像带成了家庭娱乐的新媒

国&娱乐软件$C即电影和相关程序N上!利用&兰博$’&捉鬼敢

介! 尽管技术优越! 索尼所倡导的 8-9+*+: 体系却败给了

死队$等电影形象来推动创新产品!如口袋大小的摄像机和

;6< 的 6=> 系统!这使得索尼在技术标准方面失去了它的

高清晰度电视机%

不可挑战的江湖地位"

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索尼不再满

对于以技术驱动为发展的索尼影视!同时也是全球唯

足于当一家娱乐技术供应商! 而是要成为娱乐产品的制造

一的横跨硬件业与软件业的大型跨国公司! 其眼下正在潜

商!从而提升日本文化和国家地位%购买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心研究下一代被称之为&蓝光$的高密度 565 技术% 作为

和资料库将是构筑索尼影视王国的重要基石%

&蓝光$光盘标准的主导厂商!索尼影视与东芝’?@< 以及
新加入的三洋等厂商形成了竞争!后者倡导 =5A565" 因
此!在掌握了新一代 565 格式&蓝光$之后!索尼希望在行

4"以融资方式消解收购异国文化产业敏感性!并分散
风险%
在收购异域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最显而易见的排斥就

业标准的斗争上取得领先地位! 将媒体内容捆绑起来以赢

是由于对方警戒的&文化侵略$而带来的产业排斥和产业抵

得新一代 565 格式之战"

制% 这一现象无论从 133" 年 ,OP>Q=RPO 收购 ,<O 唱

更重要的是!从 565 销售看!今天的电影公司已经十

片公司时! 就曾激起美国对失去其在全球经济支配地位的

分仰仗 565 带来的收入!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对高清晰度的

担心!还是 1332 年 2 月!日本在媒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

565 盘有着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索尼不但希望继续挖

面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开办日本天空广播公司 );IST8*并

掘目前的 565 市场!而且期望在新的更先进的 565 格式

购买五大广播公司之一的朝日电视台 !"U 股份而引发的

进入市场后!确立它的领先地位% 收购米高梅!并占有它的

传媒业恐慌!都淋漓尽致地可以体现%

电影资料库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部分之一%

而这一次收购米高梅!索尼影视更是面临着触及作为

同时!目前!在确定新的 565 技术标准上!好莱坞八

美国人一向骄傲的电影行业% 日本公司的插足毋庸置疑地

大电影厂商的态度!无疑对两标准&蓝光$和&=5A565$中

引起了一片恐惧%+?-VIV--S,的调查表明!#4U的美国人认

谁将胜出有重大影响%索尼已成功掌握其中两家!并预定将

为日本经济力量和不公平贸易对美国威胁很大! 尤其是担

活用这 B2"" 部的电影资产!投入&蓝光$的影像软件出版用

心会失去对文化资产的控制! 这时候日本人处处彰显自己

途!这不但对&蓝光$的成功推广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可以确

反而适得其反%

保索尼影视在新的行业标准的斗争上取得领先地位%

0"成熟市场入手的国际化路径%

因而!这一次!索尼影视制胜的另一个关键就在于已学
会以融资方式消解日本企业收购美国文化产业的敏感性%

索尼影视全球性扩张收购的第一个大手笔始于 1373

在其所属的收购集团中! 包括 G)(W/.-&H- @XE/9T G+)9&-)I’

年 3 月 !4 日! 宣布以 04 亿美元现金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

P-:+I G+H/’/H Y)(EZ 及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 C<)-./9 >E/II-

" !""#$! 声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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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旗 下 私 人 资 本 运 营 公 司 123 45’678,)

示的信息就在于此& 以索尼基本上不在北美电影市场上硬

*8,9&,: ;8’),5’(! 康卡斯特<-+=68() -+’./0出资 > 亿美元"

碰硬的常规来看"亚洲"尤其是电影业)音像产业相对提升

双方初步签定的协议还包括管理一个新成立的合资公司"

空间巨大的中国"是他们要冲击的重中之重&

用以在其视频点播平台上播放索尼影视和米高梅的节目!
同时"通过此类融资举动也有效地分散了收购风险!

在索尼早年入主哥伦比亚之后"哥伦比亚公司就以最
快的动作介入到了中国音像制作以及电影市场& 而在今年

#/值得怀疑的并购假设!

多出了一个米高梅之后" 索尼也一定会选择一个有利的契

然而"一味对索尼并购米高梅举措持乐观的态度无疑

机把这盘棋下到中国的地盘上&以往"中国音像制品因高额

是不客观和全面的!因为在一般的并购中"购买方倾向于抱

的版税问题"而很少成规模地引进好莱坞的电影音像制品"

有比较简单又乐观的两种假设?其一是"并购后要经历多长

引进后的大多数也都被高额的版税拉高了价位" 限制了市

时间就可以发挥协同效用#其二是"这类协同效用可以保持

场空间& 而在索尼入主米高梅掌握了将近美国好莱坞一半

多少时间#这种假设影响了对交易目标的一些预测"比如短

的电影资源之后"相信最先想到的主顾"就是中国土地上这

期盈利和现金流增长!购买方的预测"往往比实际上能达到

十几亿数目庞大的观众群&

的要高" 这进一步导致了买方高估并购后协同效用能产生
的净现值!
尽管上述有利于索尼影视的描述听起来十分合乎逻

自 GPMH 开始在中国运营"GPPF 年 G" 月 在北京成立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到 !""G 年 G" 月"索尼影视(中国*完
成了包括北京总部在内中国 !" 个分支机构及代表处的设

辑"可$软硬兼施%的协同作用不是销售者一厢情愿的揣测"

立&随着政策对市场传媒规模化作业的鼓励加大"在丰厚利

而是消费者实实在在的选择习惯" 更受制于竞争者的策略

润的驱使下" 索尼影视必将有更大的动作& 在今年年底之

和替代产品的存在&例如"尽管米高梅的电影库具有丰富的

前" 索尼可能会出一笔重金收购中国的一些具有市场影响

媒体内容"但 1@1 业务已经开展了这么长时间"可供继续

力的音像产品制作以及发行机构" 把这个相对比较便宜的

挖掘的剩余空间还有多少# 米高梅等所囊括的电影自愿给

产业链移植到中国& 届时"1@1 或许会减价缩水增加品种

索尼带来的业务增长其实是可以预测的&
另外"对这种电影和电器之间的$相辅相成%作用"也必
须执怀疑的态度’ 因为电影的销售与互联网络的点播毕竟

结构"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音象制作以及电影市场将
无可避免地遭受到来自索尼的冲击&
索尼影视的 !G 世纪发展战略" 无疑体现了全球化与

不是简单叠加的业务"无论视频点播还是互联网下载"都要

本土性操作的完美结合& 作为一家 GPQF 年诞生的企业"逐

受到带宽的技术限制’而即便两者叠加有效果"何时能发生

步成长为具有强大节目制作能力" 又具有强大传输网络的

也是一个问题&此外"索尼计划借助米高梅电影库资源为自

传媒巨头"索尼影视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说明了无论内容提

身游戏战略添砖加瓦&确实"对米高梅的收购能够推动玩索

供商还是发行渠道"要取得长远和稳固的发展前景"就必须

尼 ;A; 的 B41 (B41 是由 ACDE 所研发的一种直径 F 公

对上下游资源进行整合"纵向兼并产业链前后的公司"以期

分)容量 G/HI* 的迷你光盘*电影的需求"可这种前途也不

待打造完整流水线的传媒产品生产巨头’另一方面"其更是

是那么闪亮&因为在这之前"米高梅早已授权给了很多游戏

深刻反映了信息已经渗透进整个媒介乃至社会生产体系的

发行商"比如说在 !"G" 年前"电子艺界 <JK56)’+,&6 L’)(0 都

各个环节"而信息产品的生产也成为飞速增长的产业部门"

拥有$邦德 ""M%的发行权"并且不会轻易放弃& 可见"这部

索尼影视正是以技术和制作作为冲击和占领市场的原动

分收入也是数得过来的数字& 另外" 索尼自身包括 ;K8N

力"通过在资源配置)产品或服务规划上所具有的前瞻性"

A)8)&+, ! 在内的游戏软硬件销售的大幅度下降" 吞噬了索

以期通过提升每一个产业的盈利能力" 增强传媒集团的综

尼的巨大利润& 与 !""! 年相比"!""> 年的利润落了 !>O"

合竞争实力& !

只剩下了 H/"F 亿"很难预计米高梅电影资源加入后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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