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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鸡游戏在美被诉、游戏部门元老离职

网易游戏深陷“抄袭风波”
本报记者 李正豪 北京报道

的游戏公司在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
起诉了网易，声称网易旗下手游《荒

作品，并停止后续开发工作”。
随后，网易游戏发表“关于《荒

但游戏玩家似乎“炸”了，在微
博、贴吧、微信公众号等各种渠道疯

《大话西游》真是网易的好游戏，最近
几年是真堕落了， 除了代理就是模

要由网易游戏部门具体回复。 网易
游戏相关人士回复邮件称，“最真实

进入 2018 年 4 月， 网易游戏

野行动》的海外版《Knives out》和《终

野行动》及《终结者 2：审判日》的权

狂吐槽网易游戏的“山寨精神”。 比

仿，估计也就是《阴阳师》好一点儿。”

的情况都在公告里”。 上述“80 后”

“戏”有点多。
4 月 2 日是网易 《第五人格》上

结者 2》涉嫌侵犯著作权、违反了不
公平竞争和商业外观法， 要求网易

利声明”，声称两款游戏“是网易自
主研发和发行的”， 没有抄袭，
“
将启

如，一位大学时期就迷上《大话西游》
的“
80 后”玩家在电话中向《中国经

为何多款游戏作品引起吐槽与
质疑？ 《中国经营报》记者联系网易

玩家认为， 归根结底还是国内游戏
开发整体风气不好，都想走捷径、赚

线的日子，但一家叫做 PUBG Corp

“
停止一切侵权行为，下架所有侵权

动正式维权”。

营报》记者吐槽：
“
想当初《梦幻西游》

公关部寻求回应， 相关人士表示需

快钱，相互模仿、山寨成风。

为什么网易游戏频频被质疑？

为， 别人有没有在背后捣鬼其实并

吴云洋在 2011 年前后离职以后，原

业内人士认为，网易方面似乎有意将
矛头指向腾讯游戏，因为相关声明的

不重要，关键是网易游戏
“打铁还需
自身硬”。
业内人士和游戏玩家普遍的感

来网易游戏部门的元老， 就只剩下
几个人了， 开发思路也抛弃了过去

山寨被质疑

已放弃精品战略？

PUBG Corp 是 韩 国 蓝 洞
（Bluehole Studio） 工作室美国子

吃鸡” 代指玩家在游戏中取得第
一名的“吃鸡游戏”，《绝地求生》

名的游戏开发与发行商， 曾研发
《黎 明 杀 机》 与 新 作《DEATH-

公司。 在向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
提 交 的 一 份 长 达 155 页 的 起 诉
书中，PUBG Corp 详细列举了网

固然是带火了“大吉大利，晚上吃
鸡” 的网络游戏， 但若要追溯起
来，这句话更早源自美国电影《决

GARDEN（暂译“死亡花园”）》等
作品。 公司旗下两名知名制作人
员 Mathieu 及中国区管理者 Alex

易 25 项涉嫌侵权的行为，要求网

胜 21 点》 的 一 句 台 词 ：Winner

Lin 将在未来以玩法顾问的身份，

易做出赔偿， 赔偿条件为： 法院

winner，chicken dinner。 而这部电

在我们制作《第五人格》并使其更

认定的违法行为数乘以 2500 万
美元。
在 起 诉 材 料 中 ，PUBG 公 司

影则改编自本·莫兹里奇 2002 年
出版的小说 《攻陷拉斯维加斯》。
网易《荒野行动》和《终结者 2：审

加全球化的过程中提供建议。 ”
但微博介绍为
“
杀机中国区官
方微博”的微博用户 DBD_CN，于

通过照片的形式， 详细对比了该
公司开发的《绝地求生》与网易的
两款游戏， 不仅认为网易两款游

判日》 也只是已经在全世界泛滥
的众多
“吃鸡游戏”的代表。
不过，上述热衷“吃鸡游戏”

4 月 10 日上午澄清：网易《第五人
格》并没有获得《黎明杀机》品牌授
权，但因为未来我方将成为其玩法

戏的设计思路基本一致， 而且认
为网易两款游戏在建筑、载具、武
器、装备等方面都对《绝地求生》

的“
90 后”玩家认为，尽管核心玩
法没什么可以指摘， 但也不能在
游戏环境、 道具等各个方面“山

顾问，我方在游戏公测前允许《第
五人格》使用《黎明杀机》的玩法。
由于 DBD_CN 账户 就 是 由

的营收压力非常大。
网易游戏是否受到詹钟晖、吴
云洋等元老离职的影响？ 是否受到

产生了侵权。
另外，PUBG 公司还指出，除

寨”别人。
随着 PUBG 诉讼网易被越来

《黎明杀机》 开发商 Behaviour 公
司中国区管理者 Alex Lin 负责维

营收下降压力的影响？ 网易游戏部
门未对相关问题做出回复。

了道具和环境相似之外， 网易还
在部分营销资料中， 直接使用了

越多的玩家关注， 网易其他游戏
作品也受到指摘。 比如，有人又开

护。 这表明在《第五人格》正式上
线后并未获得《黎明杀机》的玩法

根据全球游戏市场情报公司
Newzoo 的研究报告，2017 年全球

“PUBG on phone” 这 个 术 语 。
PUBG 公司认为， 网易游戏在利

始吐槽， 网易新上线的 《第五人
格》在玩法上与《黎明杀机》相似，

授权。
更有意思的是，网友“夹心 -

用 PUBG 的名气， 为自己的两款
游戏做宣传，误导游戏玩家。

在美术上与《鬼妈妈》相似，在加
载动画上与《克苏鲁的呼唤》相似

山楂”爆料，2017 年其到网易面试
时为《第五人格》设计的“理发师”

游戏玩家花费 7078 亿元，其中中国
游戏行业的整体营收为 2189.6 亿
元，而腾讯 2017 年游戏收入为 978
亿元。也就是说，腾讯目前占据了中

对于 PUBG 的指控， 网易在
“关于《荒野行动》及《终结者 2：审

等等。
一位游戏设计师在知乎上留

插画， 在未经其本人同意的情况
下，网易《第五人格》竟然擅自在

判日》的权利声明”中回应，“从产
品内容到基础引擎， 作为这一品
类手游的第一批创作者和创新
者， 网易在这些游戏独创性的开
发上， 凝聚了大量的创意和灵

言：《第五人格》山寨《黎明杀机》，
“一样的太多了， 例如地图方面，
农场、 医院甚至医院里面二楼的
坑都几乎一模一样。 地窖的场景、
电视机摆放的位置都很类似。 玩

游戏中使用了。
而且“网易第五人格”在微博
上回应，已与杰克时装“理发师”
的设计者“夹心 - 山楂” 取得联
系，“对未经知会直接使用其面试

感”；还声称“将采取一切法律措
施捍卫我司权益”。

法上，人物被砍一刀加速、受伤被
砍两刀倒地……”

设计应用于游戏进行诚恳道歉，
并支付相应的补偿， 其后也会在

游戏事业群也正式成立。 而广州简
悦正是网易游戏灵魂人物詹钟晖、

一位“90 后”游戏玩家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核心玩法上确实没什么知识产
权好谈，比如用“大吉大利，晚上

面对关于《第五人格》涉嫌抄
袭《黎明杀机》的公众指摘，4 月 7
日“网易第五人格”通过微博回应
“
Behaviour 公司作为加拿大知
称，

游戏中标明外部设计者的名称”。
一些玩家认为， 这已经从侧面证
明了网易在游戏开发中是多么
饥不择食”。
“

陈伟安等联合创建的游戏研发及运
营公司。可以预见，今后中国游戏行
业将出现腾讯、网易、阿里巴巴“混
战”的情景。

图片出现了企鹅的图片。
需要指出的是，腾讯于 2017 年

受是，最初那个让人期待的、开发了

的精品路线，开始趋向要短期效益，
这对网易游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9 月花 4 亿元人民币收购了蓝洞工
作室（Bluehole Studio）5%的股份，蓝

《梦幻西游》《大话西游》《楚留香》
《率土之滨》《七日之都》等一大批经

另有分析指出， 网易游戏此前
推出的《阴阳师》在短期内带来了巨

洞 CEO 此后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
确认，腾讯代理了《绝地求生·大逃

典的网易游戏， 似乎与之前风格出
现了不同，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赚钱

额收入，其中 2017 年第一季度达到
史无前例的 107 亿元，但随着《阴阳

杀》。PUBG 公司起诉网易一事是不
是腾讯游戏挑起的？ 腾讯官方并未
给出回复。
但多位业内人士和游戏玩家认

的网易游戏。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网易原首

师》的风头被腾讯的《王者荣耀》盖
过，网易游戏营收 2017 年第二、三、

席运营官詹钟晖、 网易原副总裁陈
伟安以及网易杭州研究中心原总监

四季度逐步降至 94 亿元、81 亿元、
80 亿元，因此网易游戏在过去一年

国游戏市场 44%的份额。
据此也可以推算，2017 年营收
362 亿元的网易游戏， 占据中国游
戏市场 16.5%的份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阿里大文
娱 2017 年 9 月 26 日已经宣布全资
收购广州简悦，同一天，阿里大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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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盈精密“掉队” 昔日巨头濒临出局
本报记者 周昊 东莞报道

2018 年 手 机 后 盖 市 场 “去
金属化”加速，这一变局致使金

属后盖企业深圳市长盈精密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长
盈 精 密 ”，300115.SZ） 业 绩 出 现
拐点。

今年一季度业绩预告显示，长
盈精密预测其期内盈利为 0~5011.74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减 少 75%
至 100%。

垂直招聘天花板难破
由于在陶瓷、 玻璃后盖领域
的一系列布局出现波折，长盈精
密在未来的手机后盖市场上似
乎面临着出局的风险。 而对于

《中国经营报》记者的采访请求，
长盈精密则表示公司正处于一
季度报披露前的静默期，暂不接
受采访。

与垂直电商类似，一旦发展到
极限，捅破了
“
垂直”的天花板，势必
会像综合电商网站发展一样。 而垂
直招聘网站的天花板一直难破。
根据 Analysys 易观发布的 《中
国互联网招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

“
去金属化”成趋势
自 2014 年得到大范围应用以
来，金属后盖一直是高端手机的标

2018 年春节后， 手机市场对
3D 玻璃、 陶瓷材质的关注进一步

者表示，随着无线充电、5G 通信以
及玻璃材质等技术的发展，手机后

展，在硬度、外观、生产能力等方面
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使这类材质有

在成本上有一定的优势，且工艺流
程短， 但在硬度方面略有不足，抗

配。 2017 年底，随着 iPhone、华为
等一批厂商开始在手机后盖上大
规模采用 3D 玻璃，原本平静的手
机后盖市场再度掀起材质之争。从

提高。 从年初至今，国内主流厂商
如华为、OPPO、vivo、 小米等先后
发布了多款新品，3D 玻璃由于外
观绚丽、手感优良被上述厂商大规

盖“去金属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
的行业趋势。 一方面，5G 时代无线
频段将越来越复杂，对信号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安装在手机背部的天

了替代金属后盖的可能； 同时，行
业内新兴的无线充电等技术也要
求手机避免使用金属后盖。
上述人士表示，目前高端手机

弯强度及散热性也相对较差，所以
一般应用于中低端手机。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主流手机
厂商此前均为长盈精密金属后盖

现有趋势来看，3D 玻璃、 复合材
料、陶瓷等新兴材料将成为手机后
盖的主要材质。

模采用，部分品牌在高端产品上为
谋求差异化还采用了陶瓷后盖。
有手机制造供应链人士向记

线等模组要求手机尽量避免使用
金属后壳；另一方面，玻璃、复合材
料、陶瓷等后壳材料经过几代的发

主要应用玻璃和陶瓷材质，因为玻
璃及陶瓷材质在外观及硬度、质
感、散热性上更有优势，复合材料

的稳定客户，“去金属化”浪潮的加
剧也为长盈精密未来的发展敲响
了警钟。

到，得益于公司的市场布局及大客
户战略，伴随着 OPPO、vivo、华为
等客户市场份额的增长，2017 年
公司在金属外观件等产品领域保
持稳定的增长。 不过这种增长在
2018 年恐将难以为继。 长盈精密
一季度业绩预告显示，期内公司预
测盈利将不足 5011 万元， 与上年
同期相比减少 75%至 100%。
短短半年间，长盈精密就几乎
从手机后盖的龙头企业蜕变为行
业的旁观者，这与公司常年主业单
一、大客户依赖严重有着密切的关

系。 资料显示，长盈精密长期为华
为、OPPO、vivo、 小米等主要大客
户供应金属后盖及金属中框。 2017
年年报数据显示，长盈精密前五大
客户销售总额为 65.54 亿元，占年
度销售总额的比例为 77.73%；而
在长盈精密的业绩构成中，手机及
移动通信终端金属结构外观件（即
手 机 后 盖 与 金 属 中 框） 贡 献 了
58.52 亿元的营业收入， 占总营收
比重近 70%。 很显然， 当华为、
OPPO、vivo 等手机企业弃用金属
后盖时，长盈精密的业绩自然会受

到冲击。
记者就手机后盖市场变局一
事致函长盈精密，但该公司回复称
公司正处于一季度报披露前的静
默期，暂不接受媒体采访。
值得注意的是， 在 2014 年国
内手机企业大规模采用金属后盖
时，原先的塑料外壳厂商曾出现大
规模倒闭潮，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华
为、中兴的一级供应商深圳福昌电
子。 资料显示，由于福昌电子缺少
金属外壳的生产线，其生产的塑料
外壳又失去了市场空间，因此在产

品迭代期间资金链断裂，公司最终
以倒闭收场。
长盈精密若不想重蹈福昌电
子覆辙，下一步的转型将极为重要。
有行业观察人士向记者表示，
长盈精密主业较为单一，而手机后
盖
“
去金属化”已是大势所趋，专注
于金属后盖的长盈精密业绩的确
会受到影响；但市场在替代过程中
存在缓冲期，金属后盖并不会突然
消失，而且双面玻璃手机对金属中
框的需求依旧存在，因此长盈精密
还存在着转型脱困的机会。

事实上， 长盈精密在 2017 年
便已开始转型，但公司的一系列布
局前景却并不明朗。
2017 年 4 月 14 日，长盈精密
与三环集团（300408.SZ）共同签署
了合作协议书，长盈精密拟通过双

公告称， 由于各方企业文化的融
合需要较长的时间， 难以适应手
机市场的快速变化， 决定终止履
行原合同。
不过记者在长盈精密厂区走
访获悉，尽管与三环集团的合作已

旧是少数，工艺复杂、价格昂贵成
为了制约陶瓷后盖大范围应用的
主要障碍。 以市面上常规的 5.5 英
寸手机所需成本为例，每件陶瓷后
盖的生产成本近 200 元， 而金属
后 盖 与 玻 璃 后 盖 的 成 本 约 在 50

处了解到，3D 玻璃后盖存在着较
高的技术壁垒与规模效应壁垒，行
业外或行业经验不够的企业很难
在短期内全面掌握 3D 玻璃加工
所涉及的技术，而且 3D 玻璃也是
一种高度定制化的产品，手机厂商

4 月 12 日， 长盈精密董事长
陈奇星在公司 2017 年度业绩说明
会上宣布，公司已具备陶瓷外观件
的量产能力。同时，陈奇星还表示，
5G 技术的应用可能会使手机外观
件的发展趋势由全金属后盖转向

方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开发智能
终端陶瓷外观部件，长盈精密当时
称此次合作是公司战略发展布局
的重要举措。
然而仅仅半年不到， 双方便
宣布此次合作计划终止。 2017 年
9 月，长盈精密与三环集团均发布

经终止，但长盈精密却一直在推进
陶瓷后盖的研发工作。该厂区员工
向记者表示，目前公司的陶瓷后盖
产线已经建成，而玻璃后盖产线也
正在布局之中。
但从目前的市场行情来 看 ，
愿意采用陶瓷后盖的手机厂商依

元左右，因此手机厂商对大范围采
用陶瓷后盖的兴趣并不浓厚。 目
前，国内市场上也仅有 OPPO R15
与小米 MIX 系列部分版本选择了
陶瓷后盖， 市场的主流趋势依旧
是玻璃为主。
另外，记者从某玻璃材料企业

从下单到产品交付的周期一般要
三个月左右。这意味着即便长盈精
密已经掌握了 3D 玻璃的生产技
术，现有的市场份额也已经被蓝思
科 技 （300433.SZ）、 欧 菲 科 技
（002456.SZ） 等厂商瓜分完毕，未
来的市场空间将被大大压缩。

“金属中框 + 非金属后盖” 的方
案；公司的金属外观件产品结构也
将由以全金属后盖为主调整为以
金属中框为主。 对长盈精密而言，
陶瓷后盖与 3D 玻璃后盖能否在
未来的市场上站稳脚跟将成为公
司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业绩临拐点
自 2010 年上市以来， 长盈精
密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公
司营收从 2010 年的 4.7 亿元增长
至 84.31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
过 50%。 然而随着市场突现变局，
长盈精密在 2017 年迎 来 业 绩 拐
点。 尽管 2017 年度长盈精密营收
同比增长 37.78%， 但公司归母净
利润却只有 5.7 亿元，与上年度相
比反而减少了 16.49%。 这也是长
盈精密自 2010 年上市以来净利润
首次出现下滑。
长盈精密在 2017 年年报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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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之路不易

2017 年 3 季度》数据显示，该季度
中国互联网招聘市场规模为 16.9
亿元，环比下降 8.7%。 该季度，前程
无忧所占份额依旧第一，为 29.1%；
智联招聘份额第二，为 28.3%，58 赶
集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26.1%。 除去
前三位的其他厂商， 市场份额被进
一步压缩，仅有 16.5%。
从近年营收份额来看， 前程无
忧和智联招聘占据了近六成的份额，
虽然作为分类信息网站的 58 赶集也
占据了一定份额，但是其主要用户为
学历较低或都市蓝领人群。
易观分析， 未来招聘发展可能
更注重行业深度。 近年来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迅速， 市场对互联网人才
需求加大， 传统综合性招聘平台正
是因为覆盖的行业和人群太多，不
可能轻易更改模式和流程。 而拉勾
和 Boss 直聘等互联网垂直招聘企
业顺潮而生， 为互联网从业者提供
了更专业和精确的解决方案， 从而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过， 上述招聘网站人士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随着中国人口
红利逐渐降低， 中高端人才对岗位
的匹配越来越多是跨界的， 不像以
前那样以对口跳槽的情况居多，基
本上是原来行业的垂直流动， 未来
综合招聘网站由于用户量更大、职
位更多，匹配度会更高。 因此，后起
之秀虽然在某一个行业和人群等细
分市场深耕， 但在一定阶段会出现
用户量、企业量和职位天花板，无法
满足人群跨界的需求。 而综合招聘
网站蛋糕已经分割完毕， 与垂直电
商被综合电商吞并一样， 未来垂直
类招聘网站可能与拉勾网的命运一
样，需要抱大腿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