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腾大战”再起硝烟
飞书一周两次“控诉”微信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关于重庆市环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单位：万元（基准日：2020年8月21日）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2月13日。

联系人：覃先生、田女士 联系电话：023-63700330、023-63700191
通讯地址：渝中区邹容路131号世贸大厦50层 邮编：40001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23-6370023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重庆]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23-67982559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电话：023-637116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

重庆市环保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依山园林绿化
有限公司

重庆海傲实业有限
公司

本金余额

4803.47

1349.28

1349.35

7,502.10

结欠利息

5,604.31

1188.64

1140.63

7,933.58

垫付费用

77.57

20.03

20.13

117.73

本息合计

10,485.35

2,557.95

2,510.11

15,553.41

主担保方式

保证+抵质
押

保证

保证

抵质押物详情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兴盛大道33号
12609.9㎡的商业房产抵押担保及项下租

金作质押担保

重庆蓝洋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蓝洋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已进入执行阶段，债务人维
持经营

已经过诉讼阶段终结当次执
行，债务人停止经营

已经过诉讼阶段终结当次执
行，债务人停止经营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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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日日，，飞书通过官方账号针对飞书通过官方账号针对““飞书系列产品遭遇腾飞书系列产品遭遇腾
讯微信不合理限制讯微信不合理限制””一事发文一事发文。。飞书称飞书称，，最近最近，，通过部分通过部分
媒体关注到了飞书遭遇腾讯微信不合理限制的事实媒体关注到了飞书遭遇腾讯微信不合理限制的事实。。截截
至目前至目前，，腾讯微信一直未回应为何无理由封禁飞书腾讯微信一直未回应为何无理由封禁飞书。。飞飞
书曾尝试多次联系微信人工客服书曾尝试多次联系微信人工客服，，但未果但未果。。

而就在几天前的而就在几天前的11月月77日日，，字节跳动副总裁谢欣就炮轰字节跳动副总裁谢欣就炮轰
微信无理由封禁和限制了多款飞书小程序微信无理由封禁和限制了多款飞书小程序，，并对腾讯依赖并对腾讯依赖
垄断地位封杀飞书伤及企业用户体验的做法表示不认可垄断地位封杀飞书伤及企业用户体验的做法表示不认可。。

11日，飞书官方账号发文称，最近部
分媒体关注到了飞书遭遇腾讯微信不合
理限制的事实。截至目前，腾讯微信一
直未回应为何无理由封禁飞书，我们曾
尝试多次联系微信人工客服，发现根本
无法联系上。

此外，有网友反馈，在腾讯新闻APP
内，相关媒体报道的分享转发按钮彻底
消失了。而在腾讯新闻内搜索“腾讯封
禁飞书”，其资讯页搜索结果不会出现相
关新闻报道。飞书希望腾讯新闻作为一
个新闻平台，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地呈
现报道，停止干预舆论传播秩序。

几天前，字节跳动副总裁谢欣也就此
事炮轰微信。1月7日下午，谢欣发文称，
微信开放平台无理由封禁和限制了多款
飞书小程序，包括“飞书”、“飞书会议”和

“飞书文档”等。谢欣称，由于微信开放平
台的不开放，“飞书文档”微信小程序已经
在审核流程上被卡将近两个月了。在这
个过程中，腾讯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和理
由，只是说“此应用在安全审核中”。

谢欣还介绍，从 2020 年初，飞书宣
布为中小企业提供三年免费服务以来，
腾讯微信就开始无理由地全面封杀飞
书。“我们尊重腾讯在社交领域拥有的绝
对市场地位和影响力，但对于‘微信开放
平台针对飞书不开放’，并且依赖垄断地
位封杀飞书伤及企业用户体验的做法不
认可。”对于飞书的两次喊话，腾讯方面
到目前还没有官方回应。

天眼查资料显示，飞书成立于2016年，
2018年2月27日，字节跳动收购了飞书，飞
书属性上类似“钉钉”和“企业微信”等。

飞书“控诉”遭微信不合理限制

记者观察到，双方的交锋始于2018
年。当年的6月1日，腾讯公告显示，已
将“今日头条”、“抖音”运营者北京字节
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微播视界科技
有限公司起诉至法院，理由是后者涉嫌
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对腾讯声誉造成严
重影响。同时还宣布暂停与上述两公司
的合作。同一时间，字节跳动也以相同
的缘由，将腾讯诉之于法庭。

在腾讯主要业务之一的游戏领域，
字节跳动也在 2018 年布局，并于当年
6～7月，分别在今日头条、抖音上线了
游戏账号。

2019年7月，腾讯以著作权权属、侵
权纠纷为由，将头条系告上广州知识产

权法院，申请头条旗下的西瓜视频停止
以直播方式传播《穿越火线》游戏的内
容。接下来半年，腾讯连续申请了 7项
针对字节跳动系产品的游戏直播禁令。
最终法院认定，西瓜视频停止以直播方
式传播《王者荣耀》的游戏内容。

字节跳动继续深入游戏领域。2020
年，字节跳动不仅成立了单独的游戏部
门，还由原战略部高管严授负责重度游戏
业务，并在1个月后获得了第一个游戏版
号。在2020年之前，字节跳动还通过并
购的方式,买入了三家游戏开发公司。

目前，字节跳动和腾讯已在短视频、
社交、游戏等多个领域“交火”，可谓硝烟
四起。

“头腾大战”延伸至多个领域

巨头打架，其实最受影响的还是用
户。有用户表示，当用飞书发起一个视
频会议，会议邀请却无法通过微信分享
给同事，“受影响的还是我们用户呀”。

还有网友表示，希望下次面对竞争
时，我们能看到两个巨头能“光明磊落”
面对彼此，而不是通过私底下的“强制安
装”小动作，或者封杀对方，让用户不得
不“二选一”。这样的相互竞争，没有体
现互联网的“开放精神”，也并未给用户
带来利益。

商报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网友

对此事的评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
挺飞书，一派挺腾讯。

微博上，“字节跳动称腾讯封禁飞书
系列产品”这一话题阅读量已上亿。有
网友认为，腾讯有自己的审核流程、评判
规则，字节跳动想上线小程序，要遵从平
台的标准。

参与讨论的网友还表示，微信作为
一个开放平台，其实是没有权利拒绝和
封禁其他产品的，但如果因为第三方是
腾讯的竞争对手，就对其封杀，不让其通
过小程序拿到流量，则已经涉嫌垄断。

两巨头打架 用户最遭殃

2020年11月10日，为预防和制止平
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引导平台经济领域
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促进线上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关
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
稿）》，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此背景下，字节跳动和腾讯的纷
争更加引人关注。“腾讯和字节跳动存
在业务竞争关系，腾讯微信通过技术手
段屏蔽飞书链接的做法是否涉嫌垄断，
主要取决于几个方面。”北京斐石律师
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周照峰对商报记者
表示。据悉，周照峰是最早展开中国反
垄断法研究和实务的中国律师之一。
他指出，如果要起诉腾讯此举是商业垄
断，有难度。

周照峰说，我国《反垄断法》对市场
支配地位推定制度及其适用原则作了
规定。该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个经营者在相关
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两
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
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个经营者在相关
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
的。而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是指经
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
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
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
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只有认定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才能认定涉案行为是否属于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的行为。在此之前，首先需要界
定相关市场，包括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
地域市场。”周照峰补充说，如果微信在
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则其屏蔽
飞书的做法属于拒绝交易。然后，还需
要判断此举是否有正当理由，只有没有
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才属于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的违法行为。

微信恐涉嫌商业垄断？

一家A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被投毒不
幸逝世，巨额遗产引起争夺。1月 11日晚间，
游族网络（002174）发布公告表示，林奇的股份
将由其三个未成年子女继承，公司实控人将变
更为三个子女的母亲新加坡籍的XU FEN-
FEN（中文名：许芬芬）。有公开报道称，许芬
芬系林奇前妻。

1月12日，微博ID名为“糖醋个里脊啦”的
博主发文质问游族网络，称林奇与其姐姐育有
一子，要求维护孩子的合法继承权。该博主晒
出孩子的出生证，以及一份上海创远律师事务
所致游族网络公司的律师函。

商报记者独家获悉，同样作为第一顺序继
承人，林奇的父母已经放弃继承属于自己的这
笔市值达12亿元的遗产，而留给孙辈继承。

实际控制人变为新加坡籍女士

根据公告，2020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原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奇不幸逝世。林奇生前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970.2005万股，所持股份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23.99%。上述遗产由其
未成年子女林小溪、林芮璟及林漓三人共同继
承，女儿林小溪、林芮璟各继承其中的73,234,
002股，儿子林漓继承其中的73,234,001股；
许芬芬是林小溪、林芮璟及林漓三人的母亲、
法定监护人。

游族网络表示，此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林小溪、林芮璟和林漓作为一致行动
人，共同持有占公司总股本23.99%的股权。许
芬芬是其未成年子女林小溪、林芮璟和林漓的
母亲，林小溪、林芮璟和林漓持有的公司股份
的股东权益，统一由其法定监护人许芬芬行
使。因此，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无控股

股东，许芬芬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据了解，许芬芬系新加坡籍人士，目前担

任YOUZU(SINGAPORE)PTE.LTD.董事，该公
司为游族网络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在新加坡，
主营业务为互联网游戏的研发和发行。有报
道称，许芬芬为林奇前妻。

林奇父母放弃市值12亿多元A股

依据上海市浦东公证处于2021年 1月 9
日出具的（2021）沪浦证字第111号《公证书》
确认：林奇持有的游族网络股票由其子女林
小溪、林芮璟、林漓三人继承，其余继承人均
自愿表示放弃继承权。这意味着，同样作为
第一顺序继承人，林奇的父母已经放弃继承
这笔巨额A股遗产。

1 月 12 日，截至记者发稿，游族股价
13.93 元/股，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3.87%，折
合最新市值127.6亿元。照此初步测算，三个
子女继承的股权价值约为30.6亿元。

按照法律规定，这笔巨额A股遗产可以
五等分，给第一顺序五名继承人（包括林奇父
母），即每份4394.0401万股，每份市值约6.12
亿元。而按照该公证书，林奇的父母放弃了
这笔合计市值约12.24亿元的A股遗产，而由
两位孙女、一个孙子继承。

传言林奇还有一个小儿子

1 月 12日，有人在微博上曝出林奇还另
外有一个小儿子，并晒出了孩子的出生证明
和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曹锦彭律师函，要求
其成为林奇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微博ID为“糖醋个里脊啦”的博主称，林奇
与她的姐姐孕育一子，还依法给孩子办理了医
学证明，原计划在疫情结束后再办理登记结

婚，谁知出现意外。“糖醋个里脊啦”在帖子中三
度质问游族网络，并恳请警方深入调查。

从“糖醋个里脊啦”晒出的出生证明中可
以看到，孩子的姓名叫林正清，性别男，出生地
点为上海市徐汇区，其母亲 31 岁，父亲为林
奇，年龄38岁。此外，这份委托人为林正清的
律师函中提到，要求游族网络维护林正清的合
法权益，切实保证林正清与林奇的其他第一顺

位继承人享有同等知情权与参与权。律师函
还要求游族网络与各方积极协调，尽快推进委
托人与林奇的亲子鉴定。

“糖醋个里脊啦”还告诉媒体，自己的姐姐
也有自己的工作，目前并不是全职在带林奇的
这个孩子。据悉，这份律师函是受林正清的监
护人委托起草的，并于1月 7日发送给了游族
网络公司。

游族网络董事长父母放弃继承12亿市值A股 前妻成实控人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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