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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罗拉移动全球裁员４０００人

谷歌欲集中力量，
对抗苹果
美国时间８月１３日半夜１２点，摩
托罗拉移动的所有员工，
接到了摩托
罗拉移动“ 将会在全球范围裁员
４０００人”的电邮通知，
此次裁员的比
例，
占到所有摩托罗拉移动员工的两
成。
王霞 文

“ 坦白讲，完成并购交
易之后的摩托罗拉移动，已
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 谷歌在榨干其专利精髓后，裁
员早在意料之中。如果过几天，
业界
传出孟樸加入中芯国际或重 返 高
通，我一点都不会吃惊，
”中国移动
互联网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李易，
在微博上对此评论道。
据了解，
本次谷歌对摩托罗拉移
动裁员的主要层级，
以高层主管和研
发人员为主。
“ 摩托罗拉移动硅谷办
公室的副总裁层级，有４成都接到被
裁的通知，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 在谷歌，一个经理通常负责９
个工程师。而摩托罗拉移动现有的体
制下，一个管理人员只负责４个工程
师。因此，
按照谷歌的风格和配比，
裁
掉部分高层主管是必然的，
”一位分
析师对此表示。据悉，
摩托罗拉移动
全球约４０％的副总裁将受到波及。
与此同时，此次谷歌对摩托罗
拉移动内部研发人员的缩减幅度也
非常大。
本报获悉，
摩托罗拉移动在南京、
加州圣地亚哥以及巴西圣保罗的研发
部门，
可能会全部被关闭。其中，
南京

所涉及的裁员人数大约４００－５００人，
而
巴西涉裁人员预计会在３００人左右。
目前，摩托罗拉移动中国地区
的裁员行动也已经开始。
据知情人士透露，８月１４日，摩
托罗拉中国公司已经开始找员工谈
话，各部门正在加紧制订裁员方案。
在中国地区，销售和市场部分为裁
员
“ 重灾区”。据悉，销售体系将至
少裁员一半。

》短讯
中国联通推十款合约
终端助力奥运营销
近期，中国联通借势奥运，推出
１０款合约终端机型，覆盖了１０００元
－５０００元的价格区间，以高清大屏等
卖点突出性价比。为满足奥运期间
快速增长的手机电视业务需求，此次
新推出的合约终端中，既有支持３Ｇ
ＨＳＰＡ＋网络的华为Ｐ１手机，为用户
提供高达２１Ｍ网速的畅快体验；也有
４．８寸高清炫丽屏的三星ＧＴ－Ｉ９３００，
其独特的画中画功能，
在目前的手机
市场独树一帜。
据悉，
本次推出的合约机中，
包括
４款热门国际品牌机型：
５３９９元的三星
ＧＴ－ｉ９３００ 、
３５９９元的诺基亚ＬＵＭＩＡ
８００、
２６９９元的ＨＴＣ新渴望以及１１９９
元的Ｍｏ－ｔｏＸＴ３９０，覆盖了各个价格
区间。此外，
还包括多款千元智能机，
如酷派７２６０、酷派７０１９和中兴Ｖ７８８Ｄ
等与中国联通的高速３Ｇ网络结合，
加
上手机电视、
手机报、
沃友、沃门户等
丰富的３Ｇ应用，
能为普通大众用户提
供良好的３Ｇ体验。
王霞

此次谷歌大幅裁员，或
许是正确的选择。
“ 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之后，
其
高层一再重申，将会对公司进行结构
与业务重整。因此，
原摩托罗拉移动的
员工已经对裁员有了心理准备，此次
裁员并不算太意外。
”一位摩托罗拉移
动的工程师面对这场变动表示。
由于 移 动 领 域 科 技 进 步 非 常
快，因此竞争相当激烈。移动行业的
企业要跟上消费者的喜好并 不 容
易。目前，摩托罗拉在全球范围内一
年的预定目标，是要推出２７款手机，
所需要耗费的资源非常庞大，在管
理上也很不容易。
因此，这位在摩托罗拉移动工
作了４年的工程师坦言，此次谷歌大
幅裁员，
“ 或许是正确的选择”。
他还表示，现在谷歌正仿效苹
果，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到几款明星
商品上，
“ 未来在移动端的操作系统
上，应该是苹果与谷歌两大巨头之
斗，而在硬件上，则应该是三星与
ＨＴＣ的战场。”

汇暻举办
首届桌游嘉年华

洋品牌
“ 下沉” 国产千元智能机面临考验
一直以来，国内智能手机市场
都是
“ 洋品牌占据高端品类，国产
品牌稳坐千元阵营”的局面。不过，
随着国际化的洋品牌逐渐将重心转
移至中低端智能机，这种局面很可
能将被打破。
近日，继摩托罗拉和ＨＴＣ之
后，索尼亦推出了
“ 千元智能机”，
并计划投向中国市场。但具体投放
时间仍未确定。
早在今年上半年，ＨＴＣ便率先
推出其
“ 千元智能机”——
—Ｖ系列。
据了解，尽管价格接近２０００元，但
ＨＴＣ Ｖ系列三款机型在国内均有
不俗的销量，某些单店高峰期的销
量，
甚至可达５０台左右。
此外，
摩托罗拉也是较早将智能
机产品线售价，
下沉到千元左右的品

牌。今年４月份，
摩托罗拉推出其
“ 千
元智能机”ＸＴ３９０，
裸机售价１２９９元。
并购爱立信之后，索尼也开始
瞄准
“ 能够大幅拉动出货量”的中
低端手机，即千元智能机市场。据
悉，通常价位在１５００元以上的索尼，
此次推出的千元智能机的售价在千
元左右，型号为Ｘｐｅｒｉａ Ｔｉｐｏ，采用
Ａｎｄｒｏｉｄ ４．０操作系统。该机将率先
在海外市场上市。
不过，
就品牌下沉的历史来看，
唯
一获得成功的，只有三星电子。２００８
年，三星借北京奥运市场需求增大的
机会，大量推出低端走量机型。而同
时，
凭借上游产业链自产的优势，
三星
仍然能维持住旗舰产品的售价。
据行业内部人士透露，诺基亚
也在尝试走品牌
“ 下沉”的道路。显

到近１３００元，ＨＴＣ的Ｖ系列更是接
然，洋品牌的这些举动，给一直盘踞
近２０００元。”一位不愿具名的国产
国内千元智能机市场的国产手机品
千元智能机主力供应商品牌负责
牌，带来了不小压力。
人表示，同样的配置下，国产千元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仅中国联
智能机仍然有很大的价格优势。
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售出
尽管如此，战国策首席分析师
１１００万台千元智能机。看来，光明的
杨群仍旧提醒道，
“ 国产千元智能
前景是令众多洋品牌
“ 下沉”的主
机商确实需要警惕起来，毕竟价格
要原因。
优势不是必然的。”
“ 同样价位，同样配置，再加上
例如，如果一名消费者原本就
同样的操作系统，这种情况下，消费
者大都会选择国际化品牌的产品。 准备了２０００元购买千元智能机，此
时，１０００元的国产智能机反而没有
这一点，
在与ＨＴＣ新渴望Ｖ系列较量
２０００元的国际化品牌产品有竞 争
时，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深圳一家
大型手机制造商市场负责人担忧道。 力。如果再加上运营商话费补贴，
不过，并非所有的国产手机品 “ 洋品牌”价格更高的同时，也意味
着能获得更多的补贴。
“ 这样一来，
牌都容易服输。
消费者的购买
‘ 天平’，更有可能倾
“ 我们不怕竞争，毕竟说到千
向于后者。”杨群说。
元智能机，摩托罗拉的ＸＴ９３０要卖
王霞

国双科技推出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
实现在线营销效果溯源
８月１６日，在线业务优化产品和
—国双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提供商——
在上海召开华东区客户会，宣布推
出基于营销前瞻理念“ 归因模型”
研发的用户长期行为跟踪分析和在
线营销度量分析系统——
—Ｇｒｉｄｓｕｍ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该产品的推
出，将帮助广告主通过海量数据分
析量化用户行为，实现精准营销，提
高投资回报。
国双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祁国晟表示：
“ Ｇｒｉｄｓｕｍ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将转化值以多
ｔｉｏｎ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 是 把 营 销 前 瞻 理 行为和各种转化数据，
客观地为各个来源渠道
念——
—
‘ 归 因 模 型（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种算法归因，
从宏观上对行为数据进行汇总
Ｍｏｄｅｌ）’ 率先产品化的一项成就， 评分，
和ＯＬＡＰ多维度自由剖析，从微观上
配合国双Ｇｒｉｄｓｕｍ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系列数
查看单个用户每次访问的每一个行
据挖掘和量化分析技术，国双能够
为。广告主可以跨网站跨媒体评价
为广告主提供从Ｗｅｂ到移动端，从
广告效果，
并通过对用户长期行为数
网站分析到ＡＰＰ分析，从视频分析
据的分析来进行在线业务优化。
到关键词竞价排名的丰富的数字营
“ 归因模型”
（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
销工具，并帮助广告主实现在线营
ｅｌ）是针对目前全球网页、搜索引擎
销效果溯源。”
据 悉 ，
Ｇｒｉｄｓｕｍ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以及电子商务领域出现海量数据的
现状，提出的新一代数据分析和数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能够追溯用户数年的访问

据挖掘的理念，其核心价值是帮助
寻找
“ 谁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更
全面的视角，帮助修正了以往营销
产品有失公平性的缺陷。
据介绍，
国双科技是领先的在线
业务优化产品与服务提供商、
国际搜
索引擎营销专家组织中国大陆的核
心企业会员。目前，
国双科技拥有６大
产品系列： Ｗｅｂ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 ＳＥＭ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
Ｖｉｄｅｏ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以及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ｓｅｃｔｏｒ。
姜卓

８月，位于瞿溪路９８８号的汇暻生
活广场举办“ 汇暻杯第一届桌游嘉
年华” 和“ 汇暻杯三国杀王者争霸
赛”。
据悉，此次
“ 汇暻杯第一届桌游
嘉年华” 特别联合ＹＯＫＡ官方总代
理、ＩＥＢＧ
（ 中国桌游展）、以及近２０
家主流桌游企业。活动从８月１１日开
始至９月２日，
每逢工作日下午１６点至
晚上２１点、
双休日上午１０点至晚上２１
点开展，每周末更有
“ 汇暻杯三国杀
王者争霸赛”，欢迎各路桌游爱好者
前来参与、切磋技艺。在此期间，每
周都会有精彩赛事上演，
活动期间也
可以购买到大量的新品游戏，
三国杀
国战、暗月马戏团、龙翼编年史等热
门游戏比赛也会一一登场，
届时活动
丰富多彩，其中，
“ 汇暻杯三国杀王
者争霸赛”中角逐
“ 王者”更有万元
现金大奖。活动将以开放式活动区的
形式与到场的观众互动。
姜卓

三星ＷＣＧ２０１２
上海赛区落幕
近日， 三星ＷＣＧ２０１２上海赛区
落下帷幕。赛前被看好的ｔｙｌｏｏ战队在
反恐精英ＯＬ项目中顺利晋级。而曾
在ＮＳＬ星际２项目上取得优异成绩的
ＬＯＶＥＴＴ，却遗憾落败未能出线。相
反，
其解说ＳＹＣ却杀入上海区总决赛
强势夺冠。与此同时，
去年ＷＣＧ星际
争霸２项 目 的 上 海 区 出 线 代 表 ＷＥ
ＬＯＮＥＲ今年参加了ＮＳＬ的比赛，强
势夺冠并获得直接晋级ＷＣＧ中国区
总决赛资格，
而小组赛中夺冠呼声很
高的ＬＯＶＥＴＴ，
却未能展现实力，
４强
决战时面对知名解说ＳＹＣ，被对手零
封出局。实力强劲的Ｔｙｌｏｏ战队在今
年的新项目
“ 反恐精英ＯＬ”项目中
表现惊艳，以１００％的胜率夺得冠军
晋级中国区总决赛。今年恰逢魔兽１０
年，
众多魔兽爱好者来到上海分赛区
为自己心爱的游戏加油打气。 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