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剑网”行动
4部门打击盗版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版

权局获悉，国家版权局、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等四部门已正式启动

第十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

治理“ 剑网” 行动，即“ 剑网

201 4”专项行动。

与以往相比，此次专项行动

将打击部分网站未经授权大量

转载传统媒体作品，严重侵害权

利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纳入

重点任务之中。

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剑网201 4” 专项行动确定

了四项重点任务，即保护数字版

权、规范网络转载、支持依法维

权和严惩侵权盗版。

根据方案，各有关部门将加

强对新闻网站、音视频网站、文

学网站、游戏网站的监管，严厉

打击未经许可转载、非法传播

他人作品的侵权盗版活动；严

厉打击故意为侵权盗版提供搜

索链接、广告联盟合作、存储空

间以及服务器托管、互联网接

入等违法网络服务行为；重点

规范网络销售平台、移动智能

终端应用软件商店、网络电视

棒、电视机顶盒等网络载体的版

权经营行为。

工信部公布
物联网扶持项目

本报讯 日前，工业和信息

化 部 在 其 官 网 公 布 了 201 4 年

物 联 网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拟 支 持

项目名单，共计1 01 个企业项

目。

据记者了解，“ 物联网发展

专项资金”由财政部、工信部共

同设立，自201 1 年以来累计安排

物联网专项资金1 5亿元，陆续支

持了500多个研发项目。以此简

单计算，平均一个项目300万人

民币。

工信部在6月1 3日曾公布了

《 工业和信息化部201 4 年物联

网工作要点》的通知。其中，对于

201 4年物联网发展重点支持的

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

主要包括推进传感器及芯

片技术、传输、信息处理技术研

发；支持物联网标识体系及关键

技术研发；开展物联网技术典型

应用与验证示范等。

不过，从此次公示的1 01 个

项目具体内容来看，大部分项目

都属于应用和验证示范的范畴。

真正涉及核心技术的芯片、传感

器项目非常少，只有来自南京三

宝科技、上海坤锐电子等的1 2个

项目。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人士认

为，在物联网的核心技术方面，

目前我国只在高频RFID等领域

有一定优势，但是在基础芯片设

计、高端传感器制造等环节依然

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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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专访酷派集团副总裁曹井升

4G手机：在催熟的市场中求发展

“ 经过这两年的快
速发展，中国智能手机
市场已经基本饱和，换
机 市 场 的 时 代 即 将 来
临，这将带来更直接的
竞争，”酷派集团副总裁
曹井升近日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不无感慨地表示。

青年报 王霞

青年报：从目前发展趋势来

看，千元4G手机将是一个趋势。

这对消费者是个好消息，但对于

厂商而言，应该如何平衡成本，

实现利润？

曹井升：其实，我们一直在

按照降价的思路对4G手机进行

布局。比如，最初先推出千元档

的产品，然后推出799元的产品，

再下一步将会推599元的产品。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任何一

种商业模式都会有个平衡点，就

像一个滚动的球，总归会停下

来。价格也是一样，不会一直降

下去。如果降到厂商不赚钱了，

降价就不成立了。

所以谁先找到这个平衡点，

谁就能掌握主动权。具体而言，

就是一部手机的全部硬件成本，

加上各种制造、软件、管理的费

用，总和是否能与售价相匹配。

这其中的关键要素，是企业自身

的效率和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

这种商业模式就如同互联

网带来的冲击一样，当一个人面

对暴雨台风的时候，是没有选择

的，企业也是一样。比如此前的

家电、数码和PC行业，当它们实

际最终维持薄利的时候，才是稳

定的状态。而目前，手机产品还

没有到这个稳定的薄利期，所以

竞争很激烈。

未来，当手机行业基本维持

一个相对偏低的利润、厂商也能

支撑发展时，必然已经经历了洗

牌阶段———留下大鱼，洗掉小

鱼。这时候，留下的“ 大鱼”就可

以在行业中占据稳定地位。在互

联网时代，这种硬件的扁平化的

趋势是必然的，这就要求厂商在

硬件之外锻炼别的能力，比如联

网的能力。

青年报：所以，这其中会牵

涉到一个时间点的问题，产品铺

得太早容易造成成本高，铺的太

晚又会失去竞争机会，作为企业

应该如何寻找这个点？

曹井升：首先，最关键的要

素是整个产品的定义，定义准胜

算就大。所以，如何对产品进行

定义呢？所有人都在对产品提出

要求，包括运营商、消费者还有

厂商本身，那么到底这个产品需

要按照运营商的要求配置一个

500万像素的摄像头和2G内存

呢，还是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配置

800万像素的摄像头和1 G的内

存呢？

最好的定义是，产品的成本要

符合定价，而这个成本下提供的功

能又恰好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也就

是摄像头、内存、CPU、软硬件等有

个组合关系，组合得更好，价格适

中，功能更好，你就赢了。这也是近

几年厂商竞争的关键。

其次，厂商本身的效率要跟

上。综合来讲，就是厂商与上游

供应链和下游消费者的关系，是

否能根据市场状况迅速进行调

整。比如，我有很多群组，包括专

门研究竞争的，研究内部IT系统

的，如果一个群组中的促销员发

现消费者提出的需求他们满足

不了，就可以随时转给管理员，

然后管理员直接分发给负责研

发的部门。这就是效率，事实证

明，在改进产品方面非常有用。

青年报：总体上，近几年智

能手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目

前，国内智能手机的整体空间还

有多大？

曹井升：整体而言，中国的

手机市场是被催熟的。我们回想

一下，2002年、2003年的时候，智

能手机的发展是很慢的。但这3

年的时间，突然从两个多亿变成

5个多亿的销量，市场一下被催

熟了。所以我认为，这两年时间

中国市场基本已经饱和了，接下

去就是换机市场了，这将给厂商

带来更直接的竞争了。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去年，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让出来

很大的市场空间，也都迅速让其

他手机厂商瓜分了。到目前为

止，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实际

上都是同类企业，也就是国内的

其他手机厂商。因为国外的手机

企业现在除了三星和苹果，还有

LG，已所剩无几了。所以接下来

的竞争，将是国内手机厂商的竞

争时代。

不过，尽管中国市场是被催

熟的，但全球的智能手机增长空

间还很大，目前，全球还有两个

“ 洼地”，一个是非洲，一个是亚

太，这两个“ 洼地”拉平了，全球

基本人人有手机了，接下来的竞

争就会更加艰难。

所以，尽管现在国内手机厂

商发展势头强劲，但依旧不能掉

以轻心。一个企业的变革，一定

要在其发展最好的时候。如果等

到发展艰难的时候再来变革，那

将是致命的，一定要未雨绸缪，

随时保持警惕。

Wi Fi 是普通网民高速上网、

节省流量资费的重要方式，虽然

面临一些安全陷阱，但不可能因

噎废食。对此，网络安全工程师

提出了以下五大Wi Fi 安全使用

建议：

第一，谨慎使用公共场合的

Wi Fi 热点。官方机构提供的而且

有验证机制的Wi Fi ，可以找工作

人员确认后连接使用。其他可以

直接连接且不需要验证或密码

的公共Wi Fi 风险较高，背后有可

能是钓鱼陷阱，尽量不使用。

第二，使用公共场合的Wi Fi

热点时，尽量不要进行网络购物

和网银的操作，避免重要的个人

敏感信息遭到泄露，甚至被黑客

银行转账。

第三，养成良好的Wi Fi 使用

习惯。手机会把使用过的Wi Fi 热

点都记录下来，如果Wi Fi 开关处

于打开状态，手机就会不断向周

边进行搜寻，一旦遇到同名的热

点就会自动进行连接，存在被钓

鱼风险。因此当我们进入公共区

域后，尽量不要打开Wi Fi 开关，

或者把Wi Fi 调成锁屏后不再自

动连接，避免在自己不知道的情

况下连接上恶意Wi Fi 。

第四，家里路由器管理后台

的登录账户、密码，不要使用默

认的admi n，可改为字母加数字

的高强度密码；设置的Wi Fi 密码

选择WPA2加密认证方式，相对复

杂的密码可大大提高黑客破解

的难度。

第五，不管在手机端还是电

脑端都应安装安全软件。对于黑

客常用的钓鱼网站等攻击手法，

安全软件可以及时拦截提醒。

户外使用免费WiFi有个人信息被盗风险
网络安全工程师提出五大 WiFi 安全使用建议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