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6 市场消费·业界 2015年7月10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吴炜 美术编辑黄颂平

联系我们 qnbzkb@163.com

青年报：如今，手机行业

“互联网+”概念正浓，不久前乐

视入股酷派更是引发高度关注

度，您如何看待此次“软硬联

手”的意义？

周明毅：此次引入乐视战
略投资，大致有以下几方面考
虑。

首先，在如今“互联网+”浪
潮的冲击下，作为传统手机厂
商，酷派一直对拥抱移动互联
网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而对外
开放共享和引入战略投资者也
是我们今年的核心战略之一，
为此，今年也将有更多动作。

其次，从业务层面而言，联
手可以弥补双方各自短板。酷
派需要内容和流量，弥补自己
在营销和品牌方面的短板，而
乐视则需要借助酷派在供应
链、研发、硬件和专利等资源优
势，弥补其在终端方面的不足；
另外，目前产业链资源整合的
需求，也是促使双方联手的重
要背景因素。

青年报：在拥抱移动互联

网的过程中，转型的关键要素

大致有哪些？

周明毅：战略层面，除开放
共享引入战略资本外，我们认
为，未来加深与运营商智能管
道的合作、实现渠道生态系统
共赢，并以互联网共享理念打
造合伙人机制等，亦是需要着
重建设的部分。

本次会议期间，酷派中国
区主动变革，首度提出“C+战
略”，即“CA lead+”的精品策
略、“Channel+”的渠道深耕战
略、“Control+”的精益操盘战
略、“Customer+”的品牌重塑战
略以及“Copartner+”的合伙人
机制，以打造全新的产业生态
链。

例如，根据精品策略，未来
将逐渐减少产品型号，重点打
造锋尚系列和铂顿系列；渠道
方面将进一步下沉，并更多依

托社会公开渠道；同时，通过精
准的计划管理，适当的产品流
速和严格的价格管控等措施，
达到产品与渠道的双赢，是谓

“精益操盘”。
其中，品牌重塑也是重点

努力的方向之一，主要包括从
B2B模式向B2B2C模式的演变，
以用户体验为主，同时投入巨
额费用进行品牌塑造，新VI、品
牌定位等。

另外，新战略中还包括“以
互联网共享理念打造合伙人”
机制，即对内鼓励骨干员工加
入酷派创业，对外，则通过众筹
等形式招募年轻创业者、有资
源有人脉的人群，以及有情怀
的成功人士共同创业，

青年报：您提到，未来战略

中将以用户体验为中心，该目

标在产品中将如何细化并实

现？

周明毅：实际上，我们的定
位一直很清晰——主打年轻人
市场和商务市场，以运营商渠
道和社会渠道为主，后期将涉
足电商渠道，酷派中国区和酷
派海外区作为两个团队，相互
独立运作。

在建设产品品牌方面，我
们将分为锋尚和铂顿两大系
列，前者更年轻时尚，后者则

偏重高端商务机，强调在安
全 私 密 和 稳 定 性 方 面 的 功
能。此外，在产品各细节功
能的设计上，此次系列新品
也颇多精进。

例如，锋尚Pro全网通采用
酷派专属多空间技术，用户在
同一手机上可以定义浪漫空
间、亲子空间、办公空间、亲密
空间、理财空间等个性化空间，
并在这些空间中自由穿梭，而
存储、应用、视频等内容和界面
均可通过多空间技术独立存
在，不会互相交叉，且不同空间
中的应用在账号、内容、界面上
也均有唯一性和独立性。

其中，加入指纹识别技术
后，该产品可支持指纹支付。
用户在下载支付宝客户端后设
置指纹识别支付的功能，系统
会提示安装支付安全控件，安
装成功后便可通过指纹识别来
买东西。这种多空间技术的应
用，能让用户体验不同的生活
模式和工作模式，提升使用感
受。

在从B2B向B2B2C转变、转
型做消费者品牌的过程中，追
求用户极致体验一直是不变的
标准，这也是促使我们抛弃过
去机“海战术”策略，转而聚焦
精品策略的强大原动力。

本报讯 时隔两月，工信部
重提今年宽带提速降费关键目
标，给用户带来更多期待。在近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中
国宽带慢不慢”“提速到底难在
哪”“降费能不能快点”等市场普
遍关心的话题，有关政府部门官
员、专家学者也给予了积极回应。

对于运营商的提速降费方
案不能立竿见影，工信部信息通
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因为企
业要有一个准备期，比如更改计
费设备，调整网络体系，完善宣
传方案、营销措施等等。更重要
的是，宽带降费面临3大难处，
即市场供给不足、企业自身经营
压力很大、价格要靠市场竞争推
动形成。

要想降低宽带单位成本，一
靠技术升级，二靠提高网络覆盖
率，从而增加宽带用户规模，让
规模效应显现。但我国宽带网
络正处于快速建设期，投入巨
大，产出有限。“目前我国4G基
站为133万个，但仍远远不够。
要建4G基站，要把铜线改成光
纤，升级网络等，都需要投资、时
间。”闻库说。

青年报专访酷派副总裁周明毅

摒弃“机海战术”聚焦终端精品
随着智能手机所承载的网络功能日益增多，业内对“互联网基因”的关注度也正在加重。
在拥抱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手机厂商也正努力思考。“战略上，我们希望努力从B2B转向

B2B2C，转型做消费者品牌，追求用户极致体验，抛弃过去机海战术策略，聚焦精品策略。”近日，酷派副
总裁周明毅在“天翼终端交易博览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将“动作频繁”，积极向移动互联网转
型，并以“C+战略”打造全新产业生态链。 青年报 姜卓

近日，魅族科技（MEIZU）

正式发布“魅族 MX5”智能手

机、魅族移动电源（快充版）。

“魅族 MX5”定价 1799 元起，于

6 月 30 日 19：30 开始在魅族官

网在线商店、全国魅族专卖店、

魅族天猫官方旗舰店、京东商

城和苏宁易购等多个渠道同步

开启预约，7月5日正式上市。

魅族科技总裁白永祥表

示，这款产品代表了精湛的手

机制造工艺，将给消费者带来

更好的用户体验。

据介绍，魅族 MX5 采用全

金属机身，配备了一块5.5英寸

1080P 屏幕，沿用专业的索尼

2070 万像素顶级 CMOS，采用

新一代64位真八核处理器He-

lio X10Turbo。魅族 MX5 使用

全新升级的“mTouch 2.0”，升

级了指纹识别传感器，整个解

锁过程仅需0.48秒。基于业界

标杆 TrusTonic 的 TEE 安全环

境，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

“mTouch 2.0”不但打通了Fly-

me 自有的账户支付体系，而且

已接入国内最大的支付平台

“支付宝钱包”，现在可直接使

用“mTouch 2.0”加密的“mPay”

支付生态，无需多次输入密码。

魅族MX5配备了快充技术

mCharge，在特定充电器帮助

下，mCharge 快充技术可以在

10分钟内充满电池电量的25%，

40分钟充满60%。

魅族 MX5 支持移动 4G 和

联 通 4G，拥 有 16G、32G 以 及

64G三个容量版本，售价分别为

1799 元、1999 元以及 2399 元。

机身颜色拥有灰色、银白、银黑

和金色可选。

青年报 姜卓

■资讯

移动转售业务
明年向民资开放

本报讯 近日，央视曝光一
个名为“寄生兽”的安卓手机漏
洞。据了解，利用该漏洞，不法
分子可以通过手机APP在安卓
用户的手机中植入木马，盗取用
户网银、微信支付等账号密码信
息。另据有关专家表示，由于该
漏洞属于“通杀型”，因此可能会
影响到超过90%的手机应用，实
在必须小心提防。

在这些应用中，不法分子可
以利用该漏洞将病毒压缩打包、伪
装成图片进行传输，一旦接收者打
开了这种含毒图片，手机中就会被
植入木马，进而被窃取短信、照片
甚至是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

安卓手机现
“通杀型”安全漏洞

[相关链接]

魅族MX5
发布售价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信息
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对热议的

“国内漫游零成本仍收费”做出
回应：目前在研究探索取消漫游
费、流量不清零的可能性，具体
怎么定以运营企业推出的方案
为准。许多运营商的3G、4G计
费标准中已经没有长途、漫游的
区分，未来“长市漫一体”将占到
主流。

日前，三大运营商相继下调

了国际漫游资费，对国内漫游费
却没有调整动作，而有行业专家
称目前国内漫游已经是“零成本”。

闻库还说，从去年开始，工
信部已将资费决定权交给企业，
工信部将研究可行性，并不断跟
运营商进行交流和推动，流量不
清零、国内漫游费取消等社会期
盼，何时成为现实，最终决定权
在于运营企业。

对此，有专家表示，国内漫

游费成本很低，取消不存在技术
难题。相关数据显示，若实施，
我国至少有6亿电信用户将因
此受益。

付亮则向环球网科技表示，
通信网络的特点，如不考虑跨网
结算，网络负荷较低时，语音、短
信边际成本几乎都为零。运营
一个通信网，最大的成本是维持
网络正常运作的网络建设费、电
费、员工工资等，这些成本如何

摊销，就是运营商资费设计的问
题。本地、长途、漫游等之间摊
销只是手段。

分析人士表示，国内漫游费
能否取消、何时取消，已成为衡量

“提速降费”改革的一个重点问
题。当务之急是要积极创造条
件、努力克服困难，使取消国内漫
游费快马加鞭大力“提速”，尽快
从慢条斯理“研究探索”的务虚阶
段，进入动真格的实战阶段。

手机国内漫游费目前已是“零成本”
工信部目前正在探索取消漫游费的可能性

本报讯 王霞 近日，第11
届中国国际铝工业暨上海国际工
业材料展览会在沪开幕。据悉，
本届展会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
专业观众等方面均呈现全速增长
态势，积极倡导节能环保理念，聚
焦世界范围内铝材料的新性能、
新技术、新趋势及新应用，并现场
开设铝制汽车零配件、铝材深加
工产品、铝包装3大专区。励展
博览集团大中华区助理副总裁张
岚表示，“本届展会重点关注最新
的核心应用领域和趋势，聚焦行
业技术与产品创新，所以我们首
次推出创新产品评选，希望以此
来激发行业创新动力。”

国际铝工业
展览会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