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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基础硬件升级 电竞业持续增长

“电竞业持续增长”空间巨大
2017中食展
下月启动

本报获悉，第18届中国国
际 食 品 和 饮 料 展 览 会（SIAL
China）将于 5 月在沪举行。近
日，展会组委会在沪向与展商、
观众、合作伙伴及业内人士分享
最新信息。

据悉，2017中食展展示面
积将达149500平方米，启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13个展馆，
预计展商将达3200家。原有的
主题馆将进一步升级为全新的
6大主题馆，包括酒及高端饮品
馆、综合进口食品馆、休闲食品
馆、绿色农业馆、餐饮供应链馆
及冷链及物流馆。“本届展会不
仅在展品范围上更佳全面，还将
与食品上下游产业相互关联，形
成供应链，使中食展逐步发展成
为一个贯穿食品行业全产业链
的食品商务平台。”展会负责人
表示。 青年报 王霞

《2016年智能
手机微报告》发布

4月17日，微博与赛诺联合
发布《2016 年智能手机微报
告》，基于对2016年微博用户活
跃行为数据的定量分析，深度反
映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格局的变
化。报告显示，华为、OPPO、vi-
vo3大国产品牌已形成“三足鼎
立”的新格局，共占据活跃存量
设备份额的34%，超过其他安卓
品牌总和，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
了苹果在国内市场的“去刚需
化”进程。截至2016年底，微博
月活跃用户数突破已 3 亿至
3.13亿，移动端占比高达90%，
通过微博移动端的数据分析，可
以直接反映手机品牌市场表
现。此前，微博早已成为手机厂
商首选营销阵地和扩大品牌影
响力的重要途径，随着微博数据
进一步被挖掘，将为手机厂商的
品牌营销乃至产品研发提供更
加丰富和有效的参考。

青年报 王霞

沪江语博会
启动线下嘉年华

近日，沪江网校语博会在上
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举办“十
二国游园会”。作为第7届沪江
语博会全新主题“带你看世界”
的线下活动之一，本次游园会囊
括多国主题展位、异域特色Co-
ser及丰富多彩的趣味游戏，吸
引到众多语言爱好者和中外学
生。“通过嘉年华的形式，希望用
户们可以更加真实地领略语言
的魅力。”沪江网校相关负责人
表示。截至目前，沪江语博会已
成功举办6届，旨在“通过丰富
多样的线上线下活动为语言爱
好者提供超大规模的语言学习
盛宴。” 青年报 王霞

游戏，如今已成为大多数人生活娱乐的日常。电竞作为其中的“高阶”品类，也随着基础硬件的升
级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

“中国目前拥有非常庞大的游戏市场，而其中大约有30%与电竞相关。”近日，英特尔中国业务董事
总经理王稚聪在英特尔大师挑战赛（IMC）启动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职业电竞和计算技术的高
度融合，希望能够为更多普通游戏玩家打造专业的战斗平台，助其从业余走向半职业。” 青年报 王霞

“过去，如果你问孩子今天
怎么样？孩子会说我今天得了
几个小红花，得到了老师的好
评之类。而今天，你再问孩子
这个问题，孩子可能就会说：你
去看我的博客。这表明，我们
面对的消费者正在发生变化，
产生了‘数字原生代’。”近日，
英特尔大师挑战赛（IMC）在沪启
动，IDC中国区助理副总裁王吉
平在对当前国内游戏产业趋势
进行解读时表示，随着全民数
字化普及，游戏业正出现“消费
逆袭”。

2016年，国内游戏产业总
产值为320亿美金，相当于整个

PC 产业的量级，居全球第一；
2017年，国内游戏玩家整体达
到5.8亿，预计2020年玩家将达
7.2亿。“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消
费者平均花费在游戏上的时间
为32分钟。”

英特尔中国业务董事总经
理王稚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由于消费升级的驱动，国内正
产生大量的年轻游戏粉丝，但
正规顶级的比赛体系在中国仍
旧较少，“希望IEM的专业态度
能为更多普通游戏玩家打造专
业的战斗平台。希望通过这样
的平台以及赛事的运作，圆普
通玩家的电竞追梦，以及对未

来从业余走向半职业的道路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2017英特尔大师挑
战赛选择了国内最热门的3款
游戏——《英雄联盟》、《DOTA2》
《炉石传说》作为比赛项目，并
将在全国7座大城市巡回举办
分站赛，比赛奖池高达百万元。

与此同时，近年来PC网络
游戏由于自身画质体验的提
升，对于硬件性能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慢、卡、顿是亟需100%
避免的问题，趋向专业化的设
备需求已经成为电竞游戏行业
最根本的诉求。

据悉，目前包括英特尔极限

大师赛（IEM）、IMC等在内的各项
专业电竞赛事，所选用的设备首
选 酷 睿 i7 平 台 ，以 酷 睿 i7-
7700K处理器为首的高性能处理
器不仅能够为基于其打造的电
竞PC提供流畅、稳定、可靠的性
能支持，同时能够提供超乎想象
的4K游戏、VR游戏体验，以及高
动态范围（HDR）质量视频回放、
实时广播能力和终极大型任务
处理能力，既能够为专业电竞选
手、爱好者提供流畅、舒适的游
戏体验，又能够满足玩家、赛事
转播平台的流畅直播需求，从底
层硬件层面为电竞产业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

青年报 姜卓

近日，创维在主题为“Wow，
paper！”的新品发布会中，重磅
推出具有未来电视形态的Wall-
paper电视。

据创维负责人介绍，paper
直译为“纸”，寓意Wallpaper电
视正是如纸般轻薄。创维用时
尚潮流而国际化的表达，印证
Wallpaper电视不仅是高端电视
新的潮流，也是全人类对未来
电视的期待。

创维集团CEO刘棠枝在现
场表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
速发展，加之中产阶级的崛起，
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面对市场的改变，创
维一直用积极的态度加速产品
的更新换代，用充满活力的新
产品来满足消费者日新月异的
消费需求，Wallpaper 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相信Wall-
paper的出现，将给整个消费市

场带来巨大冲击，成为时代的
代表。”

此外，创维 OLED 新品 S9E
以及最接近OLED的液晶电视Q7
也同步亮相。77 吋 OLED 电视
S9E的发布，标志着OLED显示技
术在大屏电视上的应用愈发成
熟，也更加坚固了创维国内乃
至国际 OLED 电视领导者的地
位。

创维集团中国区域营销总
部执行副总经理兼市场部总
监俞建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此次 Q7 加入了最新的纯色技
术，不同于量子点技术，纯色
技术是新一代的色彩提升技
术，“而纯色技术解决了液晶
电视背光灯发出的红绿蓝三
原色光不纯的问题，进而能够
更加准确的表现画面色彩，呈
现真实画面，让原色更纯，彩
色更真。”

业内认为，从发布中国第
一台OLED电视，到在欧洲市场

推出 Metz OLED 电视，再到去
年发布中国自主研发 OLED 电
视，创维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电
视行业角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Wallpaper的发布也
标志着下一代电视的新形态已
经诞生，家电市场或将踏入新
世界。

OLED再新品 创维打造下代电视“新形态”

青年报 王霞

随着近年来移动社交平台
的大量涌现，移动社交方便大
众的同时，也无形中造成了熟
人之间距离的疏远。“生于熟
人，死于陌生”的怪相，正倒逼
行业开始反思“为何互联网正
在扼杀本应充满无限可能的社
交创意”。

如何让社交在“认识新朋
友 ”的 同 时 也 能“ 维 系 老 朋
友”？近日，熟人社交APP派派
的“偷好友红包”社交新玩法在
众多明星大咖的带动下，一时
成为焦点。目前炙手可热的

“娱乐扛把子”大张伟、柳岩、大
鹏、小沈阳等悉数加入，引发众
多关注。

进入倦怠期的社交创意再
次焕发“新机”。

“事实上，移动社交用户多
为年轻人。猎奇、兴趣相投、自
我展示、情绪宣泄是年轻人维系
朋友关系的天性需求，从年轻人
的普遍社交心理，不难理解派派
的异军突起。”派派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据了解，大
部分年轻人受环境的影响，不喜
欢维持一段“半生不熟”的关系，
他们的社交行为直接而有目的
性。而派派所倡导的“娱乐社

交”定位，似乎恰恰填补了年轻
人对“熟人关系”的定义。

据悉，派派推出的全新社
交方式中，包括“偷好友现金红
包”、“整蛊好友”等功能，让熟
人之间的互动更有趣，改变了
传统社交模式单一的联络功
能，解决了“友谊降温”的尴尬。

试想，手机屏幕突然显示某
个好友“偷走了你10元红包”，
你的神经一定是瞬间紧绷，想要
一探究竟。无论是主动去“玩”
或被动地“被玩”，好友互动中娱
乐元素的加入，都迫使彼此保持
紧密联系而不显做作。

“其实，‘红包诱惑’早已不

陌生。但派派用户之所以还能
对偷红包乐此不疲，主要因为

‘偷’的过程可以带来贴身肉搏
般的刺激感，从某种程度上满
足了年轻人‘越铁越要损’心
理，成为一种巧妙的娱乐化调
剂。”派派负责人认为。

随着中国网民低龄化趋势
日益明显，年轻用户将更喜欢
尝试新奇的社交方式。业内认
为，派派发起的“娱乐社交”玩
法在赢得用户方面起到了显著
效果，“在平台优质内容与先进
技术创新的结合下，未来移动
社交领域的新思路也许也正在
酝酿成型。”

移动社交“焕新”“派派”熟人社交辟蹊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