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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鹰翼式折叠设计，通过自
行研发的铰链技术实现折叠形
态，将手机+平板两种形态合二
为一。华为此次发布的Mate X
手机在展开时，是一款厚度为
5.4毫米的8英寸平板，闭合后
则成为 6.6 英寸的双屏手机。
华为消费者BG业务总裁余承东
透露，仅Mate X的链条就多达
100多个零部件，工程师耗时3
年才做到无缝隙。

超边界折叠屏、多任务处
理、拍摄系统升级，三星方面称
自己的首款折叠屏手机将开创
移动智能终端的全新品类，并
为消费者带来更具未来感的全
新使用体验。三星Galaxy Fold
采用内向合拢设计。主屏幕是
三星首款超边界折叠屏，尺寸
为7.3英寸，是三星迄今为止尺
寸最大的手机显示屏；折叠之
后的封面屏幕为 4.6 英寸的
SuperAMOLED显示屏。

三星如此快速地推出折叠
屏手机并不意外，既是手机企
业，也是屏幕厂商的身份，都促
使三星想要快速摆脱手机行业
一直缺乏创新的窘境。而华为
的诉求更简单，它的目标是手机
市场的老大，在折叠屏手机领域
自是不能让别人抢了风头。

事实上，三星与华为的折叠
屏手机除了在售价方面都贵出

“新高度”外，Mate X的设计与
Galaxy Fold是两个截然不同的

技术。Galaxy Fold采用了与华
为Mate X外翻设计不同的“内
向折叠方式”。但行业设计师分
析称，无论是内翻、外翻还是双
屏的展示方式等，均是目前阶段
折叠屏手机不错的解决方案。
两者各有优势，三星需要两个屏
幕去实现，而华为通过外翻的耐
用性如何值得关注。

市场需要新的刺激，不能一
直在摄像头和全面屏上做文章，
折叠屏手机的推出究竟是噱头
还是行业的进步？三星电子大
中华区总裁权桂贤在接受采访
时称：“折叠屏手机作为一款全
新品类的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其
意义不仅是黑科技的应用，而是
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令前沿的
创新科技最终让消费者受益。”

业内分析认为，折叠屏手
机的缺点还很明显，无论是价
格、耐用性、电池，都需要更长
时间的技术攻克。而按华为全
球营销副总裁黄家文的说法，
总有愿意花钱体验新技术的尝
鲜派。与此同时，产业链的升
级已经开始，华为在今年的巴
塞展上宣布，今年6月发售折叠
屏手机，还要挑战单月超十万
台的销售目标。业内预计，到
2021年，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
有望达到千万级别。整个产业
链从屏幕、转轴、软板、电池到
贴膜、保护套都将迎来一波新
的升级。

优衣库
春夏新品发布

2月28日，服装品牌优衣库
举办以“优然春夏24时”为主题
的新品发布活动。活动通过展
示优衣库对基本款的设计升级、
科技面料的延伸运用、健康防晒
的服饰创新、多元文创内涵 T
恤，表达了对时代潮流生活方式
的全新服装诠释，开启LifeWear
生活新美学。

据了解，此次优衣库春夏预
览，不仅展示了包括男女装、童
装、内衣、设计师合作系列在内
的全系列商品，同时，优衣库对
服装的固有命题给出了突破性
的解答。本季摩登色彩全面运
用到包括T恤、衬衫、卫衣等众
多经典品类，给日常穿着多种选
择和搭配空间。更有设计师合
作款剪裁风格融入经典单品，修
饰身形的同时回归服饰的舒适
本质，将时尚融入日常穿搭。

青年报 王娟

上海市租赁住房
平面设计大赛启动

2月28日下午，上海市租赁
住房平面设计大赛媒体通气会
在市北高新商务中心举行。

本次大赛由上海市住房租
赁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静安
区人民政府联合指导，上海市北
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大
赛突出“创新 文化 多元 宜居”
主题，活动自2019年2月1日启
动以来，共收到上海地产集团、
光明集团、城投集团、华建集团、
天华设计公司等近30支队伍参
赛报名，引起业内和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希望借助这一舞台，
向社会上征集更多、更优质的设
计方案，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通过加快
金品质租赁住房，更好地服务本
市人才高地建设战略实施，提供
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市北经
验。 青年报 程元辉

手机新物种养成：折叠机与性能机
在今年的巴塞罗那电信展上，手机大佬们纷

纷拿出自己的5G终端，以彰显大家风范。而无论
从配套软件还是真实需求方面，5G似乎离我们仍
有距离。与此同时，一种从形态上颠覆了传统手
机概念的“新物种”正在养成：在此次巴展上，华为
推出业界期盼已久的5G折叠屏手机Mate X，2月
28日，三星首款可折叠屏手机Galaxy Fold在中
国亮相，而就在第二天的3月1日，vivo宣布，推出
服务于新一代互联网人群的全新子品牌iQOO手
机。相较于5G时代，无论是手机形态的革命还是
性能的提升，都似乎让我们的体验感受，更加真实。

青年报 姜卓

前进的方向从来不止一
个，在折叠屏手机引领着手机
形态新方向的同时，主打性能
的手机产品亦大步前行。

3月1日，vivo宣布推出旗
下全新子品牌iQOO。搭载了高
通骁龙 855 芯片，拥有最高
12GB 运存搭配 256GB 存储，配
备4000mAh电池和 44W 闪充技
术，同时加入了 vivo Multi-
Turbo，游 戏 空 间 和 Monster
Touch压感按键等。iQOO手机
拥有不同的配置版本，其中
6GB+128GB版本售价仅为2998
元。iQOO品牌副总裁冯宇飞表
示，iQOO致力于发掘新一代年
轻人未被满足的潜在需求。

“生而强悍”则是 iQOO 的品牌
主张。在不断追求“极致性能”
与“独特体验”完美结合的同
时，iQOO希望能为年轻消费者
们带来更多惊喜。而作为一个
刚诞生的全新品牌，冯宇飞称，
iQOO现阶段更需要练好内功，
从国内起航立足全球，着重线
上渠道，服务好新一代互联网

人群。
而在发布了 Galaxy Fold

的同时，三星亦推出新一代
Galaxy S系列新品S10，延续了
Galaxy S系列的特质，S10主打
屏幕视觉体验、拍摄体验、操作
体验、外观体验等性能。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裁权
桂贤表示，三星GalaxyS10系列
几乎满足了消费者对一款手机
的全部想象，它搭载了新一代
7nm工艺高性能处理器，运行内
存最高12GB、最高1TB的存储
空间，还有IP68级别防尘防水
功能，支持无线加速充电2.0、
无线共享充电技术，智能Wi-Fi
等一系列功能配置。三星Gal-
axyS10系列在软硬件方面，都
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与折叠屏手机不同，历代
性能王手机都将更好的性能体
验、精准人群定位以及更接地
气的价格视为主打。在折叠技
术、甚至5G技术尚未成为行业
商业化消费主流的当下，主打
性能的手机仍是换机的首选。

是伪需求，还是真进步

强劲性能，仍为购机首选

青年报 解敬阳

新思路迎来新机遇。眼
下，全球市场与中国企业的互
动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批凝结
着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
名片”，成为海外拓展的突破
口。作为全球知名的调味品生
产企业之一，近日，上海太太乐
食品有限公司顺利获得印尼
MUI认证的首单产品下线，来自
海内外的国际友人与行业专家
共聚一堂，见证“印尼MUI认证
鸡精首批量产启动仪式”这一

里程碑时刻。
活动伊始，企业方面指出：

获得MUI认证是出口业务在本
土化战略方向上践行的一件极
具纪念意义的大事。印尼总代
理商随后发表致辞，感谢与太
太乐的12年风雨相伴，携手辛
勤耕耘给印尼市场带去优质产
品。并愿意继续为高品质、好
滋味的鲜味事业而努力，开创
更美好的未来。

据悉，此次通过印尼市场
主流产品必须的MUI审核，并获
得A级资质。从此，企业最为核

心的拳头产品——鸡精可以进
入市场，开启印尼本土化之旅。

太太乐蘑菇精产品已成为
当地素食消费者首选调味料之
一。之后将持续提高市场和品
牌上的基础建设支持，满足消
费者需求，走进印尼千家万户。

作为中国调味食品龙头企
业之一，致力于生产“高品质，
好滋味”的产品，并以卓越的品
质和强大的品牌在鸡精品类占
据领先位置，市场占有率超过
50%，2018年销售额突破50亿
元。同时，凭借国际化的管理

体制、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世
界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强大
的研发实力和卓越的经营管理
团队，不断将其不倦追求的“至
味”理念传向了世界各地。

目前，销售网络不仅覆盖
全国，并出口至美国、加拿大、
欧洲、澳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
区，为各国消费者带去了鲜美
的滋味。通过十几年在国际市
场的辛勤耕耘，企业品牌在北
美华人中已是家喻户晓，在东
南亚市场、欧洲、澳洲也已具有
一定的知名度。

鸡精企业产品获得印尼MUI认证

折叠屏手机新物种一

性能王手机新物种二

连锁服务主题展
展示新消费场景

HOTEL PLUS上海国际酒店
用品博览会（二期）暨上海国
际酒店工程、设计及商业空间
系列展将于4月25日-27日举
办，将会围绕三大主题展区，
带来酒店及各类商业空间的一
站式采购。

而对于不仅仅满足酒店服
务业，期望了解更多连锁服务业
态动向的观众，则可关注作为商
业旗舰展HOTEL PLUS的核心成
员之一的，由上海连锁经营协
会、上海伊比逊会展有限公司和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共
同主办的 SFE上海国际连锁加
盟展览会（Shanghai Interna-
tional Franchise EXPO）中“新
零售及服务业连锁创新展”。

青年报 于诗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