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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Pay+支付宝，如何组合？

人来人网

@曾韬2012：正如京东封杀支付宝、
政府封杀谷歌一样，Apple Pay 在中国的
未来必定是坎坷艰难。谷歌生态和苹果
生态在中国注定不可能完整，这些被挤
压出来的应用和业务，就是中国公司的
生存空间。

@恋之瞳_可胖可瘦可奈子：Apple
Pay 在国内基本上没用：第一受制于平台
限制，第二受到政策的限制，第三受到银联
限制，第四还遭遇支付宝的先入阻力。这
几重阻力依次增大，因此没有理由相信
Apple Pay会成功。

@NewFM1028：苹 果 推 出 的 Apple
Pay 近日在美国上线，但却无缘中国国内
市场。在业内看来，Apple Pay的受阻不单
单是政策原因，更重要的是业内对NFC技
术的前景仍有疑虑。

@清空月行：从Apple Pay和支付宝、
微信支付的对比来看，用户体验是超预期
的，因为Apple Pay植根于苹果手机上，显
得非常一体化和自然。不过，如果 Apple
Pay并不收集用户数据，又怎么了解用户，
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多服务？在这方面，反
而是支付宝和微信更有优势。

@Luna爱梦游：苹果借阿里的政策优
势曲折获得在华从业资质，阿里则通过苹
果获得在可穿戴设备端的支付经验，双方
有望共同开拓境内外市场。

@飞的新家：移动支付的最大问题是安
全性隐忧，阿里的条码支付被央行叫停就是
这个原因。Apple Pay的最大优势就是安全，
且与银行和第三方支付不产生利益冲突。
Apple Pay的最大问题是商场因拿不到用户
数据而不高兴，这正是消费者想要的。支付宝
与之合作是强强联合，阿里本身也有大数据
分析优势，可为商场做大数据分析服务。

@无名观：两大支付巨头，苹果采用封
闭的系统，与阿里合作可谓一主外、一主
内，形成完美闭环。估计腾讯想拉上安卓系
统来与之对抗都不成，毕竟安卓系统安全
系数低。

@飞的新家：马云开合作之路，银联
的压力就大了，支付宝的优势将更能体现，
银行也会高兴。如果银行也与 Apple Pay
合作，就可绕过银联直接完成移动支付。反
正Apple Pay仅是一个安全的移动支付通
道而已，真正的关联方是消费者、商场和银
行等。马化腾恐怕要跳脚了。

Apple Pay入华不易——

10 月 24 日的清华一聚让阿里巴巴董

事会主席马云和苹果 CEO 蒂姆·库克结

缘。在几天后的一次全球科技大会上，两大

佬再碰面，这次擦出了火花。马云在大会上

公开表示，他对支付宝与苹果 Apple Pay

未来的合作前景十分看好，“希望两个公司

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库克随即做出积极

回应，称“如果可以找到共通的领域，苹果

非常乐意与之合作”，并计划晚些时候与阿

里巴巴就潜在合作机会进行商讨，包括

Apple Pay和支付宝‘联姻’的可能。

Apple Pay+支付宝，这将是非常有趣

的组合。Apple Pay刚上线72小时就激活了

100多万信用卡用户，成为电子支付领域强

有力的新进入者。但想要在中国市场落地，

Apple Pay还有不少绕不开的关卡，与支付

宝牵手或许是条捷径。而与此同时，阿里虽

然上市，但支付宝在海外市场也还欠火候。

倘若牵手成功，也不失为一次双赢的合作。

小米黎万强闭关转岗
10 月 28 日晚上，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

强发微博称：“未来将到硅谷闭关一段时

间，准备新的产品，小米网的工作由林斌负

责。”随后，小米CEO雷军转发该微博，并

表示：“阿黎已成功拓荒两次，初期带队从

零做 MIUI，3 年前从零开始做小米网，这

次他又将开始新的征程。”这条微博引来不

少猜测，黎万强的离开会不会改变小米的营

销套路？他到硅谷闭关又会带回什么惊喜？

目前都不得而知。公开资料显示，黎万强为

原金山词霸总经理，曾任金山软件设计中心

总监，加入小米后负责小米的市场营销、电

商和服务等工作。

@任建濮：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黎万强
宣布离职。他想做下一个刘作虎？不应该。
想做云服务？也勉强。开发硬件？好像也不
现实。往往很想不明白的事儿都有一个很容
易理解的理由。

梁国_梁山伯：小米是有野心的，研发才
是电子行业的核心战斗力。现在大佬去硅谷
取经是对路的。“罗锤子”的忽悠终成笑话，原
因就在于研发、技术的滞后。

@大头猫2011：去硅谷看看有没有容易
复制到中国的产品。

盛大游戏张向东被免职
盛大游戏董事会日前正式宣布，免去张

向东的CEO一职，并解除其与盛大游戏的劳

动关系，解聘其盛大游戏的董事身份，同时任

命张蓥锋为代理CEO。根据盛大游戏发布的

公告，张向东被免职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在经

营和发展理念上与董事会存在较大分歧，管

理和执行策略无法得到董事会认同，业绩表

现也不能达到预期。此次盛大游戏再度换

帅，也被业内人士解读为盛大转型的分水岭。

@游戏奇葩圈：盛大过去几年离职高管
较多，人才流失频率明显过快，但频繁换人也
并没有起到奇效，整个集团的业务增速并不
显著。随着对手的不断攀升，盛大市值却不
断萎缩，如今前五大互联网公司中，已没有盛
大的位置。

@俊世太保：张向东的离去象征着盛大
彻底转型为投资公司，曾经作为网络游戏领
导者的盛大开始走向衰落。

@艾媒咨询董事长兼CEO张毅：阿里
与苹果如果在支付领域展开合作，首先要
解决的是相互需求问题。对阿里来说，虽
已在美国上市，但海外主流人群并不一定
了解支付宝的品牌，要提高自身的影响力
是阿里要解决的问题。苹果的手机在中国
销量不错，但Apple Pay迟迟无法在中国
市场中投入使用，也能成为一个合作契机。

@首席财务分析师：这个世界是多极
的。阿里不可能使用一个入口来为全国、
全世界上千万的贸易商服务。那些传统的
零售商也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发展成电
商并不困难。毕竟发展了10年的淘宝网
并没有垄断性的资源。支付宝的可替代
性，淘宝入口的可替代性是非常可能的。

@夸克传媒王如晨：在中国市场，苹
果想绕过支付宝是很难的，Apple Pay几
年内都不会很好地落地。

大V解读

本报讯 近日，三星电子发布

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司营业收入

达47万亿韩元，低于市场分析师平

均预计的 50.9 万亿韩元；运营利润

可能降至4.1万亿韩元，低于市场分

析师平均预计的5.6万亿韩元。

三星电子分析认为，其第三季

度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技

术、移动通信（无线产业）部门业绩

骤降。同时，随着移动通信产品市场

需求减少，大规模集成电路、OLED

显示屏产业收益锐减。数据显示，信

息技术、移动通信部门的营业利润

曾占三星总体营业利润的70%。

随着中国平价手机企业不断蚕

食市场，竞争对手苹果近来又推出

新产品，三星电子在全球市场的销

售额和占有率受到较大冲击。对此，

三星方面表示，目前三星手机市场

份额仍维持在 25.2%左右，在中国

市场位居前列。三星当前的首要任

务是稳住手机市场份额，并努力寻

找新的突破机会。据悉，在手机行业

逐步进入红海，可穿戴设备、智能家

居等新领域日渐兴起的背景下，三

星目前已经收购了智能家居初创公

司 SmartThings，为开创智能家居及

消费物联网开放平台进行了布局。

这有望成为三星未来业绩增长的突

破口。 （静 好）

三星电子第三季度营收达47万亿韩元

本报讯 联想近日联合联发科

技召开联想VIBE X2手机品鉴会。

该款手机于今年 9月在德国 IFA 大

展上发布，采用多彩的Layer设计语

言，提升了产品辨识度，并斩获了

“IFA最佳旗舰智能手机大奖”。

VIBE X2 采 用 基 于 An-

droid4.4开发的VIBE UI 2.0系统，

搭载MT6595 Cortex-A17核心，主

频 达 2.2GHz，其 性 能 比 Cro-

tex-A15 提升 10%，功耗节省 30%。

该 款 手 机 配 备 PowerVR G6200

GPU，其在全球率先支持 H.265 硬

件编解码，能以硬件编解码的方式

实现超高清 4K H.265 视频的录制

与播放。VIBE X2搭载5英寸1080p

屏幕，并配合顶级纳米有机镀膜，使

玻璃表面摩擦系数不到 0.02，拥有

超顺滑手感。该款手机还支持80毫

秒极速响应，用户玩游戏将更加顺

畅。另外，VIBE X2 采用 2.45 毫米

超窄边框设计，屏占比达到72%。该

款手机还搭载 1300 万像素堆栈式

主摄像头和 500 万像素前置摄像

头，并具有美颜、手势拍照、水印相

机等功能，能给用户带来极致的拍

照体验。 （欧 阳）

联想为VIBE X2手机举办品鉴会

本报讯 OPPO日前发布首款

电动旋转摄像头手机 OPPO N3，

其摄像头采用行星齿轮三级传动机

构，并配合步进马达，用户只要轻触

屏幕，打开拍照界面，轻轻滑动屏

幕，摄像头就会自动旋转。另外，该

款手机还支持指纹操控、O-Click

操控等方式，实现复杂的角度旋转。

OPPO N3采用 5.5英寸 1080p

屏幕，分辨率达 1920×1080。该款

手机搭载 2.3GHz 高通骁龙 801 处

理器，拥有 2GB 内存和 32GB 机身

存储，并配备1600万像素施耐德认

证摄像头。N3 运行基于 Android

4.4.4 系统优化的自主系统 Color

OS 2.0.1，并支持双卡双 4G。在外

观上，N3采用星环呼吸灯配合镂空

天线设计，还在背部加入了一颗按

压式的指纹传感器，不仅能用来解

锁，还能对手机应用程序进行单独

加密。在拍照方面，N3 拥有追踪趣

拍模式，用户锁定拍摄目标后，即使

目标移动也无需反复对焦，摄像头

自动就能实现追踪拍摄。另外，智能

全景拍照功能还能拍摄纵向全景

图，用户无需大动作位移就能实现

全景拍摄。 （欧 阳）

OPPO N3搭载首款可电动旋转摄像头

本报讯 京东集团副总裁兼家

电事业部总经理闫小兵日前向记者

透露，即将到来的“双11”，京东将专

注于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不会盲

目追求压缩到单日的销售数字。

闫小兵说，天猫以“预售”方式

绑定消费者是不合适的，其过度追

求单日销售额的做法并不可取。他

表示，京东追求的是稳定的、长期的

服务体验，落脚点是提升消费者综

合购物体验，因而不会绑定用户，以

此冲单日销售额。闫小兵表示，京东

家电将依靠人性化的网页设计、丰

富的商品选择、真实的用户评价、快

捷的物流配送和“30天价格保护、30

天无理由退换货、180天遇质量问题

换新”等售后保障体系，为消费者提

供一站式服务。据介绍，今年“双11”

京东将以全年最大力度投放大量

与竞争对手预售价格相当的家电

“爆品”，消费者可轻松购买，无需

被貌似诱人的预售行为提前绑定。

闫小兵还透露，“双 11”期间京东所

有家电品牌都将参加促销活动，且

价格比国庆期间更低。届时，京东

线上促销的很多家电产品每个型

号都将有上万台备货。 （欧 阳）

京东“双11”将专注于提升购物体验

一个真正“智能化”的智慧型

企业必定是数据驱动的企业。对于

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来说，要真正

实现数据化驱动和数据化经营，

关键在于解决有效的数据源和构

建以数据为中心的业务与商业模

型。眼下正致力于推动智能化转

型的长虹，其在构建数据渠道和

利用数据拥抱客户进行智能化制

造、提供智能化服务上的探索，对

于正在转型中的中国制造业有着重

要的启示意义。

梦开始的地方：

从数据渠道到大数据服务

企业无论是提供智能化的产品

还是进行智能化的运作，都离不开

数据。几乎所有制造业向“智能

化”转型的第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实

现企业所有环节、全链条的“数据

化”。仅以用户数据为例，一位家

电企业的老总曾对 《中国电子报》

记者坦言：“我们最大的难题是缺

乏用户‘活’数据，尽管我们卖出

了大量家电产品，但我们与用户之

间是‘失联’的，我们不知道用户

是谁、用户有什么习惯、用户有什

么潜在要求，我们没法与之互动，

提供新的增值服务。”因此，如何

布局数据渠道，进行数据采集成为

很多家电制造企业向智能化、数据

化转型的第一难题。

产品布局智能化，是长虹实

施智能化战略的重要一步，也是

长 虹 用 户 实 现 数 据 化 的 重 要 一

步。今天，长虹的产品已经能提

供越来越多的智能化、人性化的

功 能 ， 比 如 让 用 户 “ 扔 掉 遥 控

器”的 CHiQ 电视，能进行“云

图识别”的 CHiQ 冰箱，以及能

够实现“人体状态感知”的CHiQ

空调等。这些智能化的产品在为

用户提供智能化功能的同时，也

可以让用户与长虹之间实现更紧

密、更实时的数据联系，每一个

用户都可以通过CHiQ设备上的用

户账号来实现与长虹之间的互动，

透过越来越多的CHiQ产品，长虹

和客户之间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数

据关系。而这仅仅是第一步。

眼下长虹正在打造“智能化

交易平台”、“智能化制造平台”

以及“智能化技术平台”，通过交

易、制造和研发这 3 个平台的打

造 ， 长 虹 能 够 在 从 客 户 到 供 应

链，再到制造和服务的全链条上

都 实 现 数 据 化 ， 为 实 现 真 正 以

“客户为中心”的运作模式提供可

能。未来，用户还可以通过互联

网提出自身需求，长虹的 3 个平

台会据此自动生成相关参数，再

驱动研发、生产与物料全链条的

配合，从而制造出满足用户需求

的定制化产品。通过这样完整的

数据链来驱动企业运作，让长虹

成为一个真正的智慧型企业。

而长虹的大数据梦还不仅仅是

提供智能化的终端产品和实现企

业自身运作的数据化，长虹还希

望提供更多的大数据服务，成为

一个智能制造+数据服务的公司。

在这样的目标下，长虹就不能仅

仅满足于采集自己生态链上的数

据，还必须从更大维度去采购和

收集其他社会数据。

2013年8月，绵阳科技城大数

据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绵阳大

数据公司） 成立，公司由长虹与绵

阳科创园联合出资，主要就是用来

经营大数据服务。长虹方面解释

说，之所以采用联合出资的模式，

是因为长虹希望借助外力、采用更

灵活的模式来推动和孵化长虹的大

数据应用与大数据服务。

绵阳科技城大数据技术有限公

司运营总监李小东向 《中国电子

报》记者透露，公司的数据服务范

畴包含智慧家庭、智慧社区、智慧

城市、智慧工厂等，当前重点工作

一是围绕长虹的智能化产品与智能

家庭服务，二是以参与绵阳市的智

慧城市建设为切入点，通过与绵阳

智慧城市的互动，探索和积累更多

经验，将来走向更大的市场。

有梦就有希望：

数据梦落地不惧挑战

长虹的“大数据”梦才刚刚开

启，目前所搭的架子、所铺的路子

已经显现出超越其他企业的格局雏

形，但落地依然充满挑战。

李小东坦言，首要挑战是如何

打造更好的商业模式，将运营商、

政府、长虹以及合作伙伴等各方资

源盘活，进一步释放出大数据价

值，创造更多的大数据服务。毕竟

到目前为止，市场上能够赢利的大

数据服务并不多，除了阿里巴巴、

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制造业起家

的企业如何做大数据服务还需要

探索。

其次是数据源的挑战。目前长

虹已将自身的数据源、数据渠道不

断完善，但其他数据源，包括政府

数据，以及交通、医疗、能源等其

他领域的数据获取依然有一定难

度，推动这些领域的数据开放仍面

临诸多难题。

再者是大数据人才缺乏的挑

战。目前长虹的大数据人才主要来

自于企业内部，缺乏其他领域的

“新鲜”人才，而在绵阳招聘这样

的人才也有难度。这也是绵阳大数

据公司在成都设立分支机构、组建

研发团队的原因。

目前，制造业企业推动大数据

战略，向数据化和智能化转型还没

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复制，长虹从产

品到平台架构，再到体制机制、运

作模式都开了一个好头。总的来

说，这是一个刚刚开启的探索之

旅。李小东也希望更多的人才、更

多的机构能够加入到这个探索过程

当中，共同构建制造业数据服务化

的新生态系。

长虹筑梦大数据
——探求价值链上的信息流经营

本报记者 李佳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