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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性使其更易受攻击 相较于苹果开发的iOS系统的封闭性，谷
歌的安卓应用市场以开放性赢得开发者的青睐。

本报记者 邓聪

360“女娲”平台负责人张建新

表示：“随着各种系统漏洞的不断披

露，现存的安卓智能手机就像一艘

漏水的船，纵然手机安全软件能够

缓解一些安全隐患，但系统中的漏

洞仍未能有效修补，其安全问题一

直非常棘手。”

安卓系统作为国内智能手机中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操作系统，与亿

万手机用户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树大招风，潜在的巨大利益让安卓

系统暴露在各种恶意软件、系统漏

洞的威胁之中。

谷歌的安卓平台因为安全性较

为薄弱而饱受诟病。在I/O2017开

发者的大会上，谷歌宣布了全新的

安全防护措施 Google Play Pro-

tect，根据官方的说法，它是安卓设

备上一个全面的安全服务软件包，

可以监控应用行为，保护用户数

据安全。

谷歌方面已经在 Google Play

上更新了安卓设备的安全服务，

以 检 测 和 阻 止 用 户 安 装 Cloak

and Dagger 这种恶意软件。在此

之 前 ，谷 歌 的 工 作 人 员 已 经 在

Android O 中构建了新的安全保

护措施，将进一步加强安卓的安

全性。研究人员 Yanick Fratanto-

nio 给出的建议是：不要下载那些

来路不明的 App，并且要留意 App

申请的系统权限。

国内的安卓用户则可以通过安

装360手机安全卫士等手机安全防

护软件来保护手机系统的安全，并

且不要随意下载广告中的软件，特

别是平时页面中弹出的广告，而且

要时常留心手机中运用权限的状

况，不要修改手机默认权限，使不法

分子有机可乘。

我们现在处于社交媒体的时

代，自媒体、微博大V、网红直播等营

销方式改变着大家对于媒体传播方

式的认知。社交媒体时代的用户从

被动接受信息变成了主动选择性地

接受信息，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

营销，社交媒体时代营销手段的多

变给企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

传统媒体的传播形态是 1-N

的金字塔模式，使用相同的内容和

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给用户；进入移

动互联网时代后，社交媒体的特征

是用户创建内容、自下而上的传播

模式，使个性化的内容通过社交网

络进行传播。

北京卓众传媒CEO李博明在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说：“科

学技术带来的变化是毋庸置疑的，传

统媒体传播需要靠媒介N to N的

方式来传达，但传播媒介、时效发生

的变化都是表象，与传统媒体最本质

的不同是，现在的社交媒体回归了部

落时代最有效的点对点的沟通方式，

比如微博上的一个话题会引起一群

人围观群聊，这种面对面、小社群的

沟通是最有效的。”

时至今日，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

已非常成熟，原来大而全的媒体平台

被分割成了无数个垂直、细分化的媒

体，覆盖着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用

户群体。企业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社

交媒体营销手段，潜在用户组成的粉

丝大军成了现代企业的营销目标。当

前的社交媒体时代，优质的内容是企

业吸引用户的法宝。

李博明表示，我们现在处于移

动互联网时代，从最早BBS、论坛时

代到博客时代，再到现在火爆的微

博，不同时代衍生出的社交媒体各

有特点。微信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最

典型的社交媒体方式，微信在熟人

社交的基础上，通过公众号把平台

社交打通，是集大成者。微博是 PC

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过渡性产

品，因此这么多年来依然能保持高

度的活跃度。

“传统媒体时代，企业有法理上

的法人，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最重要的

变化是企业已经拟人化，真正有可能

成为一个可互动的‘人’”，李博明说。

企业官微去官方化，致力于趣味化、年

轻化已是大势所趋，企业官微“人格

化”、“网红化”的运营模式，甚至在悄

悄地改变传统的品牌传播方式。

社交媒体时代来临后，企业越

来越愿意通过事件营销来引爆社交

话题，极大地降低了媒体营销的成

本。事件营销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

由于网络的便利，事件营销好的和

坏的效果都会被成倍放大。比如美

联航事件，负面的影响让其市值腰

斩，但好的方面是，在社交媒体时

代，草根可以抓住社交话题，炒作自

己，一夜成名。

李博明告诉《中国电子报》记

者，现在企业在媒体投放时，更多会

选择以话题为索引的在社交链条上

能够病毒式传播的社交营销的方

案。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公司从诞

生起，就把社交媒体作为公司的自

营手段之一，小米公司就是成功的

案例。作为社交媒体服务领域的专

家，李博明所创办的北京卓众传媒，

是中国社交媒体整合服务行业的领

军企业，已经服务了许多知名的中

国本土和美国跨国企业。

作为企业家，要学会从月球看

地球，准确把握这个时代大的格局；

作为企业，要从诞生之日起清晰地

认识到自己是处于移动互联网时

代，掌握时代的科技动向。但无论处

于哪个时代，人类都离不开社交媒

体，未来还将有更先进的社交方式

出现，企业只有跟上时代步伐，抓住

社交媒体的特点营销自己，才能使

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5 月 26 日，建广资产、联芯科

技、美国高通公司以及智路资本共

同签署协议，将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 瓴 盛 科 技（贵 州）有 限 公 司

（JLQ Technology）。新公司主要面

向中低端智能手机市场，进行芯片

产品的设计与开发。随着新公司的

进入，此前智能手机芯片市场形成

的高通公司占据高端、联发科占据

中低端的格局有被打破之势。

新公司整合四方力量

根据协议，联芯科技将以下属

全资子公司上海立可芯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出资，聚焦消费

类手机市场，提升产品竞争力，并有

效整合公司资源，提高行业占有率

和影响力。同时，新公司还将结合美

国高通的先进技术、规模和产品组

合与独有的研发能力以及在中国产

业界的深厚资源，建广资产在中国

金融行业的良好关系，以及智路资

本的全球金融、产业生态链资源进

行结合。

“长期以来，大唐电信集团一直

非常重视在移动通信领域的产业布

局。此次合资公司的成立将具有重

要的里程碑式意义。联芯科技作为

大唐电信产业集团旗下最主要的集

成电路设计企业之一，在芯片设计

领域、特别是无线通信方面一直处

于业内领先地位。”大唐电信科技产

业集团副总裁陈山枝表示，“我们希

望这家合资公司整合大唐、美国高

通、建广资产及智路资本四方优势

资源，通过先进技术和资本运作的

双轮驱动方式，加强在移动通信领

域的整体竞争力。”

据 悉 ，合 资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298460.64万元，其中联芯科技以立

可芯全部股权出资 72027.60 万元，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24.133%；

高通控股以现金形式对合资公司出

资 72027.6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

资本的 24.133%；建广基金以现金

形式对合资公司出资 103396.50 万

元 ，占 合 资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的

34.643%；智路基金以现金形式对合

资公司出资 51008.94 万元，占合资

公司注册资本的 17.091%。合资公

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联

芯科技委派 2 人、高通控股委派 2

人、建广基金委派3人，董事长由建

广基金委派的一名董事担任。合资

公司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

联芯科技委派 1 人、高通控股委派

1 人、建广基金委派 1 人、员工监事

2 人，监事会主席由联芯科技委派

的监事担任。同时，公司的运营团队

也在积极筹组之中。

中低端市场格局生变

根据大唐电信副总裁、联芯科技

总经理钱国良的介绍，新公司前期将

以中低端手机芯片市场为主，未来将

向物联网等新兴通信领域扩展。

此前由于智能手机芯片市场竞

争激烈，德州仪器、Marvell、博通、

飞思卡尔等国际IC厂商相继退出，

这个市场基本形成高通、联发科、展

讯三足鼎立，其中高通公司占据高

端，联发科占据中低端的市场格局。

然而，近年来，手机芯片市场有再起

波澜之势。受高端市场手机整机公

司大量采用自制芯片（如苹果、三

星、华为等）的影响，高端市场受到

压缩，不得不更加重视中低端市场。

中低端市场不断有新的玩家杀入，

原有市场格局有被再次打破之势。

这点从高通2017年Snapdragon

芯片平台强推新一代630、660芯片

即可看出。Snapdragon 630、660 芯

片，主要定位于中端市场。展讯在被

紫光集团收购后，又获得英特尔投

资，市场竞争实力上有了进一步的

增强。联发科虽然强攻高端市场不

利，但是其“交钥匙”式的解决方案，

自有其优势，在中低端市场实力不

可忽视。加上此前小米松果公司的

进入，以及瓴盛科技的加入，中低端

手机芯片市场的玩家正在不断扩

充，原有竞争格局有被打破之势。

“勒索”瞄准移动端 安卓用户如何防？

前不久，WannaCry勒索
病毒席卷全球，导致150个国
家的30万台电脑遭到攻击，
办公使用的PC端遭遇前所未
有的安全危机。据悉，黑客组
织“影子经纪人”再度发出警
告称，将在6月披露更多窃自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黑客工具，
手机成为其瞄准目标之一。

“勒索病毒”要从PC端蔓
延至移动端？这让离不开手机
的现代网民感到人心惶惶。

根据市调机构 Gartner 发布的

数据，今年第一季度 Google的 An-

droid系统占有智能手机市场84.1%

的市场份额，而苹果的 iOS 系统占

有14.8%的市场份额。

谷歌公司前段时间宣布全球安

卓设备的激活数量现已超过了 20

亿。数量如此庞大的安卓用户群，黑

客针对任一系统漏洞发起攻击，后

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可能会使全球

安卓手机用户面临系统瘫痪或私密

文件丢失的新的威胁。除了病毒感

染涉及智能手机端的数量庞大外，

基于现代网络，病毒的传播速度之

快也让人咋舌，由此可见，手机系统

的安全是多么的重要。

安卓系统由谷歌公司和开放手

机联盟联合开发，相比苹果自己开

发的 iOS 系统的封闭性，谷歌的安

卓应用市场以开放性赢得开发者的

青睐。Google play的开放性吸引了

众多应用开发者，导致它的应用数

量迅速膨胀。几乎任何应用开发者

都可以上传其开发的应用，由于应

用的数量非常庞大，增大了谷歌对

安卓应用市场里应用的审查难度，

也给觊觎手机内“财富”的不法分子

留了后门。

360 集团助理总裁、手机卫士

业务负责人姚彤在公开场合表示，

移动支付时代，各种窃取财产的诈

骗手段也如影随形，恶性案件层出

不穷。作为智能手机中市场占有率

最高的移动操作系统，安卓系统拥

有上亿人的庞大用户群体，但由于

其代码开源，系统漏洞存在的普遍

性也超乎想象。

国内手机品牌采用的安卓系统

都是将谷歌的组件删除，并进行了

深度的二次开发，由于国内安卓系

统的手机型号繁多、规格不一，让

系统升级和修复难度加大。即便谷

歌发布系统升级补丁，也会有一部

分被“改造”的安卓手机无法及时

更新补丁，修复系统漏洞。

此外，国产安卓手机企业都是

硬件为主业的公司，应对系统漏洞

攻击、病毒攻击时的防御能力偏

弱 。因 此 ，国 内 安 卓 手 机 用 户 普

遍 通 过 安 装 专 业 手 机 安 全 软 件

的 方 式 来 防 御 手 机 病 毒 和 系 统

攻击。

安卓手机也遭“勒索” 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名为 Cloak and
Dagger的恶意软件，与勒索病毒如出一辙。

齐心协力防病毒 国内安卓用户可以通过安装 360 手机安全
卫士等安全防护软件来保护手机系统的安全。

近日，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发

现了一种名为Cloak and Dagger的

恶意软件，利用了 Android UI的安

全漏洞，偷偷植入到安卓手机上。研

究人员表示，只要手机被病毒入侵，

黑客就可以远程操控用户的手机，

用户根本察觉不到。也就是说，黑客

可以在手机黑屏的情况下，执行一

系列恶意操作，比如盗取手机资料、

进入用户支付宝、窃取照片等不法

行为，或者干脆把用户的手机锁住，

让 其 缴 纳“ 赎 金 ”才 给 解 锁 ，与

“wannacry”勒索病毒如出一辙。

很多勒索类病毒在传播初期为

了吸引更多用户下载安装，常常会

仿冒具有较高用户知晓度的应用软

件，或者在已安装并且使用次数较多

的软件里插入广告页面引诱用户点击

下载。这类应用由于制作成本低廉且

变现快深受黑客的喜爱，因此在应用

市场上疯狂增殖。2016年360烽火实

验室共捕获手机勒索软件约17万个。

360 董事长周鸿祎认为，随着

更多设备的联网，勒索软件等攻击

也将向手机等各种智能终端蔓延，

“手机上未来一定会大规模出现，就

是时间问题。”周鸿祎说。

据 360 手机卫士发布的《2017

年第一季度安卓系统安全性生态环

境研究》显示，手机用户的系统更新

较安卓官方发布时间平均滞后了

8.4个月。信息泄露、权限提升、远程

攻击是安卓系统漏洞的三大危害类

型，99.8%的手机存在被攻击者远程

攻击的风险。这留下了勒索病毒侵

入移动端的较大安全隐患。

5 月 17 日，中国互联网协会与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联合发布了

《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及其安

全报告（2017）》。报告显示，2016年，

中国境内活跃手机上网号码数量达

到12.47亿，同比增长60%。国内智能

手机用户中安卓手机用户占了绝大

部分，如此大的手机上网用户基数，

一旦手机被勒索病毒恶意感染，造

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2016 年，移动端遭恶意病毒感

染的用户高达1.85亿，其中，安卓用

户是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在国家

互联网应急中心捕获的 205 万个

样本中，安卓系统被恶意程序的攻

击率超过99.9%。

本报记者 邓聪

本报记者 陈炳欣

高通携手联芯成立合资公司

手机芯片低端市场烽烟再起

现代社交媒体推动企业“拟人化”发展

本报讯 市场调研公司 IDC

周三发布报告称，受益于用户通过

移动设备消费更多的游戏和流媒体

视频内容，配置5.5英寸大屏幕的智

能手机已逐渐成为全球市场的主流

机型。

这种趋势与已故的苹果联合创

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生

前所倡导的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乔布斯一直青睐于能够给用户带来

单手操作体验的小屏幕智能手机，

这也让早期版本的 iPhone 一直采

用了3.5英寸的显示屏。

IDC 在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

屏幕在4英寸及以下的智能手机出

货总量将为 1880 万部，与去年持

平，远远低于 2015 年的 8610 万部。

到2019年，此类智能手机的全球出

货总量预计将降至 540 万部，并可

能在2020年前后彻底退出市场。

另一方面，屏幕在 5英寸至 5.5

英寸智能手机出货量在今年将有望

达到5.93亿部，远远超出2015年时

的 4.47 亿部。IDC 预计，2021 年全

球 5 英寸至 5.5 英寸智能手机的出

货量将增至7.31亿部。此外，5.5英

寸至6英寸显示屏智能手机的出货

量在2021年将达到7.49亿部，超过5

英寸至5.5英寸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IDC 在报告中称，由三星电子

Galaxy Note 系列产品产生的宽大

屏幕智能手机市场，已隐约成为新

的趋势。可以说，智能手机的概念

一直在发生些许变化。

三星电子最新的旗舰智能手机

Galaxy S8和Galaxy S8+，分别采用

了 5.8 英寸和 6.2 英寸的屏幕，也反

映出了智能手机的最新趋势。

5.5英寸智能手机已成市场主流

本报讯 有“互联网女皇”之称

的凯鹏华盈（KPCB）风投合伙人玛

丽·米克尔（Mary Meeker）周三公

布了年度《互联网趋势报告》（In-

ternet Trends report），这份报告相

当于科技行业的“国情咨文”。这是她

第22次公布这一年度互联网报告。

这份备受市场期待的报告辑录

了信息量最大的研究结果，其中包

括哪些板块获得了融资、互联网采

用率的进展情况、哪些用户界面正

在引发共鸣以及未来的大事件将是

什么等。

报告指出，美国用户每人每天

对移动设备的使用时长已增长了 3

小时；互联网广告支出将在 6 个月

内超过电视广告支出；以 Spotify为

首的流媒体音乐服务超越了实体音

乐的销售量，令录制音乐实现了 16

年以来的营收增长；智能手机销售

量和互联网渗透率的增长速度都正

在放缓等。

报告指出，其中，2016 年全球

智能手机出货量仅同比增长3%，而

2015年为10%，2014年为28%，增速

持续放缓。以操作系统计算，An-

droid市场份额不断上升，2016年已

超过80%。

在全球智能手机安装基数方

面，2016 年为 28 亿台，同比增长

12%。2015年同比增长25%，2014年

同比增长37%，增速同样持续放缓。

此外，报告专门就印度市场进

行了单独章节的介绍。印度已经

成了除中国外全球安卓手机使用

时间最长的国家。在智能手机出

货量方面，2017 年第一季度同比

增 长 15% ，2016 年 为 5% ，2015 年

为 29%。

同时报告也指出，印度智能手

机平均销售价格及所占人均 GDP

比例近年来都在逐步下降，不过在

2016年，平均销售价格相当于人均

GDP的8%，许多人仍无法承受。

2017趋势报告：智能机增长放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