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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避苹果避““硬硬””就就““软软””

是螳螂捕蝉还是廉颇老矣是螳螂捕蝉还是廉颇老矣
李佳师

热评热评

如果你曾经成功，那么人们
对你的下一次一定有更高的期待
值，就像这次苹果公司的春季发
布会，“没有任何新硬件”让人
们对总能够引领智能硬件时尚的
苹果很失望，所有关于苹果的新
硬件形态猜想都没有被证实，发
布会的当天苹果公司的股票应声
下跌。与此同时，微软在几周前
也宣布放弃智能硬件Brand手环
业务，到今年5月31日不再对手
环相关网站及 APP 进行更新。
而就在苹果发布会之后的第二
天，华为在巴黎发布了号称追赶
专业摄影器材的手机P30以及其
他智能硬件。

人们不禁要问，苹果为什么
不发布新硬件？微软为什么停更
智能手环？华为又意欲何为？巨头
在做什么改变，又透露哪些风向？

如果你一直在屋顶附近奔
跑，总会有接近天花板的那一
天，就像苹果带来了 iPhone、
iPad等各种新潮硬件引领产业之
后，终于让人们失望。而作为行
业的标杆，站在明处，总会有很
多后来的竞争者想超越你，把某
些细节做的更为极致。事实上，
苹果给智能手机带来的最大惊喜
是将多点触控技术用在了iPhone
上，促使交互方式改变，创造了
软硬紧密集成的生态，从而开启
了智能手机的新时代。

如果你想成为业界一直的王
者、引领者，是需要在开辟完一个
赛道，赚完头部厚利之后，快速跨
越到新的无人赛道上的，就像微
软放弃了对手环 Brand 的纠结。
因为微软意识到在手环这个赛道
上铆足劲，虽然也可以做得比其
他对手好那么一点点，但在一个
拥挤的赛道上仅仅做出那么一点
点优势，显然是微软的基因所不
能容忍的，所以微软放弃了手
环。而对于微软来说具有颠覆意
义的下一个产品，全新的赛道是
VR/AR，值得奋力跳过去重兵投
入，所以微软对 VR/AR 的布局
是从芯片到眼镜头盔到开发者到
行业头部应用一个都没有落下。

苹 果 这 次 发 布 确 实 很
“软”，聚焦在支付、新闻等一系

列软件和服务上。苹果生态系
统上有9亿用户，他们身上有无
限量的终身价值，创造更好的服
务能够获得更大的流量变现，而
且有了更好的内容还有可能吸引
更多的新用户。数据显示，Ap-
ple News 每 月 阅 读 量 达 到 50
亿 ， 超 过 10 亿 用 户 曾 在 App
Store下载游戏，iOS已经成为世
界最大的游戏平台，目前在美国
已经有 70%商家接受 Apple Pay
付费等。这其中有很多数据变
钱、利滚利的事情，是一个躺着
就可以不断来钱的生意线路。苹
果这样做当然没有错，而且华尔
街、股民和分析师们似乎也认可
了库克的这个做法，几天前苹果
股票上涨逼近 4 个月来的最高
点，市值为 9257.8 亿美元，终
于重回全球市值第一宝座，苹果
的业绩开始复苏。

如果苹果一直这样“软”下
去，靠着深耕苹果生态用户不断
利滚利、不断鸡生蛋蛋生鸡，苹
果当然可以活得依然滋润。但
是，如果苹果不在下一代硬件、
下一代计算终端和平台上有更大
的突破和更多的作为，那么很可
能就验证了有人说过的那句话：

“苹果失去了乔布斯，就永远不
再是苹果。”

未来各种新型的计算平台、
新型的智能硬件、新型的AI终端
将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甚至也开
始出现了脑电波交互来操控设
备，那时，手机和电脑还是最核心
的计算终端吗？如果不是，那苹
果还在吗？想到这些问题，苹果
应该“压力山大”。但也有人说，
苹果其实从来都不是最领先科技
的创造者，只是善于把领先的科
技组合在一起，创造一个好的使
用模式罢了。 所以看起来下一
代的计算平台比如VR/AR的试
水者里目前还没有苹果，也很正
常，等大家都在前面各种试错之
后，苹果再横空出世。上次苹果
做到了，下一次苹果还能那么幸
运踩上点吗？苹果是螳螂捕蝉还
是廉颇老矣？时间会给出答案。

本报讯 2 月 27 日至 3 月 22
日，按照工信部党组统一部署，2019
年工信部机关干部轮训班在京举
办，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出席开班
式作动员讲话，并围绕“以政治建设
为统领，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和
网络强国建设”主题，为部机关处级
以上干部讲党课。

本次轮训是工信部党组贯彻落
实中央《2018-2022 年全国干部教
育培训规划》、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一项
重要举措。主要目的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
力，强化担当精神和履职本领，不断
凝聚起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
设的智慧和力量，坚决贯彻落实好
党中央决策部署，以优异工作成绩
庆祝新中国70华诞。

结合工作实际，轮训共安排了3
个单元：一是2月27日至3月1日组

织司局级、处级干部集中授课。中央
财办副主任尹艳林，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陈肇雄、王江平，商务部国
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
就部重点工作和当前国际形势等重
大问题作专题讲座。二是3月4日至
15日，分两批组织部机关处级干部
脱产学习一周。中央党校、中科院、
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和部机关业务
司局的领导对学员进行党性教育、
业务培训、法制教育、廉政教育和心
理健康培训。三是3月18日到22日，
组织处级以下青年干部脱产学习。

学员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按照全国工业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立足岗
位、扎实工作，在攻坚克难中见担
当，在狠抓落实中见真章，为加快
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贡献
力量。 （布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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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物联网市场深耕物联网市场 手机芯片企业加快转型手机芯片企业加快转型

本报记者 陈炳欣

44KK超高清电视的春天来了超高清电视的春天来了？？
本报记者 刘迪

智能手机市场增长乏力，正在
驱动三大手机芯片公司加速产品的
转型。近年来，高通、联发科、紫光
展锐纷纷发力车联网、物联网与智
能家庭市场，目标正在于寻找新的
市场立足点。这已经成为它们得以
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步骤。

寻找新增长点迫在眉睫

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智能手
机出货量已经见顶，且持续呈现下
滑态势。这导致了近年来智能手机
芯片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国际数据
公司（IDC）发布的报告显示，受
宏观经济增速下行、消费者换机周
期拉长、碎片化智能终端分流等因
素协同影响，2018 年国内智能机
整体市场出货量同比下滑超过
10%。这已是智能手机销量连续三
年下滑了。

除此之外，智能手机厂自制SoC
主芯片的趋势也愈演愈烈。近日有消
息称，华为正在增加旗下智能手机的
芯片自给率，去年下半年华为手机的
芯片自给率不足40%，今年下半年将
增长到60%。三星手机也在不断增加
采用自家芯片的比率。Strategy Ana-
lytics 的数据，2018 年第一季度三星
LSI在基带芯片上的市场份额已经超
过联发科，其中三星LSI占14％，联
发科占 13％。而不久之前，苹果公
司组建基带芯片团队，自研基带芯片
的消息更是传得沸沸扬扬。

这种趋势对于手机芯片厂商来
说将是重大挑战，对于公司获利造
成重要影响。高通公司在其 2018 财
年便遭遇了上市以来首次亏损。整
个财年高通收入 227.3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但在利润方面却出现
48.64亿美元的亏损。而2017财年高
通利润为24.66亿美元。虽然造成高
通巨亏的主要原因有非经营层面的
因素——美国 《就业与减税法案》

的实施，使高通一次性缴纳了60
亿美元的巨额税款，加上收购
NXP 失败，高通也支付 20 亿美
元的分手费——但是芯片业务方
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高通在财
报中预估2019年上半年需求仍显
低迷，预计要等到2019年下半年
随着新一代 5G 手机服务以及网
络建设展开之后，才有可能带来
新一轮增长动能。

联发科从 2017 年以来一直没
有摆脱业绩低迷的态势。在其日前
发布的财报中，2月份营收141.61
亿新台币，为11个月来新低。在
财报会上，联发科执行长蔡力行表

示，受季节性因素、渠道库存问题
影 响 ， 营 收 预 计 季 减 约 12％ ～
20％，毛利率则是落在 38％～41%
之间。至于全年运营表现，蔡力行
表示，今年不定性高，手机市场趋
缓，是联发科的一大挑战。

至于紫光展锐也没有展现出令
人欣喜的业绩表现。根据 Trend-
Force 集邦咨询发布的 2018 年中国
IC设计企业营收排名，紫光展锐虽
然仍然保持了第二名的排位，营收
110 亿元（为预估值），但与 2017 年
的110.5亿元相比，出现了0.5%的负
增长。

（下转第2版）

作为家庭娱乐的终端，电视机
承载着强化用户观影体验的重要使
命，近年来，超高清大屏电视日益受
到广大消费者的关注。数据显示，
2018 年，超高清 4K 电视的市场销
量占比高达69%。

虽然从数据上看超高清 4K 电
视的市场占比较高，但市场上仍然
存在一些技术和观看体验并不达标
的“近似超高清4K”产品，其中既有
标准缺失的原因，也因为部分企业
出于利益未能守住底线，还有产品
技术存在缺陷的原因。这不仅损害
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影响消费者对
于4K电视满意度。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印发了《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

动计划（2019-2022 年）》，明确将大
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相关
领域的应用。4K关键技术研发、相
关标准完善和生态体系建设将因此
进一步提速，阻碍4K超高清真正普
及的“堵点”有望被彻底打通。

4K超高清电视标准化提速

尽管超高清4K电视的市场规模
日益壮大，但是超高清4K电视在市
场中的整体表现却与预期存在不小
的差距，特别是在用户体验上，绝大
多数消费者认为购买回去的超高清
4K电视因为内容上的不足导致使用
率不高。

对此，赛迪智库电子信息产业研
究所副所长温晓君表示，虽然市场中
的超高清4K电视销量占比已经达到
了69%，但这些产品主要是从显示分
辨率的角度来进行宣传的，产品的实
际表现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超
高清4K标准，产品体验效果无法令
人满意，所以消费者对超高清4K电
视不买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为了进一步了解超高清4K电视

的真实市场情况，笔者走访了国美、
苏宁等线下卖场，通过对消费者调
研了解到，除了体验不佳，内容上的
严重不足外，和同类产品价格悬殊
也导致消费者对超高清4K电视“爱
不起来”。

大多数消费者认为，目前可供
观看的超高清4K内容并不多，并且
购买回去的超高清 4K 电视并没有
在卖场中那般清晰，所以没有必要
购买超高清4K电视。在价格方面，
市场中的超高清 4K 电视市场售价
有较大的价差，从几千元到几万元
不等，即使是同类产品，价格也有很
大差别。例如在某电商平台，55英
寸的超高清 4K 电视售价低至 1899
元，高至21999元，超高的价格差让
不少消费者感到吃惊。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所谓的低价超高清 4K 电视主要集
中在互联网品牌，这些产品在价格
方面确实很诱人，但不得不说，超低
的价格已经违背了产品成本规律，
所以这些低价格的超高清 4K 电视
在性能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彩电市场的

确存在着“假4K电视”。虽然超高清
4K电视的显示屏幕都采用4K分辨
率，但不排除有些厂商为了降低成
本，在其他硬件配置上“偷工减料”。
对于超高清4K电视来说，面板清晰
度不是唯一参考的指标，即使使用相
同的显示面板，电视自身的引擎芯
片、编解码技术等同样会影响消费者
的体验。目前绝大多数低价超高清
4K电视仅仅在显示清晰度方面达到
了标准，在图像芯片、编解码技术等
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对此，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视频产品研发中心产品总
监汪文杰表示，“假4K电视”在消费
级领域是一定存在的，比如有些电
视的液晶面板达不到超高清 4K 分
辨率但却可以支持“非点对点”4K
信号的播放，有些电视最大支持
30Hz逐行，不支持50Hz逐行，有些
电视支持所谓的HDR，但可能是在
打概念的擦边球而并非真正的电视
HDR等。随着超高清4K电视团体
标准的发布，可以更好地规范市场
上的产品，也是对消费者的保护。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党组
书记、部长苗圩与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党委书记、政委孙金龙在北京签
署《工业和信息化部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支持兵团向南发展战略合
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完善兵
团南疆师市制造业发展政策体
系、加强规划引领、推进产业优化
升级、精准承接产业转移、加快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人才交流
培育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
兵团南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集聚人口，推动兵团深化改革
和向南发展不断取得实效。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
军，兵团司令员彭家瑞、副政委孔
星隆、副司令员姚新民，兵团副秘
书长胡建新，工业和信息化部相
关司局及兵团有关单位负责人参
加了签字仪式。 （耀 文）

工信部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签署支持兵团向南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