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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代理工商代理

耳聋请配助听器13087062226●
助 听 器助 听 器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心理咨询心理咨询

广 告 热 线 : 13523260997 13183330295
地址：市区建设路西段 268号（鹰城广场对面）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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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资讯B

生活资讯E

教育资讯D

本栏目在微信公
众平台同步刊登
微信公众号：
ycqueqiaohui

设计印刷设计印刷
要印刷找龙发8861818●

会计培训会计培训

特色美食特色美食
鹰城名吃-四不腻猪蹄3413983●

●康乐居老年公寓13937585159

景观绿化景观绿化
专做楼顶花园后期养护18803759991●●公司注册、代账18737535133

律师服务律师服务
樊 律 师 18737553763●

亲子鉴定13137525230
房产抵押贷款
15837500217 做画册找天一8985888●

房产资讯C

招聘资讯A
招 聘招 聘

股票无息配资
电话：18837519993

大诚心理咨询13937507536●

出 售出 售

●高薪聘主管7千~2万15037536390

●夏龙调查公司13849569960
郭 磊 律 师 13937508869●

观湖别墅260万证15238201670●

家之诺全铝家具13733914788●

公园三室，毛坯
新房17737569369售房

友情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对双
方有效证件，投资汇款请谨慎。本栏
目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和平路东段一层门面
电话：15333903959招租

出 租出 租 立信会计初级会计师班
10月10日开课

分白、晚、周末班13703755835

诚聘：车间电工、仓库
保管员18837550007

转 让转 让

公司厂地转让
场地42亩，商铺60间，办公室
60间，生产车间1000m2，仓库
500m2，转 让 费 3500 万 元。

地址：平安大道西段陆顺建材城附近
李先生 13733913838央企聘：业务员，

业务经理，助理，
月薪 2000-8000 元，员
工制，福利高（五险一金）
双休。18737523637

工行下属子公司工银安盛招
聘：销售、管理，五险一金，聘

双薪双休传承制15886706090

本报讯 据媒体近日报道，苹果
证实正在调查iPhone 8和iPhone 8
Plus电池鼓包致屏幕开裂事件。

据悉，iPhone 8系列手机在开
售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发生了
多起电池鼓包事件。报道称，苹果
发言人证实，苹果已对该事件展开
调查，但并未透露已有多少部手机
受到影响。据 CNET网站报道，目
前至少有来自5个国家和地区的用
户报告了 6 起电池鼓包事件。近
日，广州的刘先生向媒体表示，自
己在某电商平台购买的 iPhone 8
Plus拆开包装后发现爆裂，而他并
未进行充电等操作。这或许是
iPhone 8 系列手机在中国内地的
首次爆裂。

去年，苹果竞争对手三星的
Galaxy Note 7旗舰智能手机也曾
发生过类似问题。当时，Note 7的
电池起火爆炸，最终导致三星召回
产品，并彻底停产Note 7。而根据
美 国 拆 解 网 站 iFixit 此 前 拆 解
iPhone 8 Plus的情况看，该款手机
电池来自三星 SDI。值得注意的
是，SDI便是问题机Note 7的供应
商。

截至目前，苹果iPhone 8系列
手机的电池问题仅局限于膨胀鼓
包，并未发生起火事件。不过，不
管后续调查结果如何，此次发生的
电池鼓包事件或多或少会影响苹
果iPhone 8系列的销量。 （钱瑜）

苹果 iPhone 8/8plus、iPhone
X三个新品近期发布，并未消弭此
前其创新乏力的质疑声，搭载人
脸识别技术的iPhone X能否让消
费者意识到其真正价值也是未知
数。华为、小米、OPPO、vivo等中
国主流手机厂商，某些方面已经
跃升到了可以与苹果、三星等较
量一二的位置，它们是否迎来了
手机史上前所未有的弯道超车机
会？

国产厂商“松了一口气”

虽然苹果近期一口气发布了
iPhone 8/8plus、iPhone X 三个手
机新品，但中国某手机厂商相关
负责人对记者坦言，看到了苹果
新品展示的创新技术应用，这让
他松了一口气。乔布斯 2007 年
发布了第一款 iPhone产品，彼时
诺基亚全球市场份额占比40%左
右，塞班系统风光无限。3年后，
苹果iPhone4首次做了大幅改版，
从此，苹果成功击溃了多年手机
霸主诺基亚、摩托罗拉，iOS系统
也成功击溃塞班系统，但短短十
年之后的今天，苹果创新带来的
品牌溢价正在式微。

在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
燕飚看来，中国手机厂商松了口
气背后，是其综合实力的极大提
升。曾经苹果发布 iPhone新品，
新品上一项创新技术的应用，中
国手机厂商需要两三年时间才能
追赶上其创新节奏，而如今像华
为、OPPO、vivo、小米等则只需要
两三个月的时间便可以追赶上。
创新技术的应用上几乎没有了门
槛，甚至有些地方还要领先一步。

在今年下半年，有一个业内
段子调侃，如果手机新品不是全
面屏的，都不好意思开发布会。
三星、LG、夏普以及华为、小米、
vivo、OPPO、金立、努比亚等，有的
已经发布全面屏旗舰手机，有的
将要发布。甚至像糖果手机推出
一款价位千元的全面屏手机，将
全面屏手机激战范围从中高端拉
伸到了低端市场，而近期发布了
iPhone 8/8plus、iPhone X 三款新
机的苹果，一是时机上并未引领
局势，二是仅有代表其创新水平
的 iPhone X 是 全 面 屏 手 机 ，
iPhone 8/8plus并不是。

孙燕飚告诉记者，手机同质
化时期，全面屏手机犹如“韩国微
整容”，颜值上的修整带给消费者
手机改变很大的印象，但有个痛
点则是手机从85%的屏占比提升
到90%，其成本却是成倍的增长，
因为这带来的是元器件的集成
化、模组的集中化、摄像头的微型
化等，这让所有的元器件都要定
制。

不过全面屏正在成为手机标
配，iPhone 8/8plus不是全面屏等
因素，造成首售效果相较于以往
手机新品发布落差较大。Above

Avalon 分析师 Neil Cybart 对外
表示，iPhone 8 开售第一周销量
可能是2014年 iPhone 6发售以来
最低的一次。中国移动某人士披
露的其销量情况与前者所说颇为
吻合。

苹果供应链尴尬

一边是 iPhone 8 采用的是
in-cell 屏，如果改变切割尺寸做
全面屏，整个屏幕的良品率会下
降到50%以下。由于in-cell屏可
以实现触控显示一体化，而如果
不采用 in-cell 屏，则违背了苹果
追求机身纤薄的消费潮流。

另 一 边 ，实 现 全 面 屏 的
iPhone X 依然矛盾，该手机使用
的是三星OLED屏幕，但孙燕飚分
析，这似乎并非苹果所愿，因为苹
果 iPhone 产品一般拥有 36 个月
的市场使用寿命，而OLED屏幕有
个天生毛病，光衰是18个月，消费
者用了一段时间后，会发现手机
屏幕越用越绿，这显然跟苹果使
用周期相矛盾。但是为了使用三
星的折叠技术专利，只能按照三
星要求采用其OLED屏幕。

这背后彰显了苹果供应链掌
控不力的尴尬。

近来，苹果采购核心零部件
尤其是新技术OLED屏幕上的供

应链把控能力式微，台湾面板厂
商友达被排除在2017年供应商名
单之外，三星成了其手机OLED屏
幕的唯一供应商，这违背了苹果
一直秉承的“双供应商策略”，而
近期苹果频频与京东方沟通合作
事宜，可见其改变现状的迫切性，
也侧面反映了中国在上游核心零
部件上的实力得到大幅提升。

华为总裁任正非在近日华为
诺亚方舟实验室座谈会上的一次
内部讲话称，从未想干翻苹果，AI
投资见顶下跌时正是机会。华为
9月2日在IFA上发布了一款名叫
麒麟 970 的人工智能芯片，这款
芯片将应用在即将在 10 月 16 日
发布的高端旗舰机mate10身上，
这款新机外界分析会拥有虹膜识
别或3D摄像等最新技术，而小米
mix2、vivo x20等均搭载了人脸
识别技术。

“AI、AR、3D摄像头等新技术
在苹果iPhone X上的应用，华为、
OPPO、vivo、小米等中国手机厂商
跟随只需两三个月，对于如今的
中国手机厂商来说，并没有特别
大的技术门槛和实现周期。”孙燕
飚告诉记者。

每一种新技术从兴起到普及
需要一个过程，苹果 iPhone X搭
载的3D摄像人脸识别技术，到底

何时能引领起来消费者这方面的
需求，依然是个未知数。从教育
市场到真正市场爆发的过程，这
期间，带给中国手机厂商一些生
存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厂商非
常擅长把握消费者需求，着重在
用户体验上下手，而新技术的跟
进也非常快速。

近期 iOS系统的对手安卓系
统缔造者谷歌，用 11 亿美元将
HTC手机团队并购，这被看作是
谷歌避免苹果 iOS系统一家独大
的一步棋。这势必带给苹果一
些新的压力。而中国手机品牌
基本都采用安卓系统，这无疑也
给中国手机厂商一个追赶的时
机。

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中国，截至目前，苹果已经连续六
个季度销量连续下滑，为了挽回
在中国的颓势，苹果近期在中国
设了一个新职位，派葛越担任苹
果大中华区首任副总裁和总经
理。

苹果在其他地区并未有担任
领导职务的高管。而葛越面对的
不仅是iPhone 8首次销售的不理
想，还有如何在中国手机品牌强
力竞争下，让即将上市发售的价
位高昂的iPhone X获得中国消费
者的认可等难题。 （经观）

苹果走下王座

手机业将要进入国产时代？
苹果调查iPhone 8
电池鼓包致屏幕
开裂事件

本报讯 从源头遏制电信网络
诈骗，首先要拦截所有境外改号电
话，阻断信息流。有反电信诈骗专
家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
近日致电检察日报记者，工信部已
经明确表态，年底前对冒充公检法
的境外改号电话实现全部拦截。

陈伟才在调研中了解到，犯罪
分子在台湾、东南亚等地设置电信
诈骗窝点，专门向大陆群拨改号电
话，主要是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
相关办案部门的电话，有些事主通
过114查询确认是政府部门办公电
话后更加深信不疑，进而上当受
骗。有统计显示，每年在境外通过
改号电话实施电信诈骗造成的经
济损失超过100亿元。 （谢文英）

工信部明确表态：

冒充公检法的
境外电话年底前
实现全部拦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