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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们的手机江湖

汽车
“产业政策偏差”
效应显现
新能源汽车产量显著下降

本报记者 钟文

手机市场总是变幻莫测，
你方唱罢我登场。

循环之美

在动辄上亿元的骗补金额
面前，新能源汽车除了内部清
理之外，外界认为其产业政策
存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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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成为业界焦点的“锤子手机卖身”传闻
仍在发酵，绯闻对象乐视、阿里和小米的一举一
动也持续吸引着公众的眼球。尽管这场收购或
许只会停留在话题层面，但锤子科技和互联网巨
头阿里之间的密切纠葛却已是无法辩解的事实
——今年 6 月，锤子科技 CEO 罗永浩出质了所持
有锤子科技的一半股权给阿里。

信息
使用率偏低
在线教育遭遇寒冬

毫无疑问，在贾跃亭、雷军和罗永浩之外，已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调查

近两年来，在线教育从用

经投资过魅族的马云爱上了手机，而家电行业大
姐大董明珠也早已将其对手机的钟爱化为行动。
手机这个市场，
到底有多大魔力？

户规模上看是上升的，然而在
使用率上却没有很大的突破和

爱上手机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至第六版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至第六版）
）

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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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著名企业阿里巴巴的掌舵者，马云
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外界关注。9 月 21 日，乡村教
师代言人——马云发微信称在联合国大门口一

物流
“史上最严限超载令”
掀行业改革新风

个警察要求和他照相,说警察长得很帅,并补充说
长得和他很像。这条微博一下子就在网络疯转，
但是细心的网友发现，马云手里紧紧攥着的是一

新政的出台会给整个物流

部 iPhone 手机，目测 iPhone 6 或者 6S。有网友

行业带来诸多方面变革，同时

发问，不知道马云平时用不用第三大操作系统

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货运企业

YunOS。YunOS 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智能操作

物流成本上升。

系统，可搭载于智能手机、智能穿戴、互联网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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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智能家居等多种智能终端设备。
不管马云用不用 YunOS 系统，马云加快手

健康
精准医疗
成大健康产业
“新赛道”

机行业方面的投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6 月 28 日，根据锤子科技最新工商资料显
示，罗永浩已将部分股权出质给阿里巴巴。消息
人士表示，罗永浩将股权质押给阿里巴巴，是阿

伴随“十三五”规划落地，

里巴巴将要入股锤子的前奏。工商登记资料显

健康中国正式升级至“国家战

示 ，罗 永 浩 在 锤 子 科 技 的 持 股 比 例 由 此 前 的

略”。大健康产业“版图”的开

56.30%变为 28.46%，减少的 27.84%股权已部分或

辟，
已经不只是一个“概念”
。

全部质押给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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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锤子科技主营业务为智能手机，目前
已推出三款产品，分别为锤子 T1、坚果手机和锤

评论
“26 条”
能否为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护航？

子 T2。
在此之前，阿里巴巴在智能手机领域曾投资
过魅族科技。2015 年 2 月 9 日，魅族科技同阿里

如何破除掣肘民间投资的

巴巴集团联合宣布，阿里巴巴投资魅族 5.9 亿美

壁垒，激活民间投资的热情，为

元。马云并提出了自己在产品和市场方面的建

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成为各界

议，并为魅族圈定了三年内进入国内手机市场前

既关切又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三的目标。
不仅是马云，家电行业大姐大董明珠也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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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投向了手机市场。
2015 年 3 月初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的董明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调宣布“要是

【重磅推荐】

我做手机，我就让消费者 3 年不换手机”。其后
的 3 月 19 日，董明珠在中山大学博学大讲堂上拿
出一款打着“格力”logo 的手机，对着在座的 1500
多位观众表示，格力制造的手机用了最好的材
王利博制图

料，而且是人性化的设计，拿着手感会不错，不会
比市面上其它智能手机差。
这意味着格力早已进军了手机行业。

紫竹评论

事实上，手机行业从来不缺少新的参与者。
除了马云、董明珠外，360、乐视等巨头也纷纷公

马化腾求情能否让网约车命运逆转？

布各自手机面世日程，而小米的掌门人雷军早在
2010 年开始涉足手机行业。
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代加工企业——
台湾科技集团富士康(Foxconn)董事长郭台铭也

事件，这是有关部门对网约车从严管理的

网约车的第三个理由，
但也正好说明了网约车的

开始涉足手机品牌。今年 6 月，据英国《金融时

关键理由，但这个理由可以说根本站不住

价值所在。网约车活跃只能说明，
网约车深受市

报》消息称，微软(Microsoft)同意把诺基亚手机部

脚。虽然网约车也出现过伤害乘客的不安

场欢迎，
有着发展的潜力和空间。硬性取消和减

门作价 3.5 亿美元出售给富士康。早在 2014 年，

全事件，但这并不能说明网约车比传统出

少网约车并不能减少城市人群的出行意愿和频

诺基亚推出的 N1 平板电脑时的合作伙伴就是富

租车安全水平差。网约车从约车到运行再

次，而只能逼着人们去乘坐安全性更差的“黑

士康。

客领袖”座谈会上就上演了一出“棒下留情”

到结算，全程形成闭环管理。乘客约了哪

车”
。从以往的事实看，
包括在北京这样的国际化

的剧情。就不久前出台的网约车新政（
“征

个车，一路经过哪里，有没有安全到达，都

都市，
打击“黑车”
都是让交管部门和警方头疼的

求意见稿”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向李克强总

在平台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监控之下。和在

一个难题。网约车的出现，
把
“黑车”
漂白，
而网约

理建议：
“网约车不要一棒打死，刚刚新出台

路边拦截的传统出租车相比，乘客的安全

车新政，
则很可能再次把网约车逼成
“黑车”
。

的网约车政策，希望能慎重，给缓冲时间，进

显然更有保障。

丁是钉

“刀下留人”，这是一些冤假错案中常见

P9—P10

的桥段。
2016 年 10 月 12 日，在“深圳双创周创

一步调研。”李克强总理回复说：
“ 会要求有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早已不再是一
只手机，
而是一个利益口。

门槛低，驾驶员水平及车辆状况参差不

是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关注，
也是对其自身命

360 手机 CEO 周鸿祎曾在给全体员工的内

齐，也是有关部门加强监管的主要理由，但

运的关注。网约车代表着活力，代表着市场意

部邮件中解释了“为什么要做手机”，他表示：
“我

10 月初，北上广深四城市出台关于网

这个问题恰恰是由监管造成的。由于网约

志，代表着自由精神；而网约车新规细则代表着

们要在移动互联网上把安全做到极致，就必须自

约车的新规细则，各地对网约车的要求堪称

车没有取得合法地位，乐于进入网约车平台

管制，代表着传统的利益格局，代表着保守的监

己做手机，这样才能深度介入操作系统底层，在

苛刻，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两地“京人京车”、

的司机和车辆数量必然会少，网约车平台只

管方式。

此基础上构筑真正的手机安全，实现用户需求的

关城市进行研究。”

“沪人沪车”的条款，更是大有把网约车逼上
绝路的节奏。
网约车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网约车到
底要不要管，当然要管。但问题是怎么管，
管到什么程度。

G01—G04

民间对于网约车命运的关注，
从深层次上讲

投资当下？

不安全，发生了一些侵害乘客利益的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武峰律师 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迟键律师

好以降低门槛的方式，追求数量的增加。事

中国经济中目前面临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从

实上，对网约车的政策越放开，越有利于网

城市治理和经济发展的角度，
管理者首先应当明

“行业巨头都热衷于投资手机，其主要目的

约车平台选择司机和车辆，越有利于提高网

确要管什么，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尤

就在于‘引流’。”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中国企

约车的服务水平。

其是应当明白，
管理的优先次序问题，
比如打牌，

业报》记者表示，他们在获得大量用户之后，可以

同样一把牌，先出什么后出什么，结果可能是大

开展更多的业务，
寻找更多的盈利点。

拥堵多，使用网约车的人数激增，导致
城市道路交通压力加大，这是有关部门排斥

不一样。

（下转第二十二版）

安全感。
”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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