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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2 月初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

产业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7 月，我

国网络视频用户超过 4.39 亿，网络视

频使用率超过 70％，手机视频用户超

过 3 亿 ，移 动 视 频 使 用 率 超 过

55.7％。另有调查显示，电视忠实受

众（每天收看2小时）人群正以每年2％

的速度递减。可见，媒体格局和舆论

生态系统正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

的人将网络作为获取视频信息的主要

途径。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电视

论坛（ATF）上笔者发现，面对互联网

对电视的冲击，电视业者讨论更多的

是互联网给电视制作带来的机遇。

首先，互联网给电视制作带来更

多互动渠道，达到“粉丝经济”。在

ATF 上，以《爸爸去哪儿》为例，其制

作团队不仅经常公开征集用户对明星

爸爸们每一站所做游戏的看法，还在

微博、微信、视频网站上建立起了一个

庞大的粉丝生态系统，与观众进行互

动。正如论坛主办方、新加坡媒体发

展管理局产业发展助理局长傅彩莉所

言，现在的观众已不仅仅需要开发新

的电视节目来满足需求，他们更注重

参与感，希望随时随地进行自己观点

的表达，只有互动的内容策略和多平

台手段才能拥有一个长线发展平台。

其次，互联网给电视制作方带来

更多的发布渠道和利润分成模式。通

过互联网，依靠免费播出影视内容并

获得广告收入、播出影视剧内容并向

用户收取播放费用的出租模式被更多

的版权方接受。在国内，随着视频网

站对版权的购买热情逐年提高，电视

内容发行渠道正被拓展。

再次，互联网的长尾用户将会给

电视内容带来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小

众内容将会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市场

研究机构 Venture Consulting 分析师

维拉·帕特尔在 ATF 上表示，移动互

联网的高速发展，将会进一步拓宽影

视行业的发行渠道，会让更多小众、专

业的影视作品走入公众的视野。越来

越多的普通观众可以通过平板电脑、

手机等移动终端看到这些小众影片，

并愿意为这些内容买单。这也会激发

那些小众影片导演们的创作激情，开

辟更多的垂直领域的影片。

随 着 移 动 4G 网 络 、 OTT 的 发

展，以及移动支付的普及，互联网将

给电视制作带来更多的机遇。但如何

抓住机遇，换取“真金白银”是电视

制作企业和电视台值得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为电视

制作带来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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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5 日，乌云漏洞平台显示，
大量 12306用户数据在互联网上传播售
卖。尽管当晚中国铁路官方就发布消息
称，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但 13
万用户信息的泄露还是让人心头一惊。
12 月 26 日，反信息诈骗联盟发布 《反

信息诈骗白皮书》，其中数据显示，仅
2013 年，中国信息诈骗案件发案 30 余
万起，群众损失 100 多亿元。用户数据
泄露和贩卖，正是这些信息诈骗案件发
生的“源头”。

账户名、密码和与之关联的身份

证号、银行卡号、住址等核心数据，
正在越来越紧密地与消费者口袋里的

“真金白银”联系在一起。这些海量数
据如何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普通消
费者、安全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又
能做些什么？

按照警方的说法，本次 12306 网
站用户数据信息泄露，是犯罪嫌疑人
通过收集互联网某游戏网站以及其他
多个网站泄露的用户名加密码信息，
尝试登录其他网站进行“撞库”，非法
获取用户其他信息导致的。所谓“撞
库”，其实就是黑客指利用已经泄露的
用户信息，批量登录其他网站，从而
得到一系列也可以登录的用户。其根
本原因在于很多用户在不同网站使用
的是相同的账号密码。

不过，被“撞库”的 12306同样在
安全防范上负有责任。互联网安全厂商
360 安全总监赵武认为，被黑客“撞
库”得手，根本原因是 12306的账号安
全体系有缺陷，根据补天漏洞平台白帽
子发现，12306 手机 APP 登录接口存

在漏洞，黑客可轻易绕过其账号安全防
护措施，无限次尝试自动登录。“一般
情况下，如果出现连续试错密码、大规
模登录请求等异常情况，应对访问 IP
进行一定时间的屏蔽封锁。”

互联网安全厂商瑞星安全专家唐威
同样表示，除了对“撞库”缺少应对，
瑞星在对 12306 网站安全监测时还发
现，12306 主网站下属的南方货物快运
服务站、东北货物快运服务站等 6 个子
网站存在 Struts2 漏洞，利用这个漏
洞，入侵者可以获取子网站管理员权
限，并可以通过恶意代码控制子网站服
务器对主站进行跳板入侵获取信息。

“这也折射出很多网站缺乏安全意识，
平时的安全防范手段形同虚设。”

由于通过 12306账户，黑客不但能

看到用户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信息，
甚至还能看到用户曾帮助购票的其他人
的核心信息，因此如何避免损失，就成
了广大用户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目
前各大互联网安全厂商都推出了自己的
12306 用户泄露信息查询平台，用户只
要输入手机号、身份证号或者在 12306
的注册账户名，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信息
是否在泄露范围。“一旦发现在泄露范
围，要尽快重设登录密码，保护信息安
全。”唐威表示。

此外，赵武还建议，普通用户应有
账户密码分级设定和使用的意识。“对
于涉及用户重要隐私的账号，一定要单
独设定，不与其他网站账号相一致。防
止一个账号密码泄露，影响所有账号安
全；对重要账号定期修改密码，每半年
或者每个季度至少换一次，保证账号安
全；除了银行网站，著名的电子商务网
站之外，其他网站都不要提交自己的真
实信息；切勿轻信陌生人来电和短信，
对信息泄露引发的钓鱼诈骗保持高度警
惕。”

用户应有“分级意识”

12 月 11 日，中科遥感集团联合多家
企业在北京正式对外发布遥感集市。用
户只要登录被称为一站式云服务平台的
遥感集市上，动动鼠标，就可以轻松获
得数据和服务，完成数据处理、产品生
产、软件研制、应用开发、系统集成等
一系列工作。业界专家表示，遥感集市
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商务化遥感服务
模式，使以往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遥感服
务，变得普适化、便利化。

近年来，遥感应用需求迅猛增长，
服务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之前，早已有
业内公司在遥感数据服务模式上作了众
多尝试，例如四维世景公司推出的沃
图，天目创新公司推出的图享受，以及
影像超市等。这些服务基于数据源优

势，结合互联网思维推出了快捷的遥感
影像购买和预订通道。

与沃图等服务相比，遥感集市的创
新点在于它完全基于云端构建，是云端
化的遥感服务平台。据中科遥感执行总
裁任伏虎介绍，遥感集市上集成了国内
外众多的遥感数据资源，数据体量非常
大，仅 3 米分辨率的全国数据就达到几
十 个 T， 下 载 这 些 数 据 需 几 天 才 能 完
成，而在遥感集市云工作台，用户几秒
钟就可以完成数据调用，非常方便。

任 伏 虎 告 诉 记 者 ， 过 去 用 户 要 先
花大价钱买下遥感数据，一买至少就
是一景，少则几十平方公里，多则几
百平方公里，还要连带购买相应的数
据处理和应用软件，然后再投入大量

的时间把数据和软件部署到计算机系
统中。而随着新数据不断增加，旧有
的数据又舍不得丢掉，只好不断购买
存储设备，提高计算能力。当然，还
有后续的更新和维护。

遥感集市服务平台创新性地将遥感
数据从购买变成租用，一次性解决了遥
感数据使用上的难题，大大降低了成
本。在“2014 遥感集市联合发布会暨遥
感服务创新论坛”展示区，记者体验了
一把在线购买数据的乐趣后发现，一块
1.6 平方公里大小的影像，只需支付 1.7
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众用户无需
具备专业知识，就可以使用影像服务，
也可以通过集市上的专业化服务，满足
人性化需求。比如订购了住家周边的影

像，就可以根据每天为您推送的最新影
像，及时了解家乡的变化情况，并能将
影像分享到朋友圈。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李维森
对这种创新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
示，遥感集市实现了对传统服务模式的
创新，从技术上解决了遥感数据存储空
间大、大数据处理效率低等一系列问
题。同时，利用云服务模式实现了互联
网、云服务与遥感的深度融合。

会上，专家们对遥感集市在行业中产
生的影响充满了期待。据悉，遥感集市正
在和阿里巴巴公司洽谈合作，计划将优质
的遥感创新服务分发到阿里巴巴电商平
台。也许不远的将来，遥感服务会走进每
家每户，更好地服务于大众生活。

遥感服务试水电商
佳 行

本报讯 记者艾芳报道：日前举行的“2014 年
(第十届)中国平板电视行业大会”上发布了《2014 年
中国平板电视消费状况及 2015 年趋势预测报告》，
该报告指出，2014 年中国彩电市场整体需求收窄，
销量下滑。尽管下半年彩电销量较上半年有所回
升，但依然无法扭转行业负增长的“困局”。

据中国电子商会消费电子产品调查办公室调研
数 据 显 示 ，2014 年 下 半 年 平 板 电 视 零 售 量 约 为
2200 万台，全年销量 4200 万台，同比下降 6.7%。
预计 2015 年中国平板电视市场需求将继续维持在
4200万台左右，整个彩电市场已进入调整期。

2014 年中外主流彩电品牌在新型屏显技术创
新上的角逐愈加激烈，曲面、OLED、大屏激光影
院、量子点等新型屏显技术并存的产品品类多元化
竞争格局逐渐显现。2015 年各种新型品类平板电
视将逐渐替换传统 LED电视，成为消费市场主力。

2014 年 4K 超高清电视市场关注占比和渗透率
均有所提升，增幅强劲。据不完全统计，预估
2014 全年 4K 超高清销量约为 800 万台，整体占比
接近 20%。预计在产业链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
更加成熟的背景下，2015 年 4K 电视消量占比有望
达到 40%。

目前，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电视产品形态，也改
变着家电传统销售渠道。在家电市场全面“触网”
的背景下，2014 年，家电网购市场业态占比不断
扩大。有数据显示，2014 年 1 至 10 月，彩电线上
市场零售总量达 573 万台，同比增长 77%，占彩电
整体销量比重达 16%。随着家电电商业态的急剧膨
胀，家电线上线下销售冰火两重天的分化趋势愈加
明显。预计 2015 年，平板电视线上市场份额将达
到 20%。

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指出，当前彩电
制造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家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后
政策时代”消费需求不足等来自外部经济环境的压
力，同时，产品同质化、产业链各环节成本不断走
高、核心技术话语权不足、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以及
产业自身转型升级的滞后性等问题，也促使彩电行
业的竞争转向存量市场。

本报讯 国内智能硬件厂商麦开公司踩着2014
年的尾巴，在微信里用一场新颖别致的发布会，发布
了一款叫Here的智能健康感知仪，其能实时感知、分
析周围环境和体质，外观类似于健康体重秤。

据介绍，Here 具有主动感知和无感互联两大特
性。当用户出现在它边上的时候，Here 能够主动感
知你的存在，根据云端算法或者用户需求，为你做一
些事情，比如感知天气、空气污染指数等。当你靠近
Here 时，它能跟你手腕上的智能手环自动连接，然
后在屏幕上适时显示你的睡眠质量数据，而当你站
在上面时，它可以告诉你的体重、脂肪含量、BMI 等
指标，以上活动无需通过手机 APP 传输数据。不
过，这一切都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服务器来
支撑，所以下一步要看麦开的技术和服务是否能跟
上。麦开创始人李晓亮表示，到明年 1 月，Here 能
达到 2万台以上的产能。 （佳 行）

麦开推出智能健康感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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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警方安全共建

从 当 年 的 携 程 、 天 涯 到 今 天 的
12306，网民个人信息为何频频泄露？
腾讯副总裁罗道锋表示，这是因为信息
诈骗已形成整条“黑色产业链”，“有些
犯罪分子专门传播病毒和木马，有些专
门贩卖信息，甚至连提款和收买赃物都
有专门的人来实施”。

《反信息诈骗白皮书》 也显示，个
人信息泄露导致信息诈骗趋向精准化。
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诈骗分子掌握了受害
人的详细资料，包括姓名、身份证号、
电话、消费记录等，这也衍生出各种有
故事、有场景的“精准诈骗”，让很多
群众防不胜防。比如，网购了某商品
后，遭遇淘宝退款诈骗；收到包裹后，
接着就遭遇邮包藏毒诈骗；购买机票

后，很快遭遇了“航班取消”诈骗等
等。“诈骗分子也学会了运用大数据提
高‘生产效率’。”罗道锋表示，“诈骗
分子会根据购买到的用户个人信息数据
进行详细分析，并根据用户信息的特点
设计诈骗环节和故事。比如，当诈骗分
子发现数据是购买机票的人群，并详细
获知航班号、出发时间、姓名后，会编
造‘航班取消’或者‘机票改签’的短
信群发给这一人群。”

“由此可见，反信息诈骗是一个系
统的社会工程。”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
长卢卫如是说，他表示，需要全社会行
动起来，打通信息障碍，建立一个互联
互通的全国信息数据平台，促进信息诈
骗全社会防控体系建设。

反信息诈骗联盟首创的“警企民”联
合防骗新模式正在打通信息障碍，在促
进数据安全共享上进行尝试。联盟开通
了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并基于腾讯安
全云库建立互联网安全开放平台，将运
营的全球最大风险网址数据库、过亿活
跃号码库、恶意诈骗银行号码黑名单分
享给联盟成员，共同打击信息诈骗。目
前，联盟成员已有包括金山、搜狗、京东
等互联网厂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
业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十余家
覆盖全国的商用 WiFi厂商参与。

深圳网警支队副支队长薛克勋介绍
说：“利用这一模式，一年来已直接劝阻
1.84 万人避免转款达 1.56 亿元，为 9776
名受害人快速拦截被骗资金 1.09 亿元，
避免、挽回损失合计近 2.65 亿元；‘呼
死’涉案诈骗电话 51641 个、账号 25287
个，通报运营商关停及技术封堵违法电
话 5017 个；处置违法网站 1390 个。各
机构的通力合作，为反信息诈骗的社会
治理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

本报讯 记者陈静报道：网易云阅读 12 月 29
日发布 《2014年移动阅读报告》，报告显示，2014
年，中国人电子书总阅读量已经超过 14 亿册，平
均每人电子书阅读量为 5.6 册。换成纸质书，首尾
相接相当于绕赤道 8 圈，而纸书换算成树木，相当
于绿化了 2个北京城。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当前移
动阅读的用户规模已达到 2.42 亿，这意味着有接
近一半的用户通过手机看书。《2014 年移动阅读报
告》 进一步称，移动阅读用户呈现出男多女少，男
性用户占了 72.56%，远远超过女性用户。在年龄
分布上，19 岁-30 岁用户占据了 60.94%，成为移
动阅读的核心用户，而其中以 19 岁-25 岁年龄用
户明显更高。在对阅读场景的调查中则发现，移动
阅读用户使用场景分布最频繁的是“床上”，其次
是“公交车/地铁上”。

《2014年移动阅读报告》发布《2014年移动阅读报告》发布

您看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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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势 也 日 趋 严

峻。 佳 行摄

本报讯 记者秦海波报道：随着互联网企业
与家电企业战略结盟的深入，“跨界”进入一种

“新常态”。近日，四季沐歌正式签约 《我是歌手
3》 顶级战略合作伙伴，四季沐歌航天净水机将
通过湖南卫视全面呈现。

净水机作为四季沐歌多元跨界的标志性产品，
被视为净水领域的一匹黑马，率先采用世界尖端净
水技术，成功晋级 2015 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
馆指定净水产品。四季沐歌媒介总监高雪松表示，
湖南卫视 《我是歌手 3》 既是实力唱将的舞台，也
是实力品牌的展示平台，希望通过湖南卫视“台网
跨屏”互动全面展现其净水领域新领军者的品牌形
象。业内专家表示，四季沐歌携手湖南卫视走娱乐
营销路线是建立品牌个性、品牌亲和力最有效的途
径，通过品牌构思巧妙且恰到好处的细节展示和植
入，品牌知名度会进一步提升。

四季沐歌签约《我是歌手3》

我国电视剧通过互联网渠道得到

海外观众喜爱。图为在第15届亚洲电

视论坛我国影视企业展台前，吸引了

众多国外买家。本报记者 谭 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