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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继发布国内首款智能手表后，

日前，位于浦东的上海果壳电子有

限公司正式发布其新一代 18天极

限待机智能手表，这也是其GEAK
品牌旗下自主研发的最新一款智

能圆表。

记者了解到，不同于大部分

智能手表采用方形显示屏幕，此

次发布的果壳智能手表采用完整

圆形屏幕。对于首次尝试，果壳

电子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之所

以抛弃常见的方形设计，是因为

在果壳智能圆表设计之初，公司

进行过一次规模达 10万人以上的

调查。调查显示，在智能和外形

这两个选项中，非常多的消费者

认为目前的智能手表外形不够美

观，所以果壳智能圆表外形设计

延 续 了 经 典 名 表 的 Cushion
Round外形。

为了实现圆形的设计初衷，硬

件团队与上游厂商一起定制了这

块被称为 TF Screen 的屏幕，该屏

幕整合了电子墨水屏与彩色液晶

屏。

果壳电子智能穿戴CEO许鹏

告诉记者：“该屏幕的特点是可以

保持‘常显’，在没有点亮屏幕的情

况下，以电子墨水屏形式显示时间

等信息，点亮屏幕后就恢复彩色液

晶屏显示，解决了目前智能手表必

须抬手或者点按屏幕才能亮屏显

示时间的问题。不仅如此，果壳智

能圆表可以18天待机，是其他同类

产品的5倍。”

在应用方面，除了自带“心率

监测”、“计步器”等应用之外，果

壳智能圆表还提供了包括“WiFi
万能钥匙”、“正点闹钟”，以及音

乐播放、录音、PPT 遥控、遥控旋

翼机、智能家居设备的手势遥控

等应用下载。并向相关开发者开

放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下载，让

更多人参与果壳智能手表的应用

开发，为果壳智能圆表加入更多

好玩的元素。

事实上，自去年开始，智能手

表作为可穿戴设备领域中一个热

门产品，吸引了包括苹果、索尼、三

星、LG等在内的国际大厂商的“青

睐”，并相继推出了属于自己的智

能手表。果壳电子CEO顾晓斌表

示，未来智能手表有望成为智能手

机以后，智能硬件行业的新亮点，

而果壳要做的就是在智能终端领

域打造中国智能可穿戴领域的领

导者。

据悉，目前果壳智能圆表共有

两个版本——黑色 GEAK Watch
Ⅱ版和 GEAK WatchⅡ Pro 版。

其中，黑色GEAK WatchⅡ版售价

为 1999 元，而带有心率监测功能

的 GEAK WatchⅡ Pro版售价为

2499元。

果壳电子推新一代智能圆表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高纬环球发布《赢在成

长型城市》研究报告。报告公布

了全球25大房产最热投资地，其

中上海和北京首次挺进全球房产

投资市场前 20，成为亚洲地区新

兴的房地产投资市场。值得注意

的是，今年以来，跨境投资者直接

将房地产市场推高了39%。

报告指出，就亚洲地区而言，

上海和北京表现抢眼，截至二季

度，上海和北京分别以接近 100
亿美元和 90 亿美元的投资额度

挺进前 20，其中上海位列第 16，
北京位列第19。

值得注意的是，从 2013年第

二季度到 2014年第二季度，全球

资本流动达到 7880亿美元，比去

年增长 17.2%。其中，跨境投资

者将市场推高39%。

报告指出，去年随着国际投资

者市场份额的增长，跨境投资增长

38.8%。其中，欧洲依然是跨境投

资最多的区域。不过，美洲及亚洲

的跨境投资增长更快，其中，亚洲

全球投资去年增长了56%，美洲增

长了54%。

高纬环球首席执行官 Carlo
Barel di Sant'Albano 表示，尽管

门户城市依然是投资者的主要关

注点，但随着信心的增强、资金可

用性的提高，以及核心城市供应

的紧缺，投资向更广范围延伸的

趋势将越来越明显。欧洲及亚洲

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已在全球范围

内扩散，未来跨境投资主体将愈

发多元化。

最热房产投资地
上海跻身前20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上汽集团旗下“车享网”日前上

线“车享拍”二手车交易平台，意味

着上汽集团成为首个正式涉足二手

车交易线上领域的整车企业，向打

造“全生命周期的用户体验”目标迈

进一步。

据介绍，目前我国汽车市场新

车销量和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车

辆换车周期不断缩短，使得市场上

二手车容量超过新车，销售量也扶

摇直上。随之而来的，则是目前二

手车线下市场鱼龙混杂，线上市场

缺少监管。不少消费者对此都心存

疑虑，担心二手车的来源是否正规、

车辆品质如何甄别、流通环节如何

保障、交易是否安全等问题。

车享平台二手车事业部总经理

吴宏认为，目前介入二手车线上领

域的主要是互联网企业，而“车享

拍”作为实体汽车领域代表进入二

手车互联网领域，具有自身优势。

“完善的线下布局、强大的集团背景

以及此前企业已有的经验等，都将

起到重要作用。”他说。

在消费者最为关注的车辆评估

方面，“车享拍”的二手车检测评估

将采用安吉机动车 254项检测评估

系统，该系统系上汽安吉二手车自

主研发的全系机动车检测评估系

统，内嵌于pad，可通过3G或Wi-Fi，
将评估信息实时传递到公司服务

器。此外，“车享拍”平台的车辆检

测工作由车享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

提供标准化评估服务，并承诺承担

因检测失误而造成的损失。

车享平台将率先在上海、北京、

天津、广州、杭州、南京、成都、郑州

等八大城市设立车享拍服务网点，

原安吉拍卖会员迁至车享拍，上线

即可直接承接二手车竞拍业务运

营。

据悉，在上月末由 IDG 美国数

据集团主办的2014安卓全球开发者

大会上，车享网获得年度最佳新锐

大奖。根据大会透露的信息，自今

年 3 月 28 日上线以来，通过车享网

上线的经销商已经遍布 32个城市，

网络基本覆盖全国，日均 UV（独立

访客数量）突破20万。与此同时，该

平台的会员已经突破 25万名，预计

至年底，会员规模将达到 60 万名。

在 8 月份的营销活动中，上述 32 个

城市的线上经销商总计销售量突破

8000辆。

上汽二手拍卖系统“车享拍”上线
上汽正式涉水二手车电商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根据中国民航局日前发布的公

示，九元航空公司筹建基本完成，国

家发展改革委同意其经营租赁 3架

波音B737-800，民航局批准其从上

海吉祥航空公司购买 2 架 A320 飞

机。经国际民航组织正式注册，民

航局空管局已向其指配三字代码

“JYH”。

九元航空即将获得民航局下发

的开飞前的“通行证”，意味着又一

家低成本航空正式进军国内航空市

场。目前，九元航空签下 60亿美元

大单，豪买50架波音飞机，引发业界

高度关注。

据了解，九元航空是吉祥航空

在广州筹划成立的低成本航空，由

吉祥航空控股。其中，上海吉祥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出资47340万元，亿

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9000 万

元，新华联有限公司出资60万元，自

然人纪广平出资 3600万元，注册资

本6亿元。

九元航空总裁纪广平此前曾公

开表示，目前我国低成本航空公司

仅占了民航市场3%至5%的份额，受

制于票价因素，国内的航空出行需

求是被压抑的，低成本航空的市场

前景非常广阔。

据悉，在获得公共航空运输企

业经营许可证后，九元航空将正式

申请航线，先期开通广州至湛江等

航线，预计年内开飞。目前，公司引

进的飞机都是全经济舱配置，并与

多家企业探讨机身广告合作，以及

机上产品销售，同时更多依靠互联

网和移动互联网直销，而不是传统

的机票代理。而上述举措，也都是

低成本航空公司常用的运营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两年前，国内真

正从事低成本航空运营的还只有春

秋航空一家。但自 2013年以来，已

经有东航和海航陆续宣布介入低成

本航空市场，而民航局也表示要研

究制定鼓励低成本航空公司发展的

相关政策，为低成本航空快速发展

提供政策支撑。

九元航空筹建基本完成
60亿美元豪买50架飞机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诉北京幻想纵横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

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

审判决，纵横网络赔偿玄霆公司经济

损失 300万元及合理费用 3万元，这

是目前国内法院对单部文字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作出的最高额判

决。

“起点”起诉“纵横”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以著作权

和版权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核心资产

日益受到企业关注。与此同时，以牟

取经济利益而导致的侵权行为也愈

发普遍。

2010年1月，“起点中文网”运营

商玄霆公司（原告）与文学作品《永

生》的作者王钟签署了委托创作协

议，约定委托期间王钟所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均归属于原告。而在 2010年

7月，王钟以“梦入神机”的笔名在纵

横网络（被告）经营的“纵横中文网”

上发表了《永生》作品。

原告对王钟起诉后，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2 年 5 月 4 日二

审判决确认，王钟创作的《永生》作品

的著作权（除法律规定不可转让的权

利以外）归玄霆公司所有。

此后，由于被告纵横网络继续在

其经营的“纵横中文网”上非法传播上

述作品，并授权案外人通过互联网传

播该小说。对此，原告认为被告纵横

网络严重侵犯了原告对《永生》作品享

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合法权益，非

法获利数额巨大，遂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被告停止基于《永生》作品的对外授

权行为、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

币1200万元、被告赔偿原告支出的相

关合理费用。

经由法院调取相关证据后获悉，

被告与中国移动阅读基地达成分成

合作，双方总收益达 434 万元，被告

继续在网络上免费提供《永生》作品

全本阅读及下载，给上诉人造成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

基于以上事实，法院判决被告纵

横网络赔偿原告玄霆公司经济损失

300万元及合理费用3万元。

维权成本居高不下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上海版

权产业增加值占当年上海GDP的比

重日益加重，预示着上海版权产业进

入增长期。然而，包括著作权、版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在内的侵权案例

却屡见不鲜。

本案代理律师上海协力律师事

务所律师余凛英告诉记者，由于维权

成本居高不下，大部分维权获得的赔

偿很有可能只有几万元甚至几千元，

在举证难、经济损失核算难的情况

下，很多小企业和个人都选择保持沉

默。

对此，盛大文学法务维权中心

高级经理王峥告诉记者，此次维权

耗时多年，总体成本在百万元以上，

不过即使维权成本极高，盛大文学

也要继续做。他向记者透露，盛大

文学专门成立了维权团队，目前人

员在 10 人以上，并通过自主研发版

权追踪系统，运用信息化的手段保

护自己。

王峥说：“目前在盛大文学版权

追踪系统上追踪到的活跃侵权网站

共有 14 万个（指用户可以访问到且

网站有持续更新），仅去年盛大文学

方面就被各大网站盗版了 1300多万

字，而每年盛大文学都会有选择地进

行重点打击，对盗版秉承‘零容忍’的

策略。”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

市场上的侵权行为一般存在于 PC
端和移动端两个入口。其中，PC端

上部分网站通过免费更新获取高额

的广告费用，而移动端上一是通过广

告牟利，二是通过免费刊登获取用户

流量提高自身估值，从而引入高额投

资。

面对这种恶意侵权行为，业内人

士指出，个人或者企业通过抱团方式

维权，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值得考虑的

策略。随着国内对版权保护的力度

不断加强，以及知识产权相关案件审

理力度的加大，相信未来国内版权市

场运作将更为完善。

最贵网络文学侵权案终审宣判
纵横网络赔偿玄霆公司300万元

此次发布的

果壳智能手表采

用 完 整 圆 形 屏

幕。

□果壳电子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