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8日，在青岛海水稻研
发中心，测产专家组专家在对取
样海水稻进行面积测量。金秋九
月，黄海之滨，一片生长在咸水
中的特殊水稻已稻穗累累、压弯
枝头。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领衔的技
术团队培育出的最新一批“海水
稻”。

新华社

国产手机崛起！
从廉价机到爆款机的逆袭之路

11 国内国际

外交部:

中方反对朝鲜半岛生战生乱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反对
朝鲜半岛生战生乱,国际社会也不允许轻
启战端导致生灵涂炭。

“我们一向赞成美朝、韩朝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半岛核问题关系到地
区的和平稳定,关系到有关各方的切身利
益。”陆慷说。

他说,中方注意到近来韩方的一系列
表态。中方鼓励一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
平解决半岛核问题的积极信号,这符合中
方的一贯立场,符合“9·19共同声明”的
原则和精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陆慷说,制裁和促谈都是安理会决议
的要求,厚此薄彼不符合安理会决议的精
神。打破半岛核问题的僵局需要所有相关
方展现诚意,相向而行。中俄两国外交部
已就半岛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以中方“双
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和俄方分
步走设想为基础,提出了共同倡议。这是
充分考虑并平衡兼顾各方关切、合情合理
的方案,值得相关国家认真考虑。希望有
关各方都能共同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实现半岛和平稳定作出积极建设性努力。

据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27日与在野
四党举行会晤并发表共同声明称,韩国敦
促朝鲜走上无核化道路,决不允许半岛发
生战争,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半岛核问题。

同日,韩国总统统一外交安全特别助
理文正仁发表演讲时表示,制裁和施压并
非灵丹妙药。要化解当前半岛危机,需消
除美朝间战略猜疑,南北双方需要对话,中
俄也要扮演积极角色。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
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记者 28日

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高等教
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699万人,占世界高
等教育总规模的五分之一,规模位居世界
第一。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目
前,我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已经达到 748
万,毕业生规模突破 700万,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从 2012年的 30%增长到 2016年
的 42.7%,我国正在快速迈向高等教育普
及化。

吴岩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提高
的同时,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对国家发
展贡献度显著提高。一批高校和学科世界
排名显著提升,2012年至2016年,进入四
大世界大学排行榜前 500名的内地高校
从 31所增加至 98所。高校科技经费总
额达到 6531亿元,牵头承担 80%以上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一大批 973、
863等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高校服务企业
社会需求获得的科研经费总额超过 1791
亿元,占高校科研经费总量的 27.4%。科
技成果直接交易额超过 130.9亿元,发明
专利授权量超过全国年发明专利授权总数
的五分之一。

泰国制宪人士称

英拉政治生命或终结
泰国制宪委员会主席米猜 28日对媒

体说,根据现行宪法,前总理英拉若不服最
高法院 27日的判决,必须亲自去法院上
诉,如不上诉,则其政治生命将终结。

泰国政府网站 28日公布了关于政治
人物涉及刑事案件处理的宪法子法,从 29
日起施行。米猜说,根据这部法律,英拉若
不服最高法院 27日对其 5年监禁的判
决,必须在30天内亲自去最高法院相关部
门上诉。

泰国总理巴育28日称,英拉目前身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泰国警方则自
28日起在全国范围通缉英拉,这意味着英
拉一旦入境就会遭到逮,泰国有关部门将
与国际刑警组织协调,按照程序让英拉回
来。

米猜还说,根据现行宪法,因违反反贪
污法律被判监禁的人士终身不得担任政治
职务。因此,若不上诉,英拉的政治生命则
将终结。

泰国最高法院 27日在被告英拉不在
场的情况下,对她涉及的大米收购案进行
了宣判。法院认定英拉渎职、纵容腐败等
罪名成立,依法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且没
有缓刑。 (综合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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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选结果正式公布的第二天，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发表演讲，提出
一系列重塑欧盟的建议主张，经济方面
主张首先加强与德国的统一协调，在欧
元区核心建立强有力的统一预算，设立
欧元区财政部长职位，以保证欧元区经
济增长并有能力应对各种经济危机的冲
击。

对于马克龙的主张，默克尔在第一
时间做出反应。德国总理府发言人说，
默克尔欢迎马克龙的演讲，认为欧盟改
革“有必要”，却未评论任何具体内容。

在竞选期间，默克尔对马克龙的上
述两项建议持开放态度。但随着大选结
束，德国政坛生态发生改变，默克尔支
持率明显下降，在推动欧元区改革上略
显力不从心。目前默克尔的当务之急是
尽快组阁。

德国 《明镜》 在线的文章认为，大
选结果让默克尔的施政空间受限，恐怕
无法达到马克龙的期望。

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评价马克龙
的演讲“大胆且充满激情”，并表示法国
在重塑欧洲未来上“可以信赖德国”。但
是，分析普遍认为，加布里尔所在的社
会民主党在本届大选中落败，明确表示

将进入反对党，使他的承诺苍白无力。
马克龙主张设立公共预算的目的是

为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又不必像
现存的纾困基金“欧洲稳定机制”一样
附加紧缩财政的严苛条件，更不需要全
体成员的同意。但德国国内担心，这样
一方面会导致德国不得不提供更多资金，
另一方面又失去对资金使用的决定权，
还担心可能需要通过发行欧元债券为预
算融资，从而导致共同负债。

对此，极有可能进入德国新政府联
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
德纳明确表示：“我们绝不可能同意为
法国政府的支出付账，或者为贝卢斯科
尼的错误买单。”

自民党向来对救助希腊等国家持怀
疑态度，对此次马克龙提出的建立共同
预算更是坚决拒绝。自民党在欧洲议会
的负责人亚历山大·格拉夫·兰布斯多夫
说：“欧洲的问题不在于缺少公共资金，
而是缺少改革。欧元区共同预算完全走
错方向。”

欧盟委员会负责预算的委员京特·厄
廷格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德国的前途感
到担忧。市场机构黑石资产管理公司日
前也表示，如果自民党进入德国新政府，

欧洲多个负债国家的债券收益率将不得
不大幅提高，融资成本大幅上涨。

而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内部也有不
少反对声音。联盟党核心议员汉斯·米歇
尔巴赫没等马克龙演讲结束就发表声明
说，马克龙的建议“不利于欧洲向前发
展”。他认为这些建议“非但不会加深欧
盟融合，反而会加深欧盟分裂”。

可能进入德国新政府的政党中，只
有绿党向来强烈拥护欧洲融合，其党主
席蔡姆·约茨德米尔在社交网络发文对马
克龙的演讲大加赞赏，称德国应与法国
密切合作。但目前绿党在德国的影响力
毕竟有限，不足以改变政策走向。

分析认为，马克龙改革欧元区的建
议在德国恐怕得不到广泛支持，德国将
会提出自己的方案。德国财长朔伊布勒
曾建议，将“欧洲稳定机制”扩展为
“欧洲货币基金”，为欧元稳定提供支持。
这个建议得到默克尔大力支持。

此外，即使德法能达成一致，欧盟
也不会放任两国决定欧盟的未来。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曾建议由欧盟委员会副
主席担任欧元区财长，他显然不想在这
一问题上丧失主导权。

（新华社）

法国改革欧元区设想在德国遇冷

9月 28日 《经济参考报》 刊发题
为 《国产手机抱团逆袭 有望获得更多
中高端市场份额》 的报道。文章称，智
能手机行业正在成为新型“大众经济”
的引领者。多家市场机构预测显示，华
为、小米等中国品牌有望获得更多中高
端市场份额，继续与苹果、三星争抢用
户。

注重市场营销、满足精准化用户群
需求、把产品做到极致被认为是其成功
法宝。

“中国最赚钱的手机企业”
在智能手机这片“红海”，相较于

光环笼罩的华为和在互联网上吸粉无数
的小米，OPPO和 ViVO更像是“隐形
冠军”。

IDC等多家权威市场调研机构的数
据显示，两三年前，在各类市场排行中
仅 仅 被 归 到 “ 其 他 ” 的 OPPO 和
ViVO，如今却均冲进了全球前五，合
计“吃”掉了全球 12.6%的市场份额。
短短几年，将国际巨头摩托罗拉、LG、
SONY和国内品牌联想、中兴、酷派等
一众“前辈”甩到了身后。

这两家企业直到 2016年才跻身全
球智能手机行业领导者行列之前，几乎
“名不见经传”，在公开报道中见不到这
两家企业及其创始人。

OPPO公司研发团队项目经理姚坤
说：“公司内部明文规定，不准攻击、
回应对手，安心做好产品，做好自己的
本分”。

OPPO和ViVO的逆袭在业内形成
了“现象级”影响，不仅在于其崛起速
度之快，还在于两家企业成长于同一个

城市———东莞长安镇。让业界和学界关
注的还有，它们可以说是“同根相生”：
都与消费电子企业步步高公司颇有渊源。
ViVO公司执行副总裁胡柏山说，两个
品牌都是在步步高时代注册的，后来分
别成立独立公司，ViVO在2011年开始
使用该品牌做手机。OPPO公司副总裁
朱高领说，2003年成立的 OPPO，整体
转向智能手机行业才 5年时间。

从满足需求到创造消费
当红明星代言和铺天盖地的广告，

让人对 OPPO和 ViVO的印象停留在
“市场营销高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教授王铁民说，营销是其成功的因素
之一，不过其核心竞争力在于通过创新
和市场洞察，实现了从满足需求到创造
消费、引领消费的转变。

商学院的经典案例研究认为，一般
竞争企业的成功在于其进行了有效的

“品牌塑造”，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认定，
使用其产品代表着有活力、不掉份、有
面子。

———满足精准化用户群需求。在同
质化和竞争白热化的智能手机市场，
OPPO和 ViVO将目标消费群体明确定
位为18－35岁的年轻人。因此，它们的
代言人在年轻人群体中有着巨大粉丝号
召力。

———创造需求：现实中没有，用户
也不可名状，但一旦做出来就被普遍认
为是“击中了消费者的痛点”。

———把产品做到极致。窄边框已成
为整个手机业的共同追求。OPPO公司
表面贴装技术主管李明超说，大量的研
发和设计人员的投入，只是为了让边框

再窄 1mm，让指纹识别的响应速度再快
0.1秒，让按键寿命再提高一点。

为 OPPO代工的惠州光弘科技股份
公司总经理唐建军说，业内都知道苹果
对品控到了严苛的地步，实际上，中国
品牌的品控标准一点也不低，有些甚至
更高。

竞合策略丰富“消费心理学”
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当下，OPPO

和 ViVO显得有点另类，它们把线下渠
道做到了极致：各有20万个实体店，形
式包括自营体验店、专卖店、连锁家电
手机卖场里的专柜以及小代理商。在二
三线城市的街头，它们的品牌标识覆盖
了很多原本无名的小手机店，消费者产
生了“铺天盖地都是其专卖店”的感觉。
这些线下门店服务被粉丝称为“手机界
的海底捞”，即满足客户各种“过分的要
求”。比如消费者体验完手机的自拍功能
后，店员会现场打印出照片甚至用相框
装好赠予用户；消费者进来看手机，走
的时候，音箱、自拍杆、充电宝等“配
件”被打包成礼盒；一些实体店还给客
户代收快递、代看孩子。

王铁民说，从消费心理学来看，这
种做法是“超预期”，消费者获得了一种

“产品之外额外的满足感”。
如同肯德基门店附近不超过 500米，

必有麦当劳，OPPO与 ViVO之间的竞
合也体现出这种“咬合”：不在马路左边
就在马路右边，甚至互相挨着。

中 国 移 动 等 运 营 商 数 据 显 示 ，
OPPO、ViVO的回购用户达 30%以上，
两个品牌之间的互换率也达到20%。

（新华社）

我国高产“海水稻”
试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