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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投入近 8400 万元重振飞信

飞信十年浮沉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北京报道

条招标公告， 分别以 3626.5 万

起“死”回生？

元 和 4764.6 万 元 的 招 标 金 额 ，
进行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此前也曾采取一系

寂多年之后“
卷土重来”。
11 月 2 日 ， 神 州 泰 岳
（300002 .SZ）发布公告称，旗下

2017~2018 年“和飞信”客户端技
术实施与支撑项目，以及运营支

列措施，试图重振飞信雄风。
2011 年， 中国移动在飞信的基

撑服务项目。

础上推出了一款名为
“飞聊”的即时

两家子公司北京融聚世界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新媒传信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移动发

被微信“扼杀”的飞信，在沉

有限公司，分别中标中国移动
“和
商务直播终端研发及量产项目包
一 （4G 直播盒子研发及量产服
务）”与“
2017~2018 年和飞 信 客
户端技术实施与支撑项目标段一
（PC 及多形态终端覆盖及配套
优化）”两个项目。
据了解，9 月 22 日和 10 月
11 日， 中国移动先后发布了两

布的两个和飞信项目的总投入超
过了 8390 万元。 而在 2016 年，和

2007 年对于国内通信行业

中国移动投入近 8400 万元能否拯救飞信？ 本报资料室 / 图

飞信唯一的公开招标项目——
—运
营支撑项目的投入额还仅为

信向其他运营商用户开放， 实现了

1385 万元。

移动对飞信进行过一次业务重构，
上线了公众平台等功能， 有报道称

目包括“
2014~2015 年飞信系统硬

关于和飞信的采购项目包括“
2016

这次重构
“
初见成效”，飞信活跃用户
达 9000 万，引入公众账号 55 万个。

件维保服务”“2014 年飞信平台运
营支撑项目”，金额分别为 794 万元

年和飞信存储替换集成项目”
“2016~2017 年和飞信运营支撑项

值得关注的是， 此番中标的神
州泰岳， 是中国移动在飞信业务上

然而，从飞信随后的发展来看，

和 13 万元， 采购金额由上年的 3.2
亿元骤降至 807 万元。 而在 2015
年，在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上，广

2016 年和飞信存储数据迁移
目”“
项目”“2017 年和飞信 OTT 节点技
术实施与支撑项目”，其中，前三项

最早的外包服务商， 并且长年“
垄
断”与中国移动的合作。其净利润从
时间上看， 也随着中国移动对飞信

东移动索性未发布任何有关飞信的
招标项目。
中移互联接手后，在 2016 年 5
月，首先宣布下线短信转飞信业务，

的采购金额为 28 万元、1385 万元

的采购金额的变化而变化。
据了解， 神州泰岳 2013 年至
2016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5.18 亿元、
6.24 亿元、3.51 亿元、5.07 亿元。 对

这一度使“
飞信已死”的消息甚嚣尘
上。但中国移动回应称，飞信运营正
常，关于停止服务一说严重失实。随
后在宣布将飞信升级为“
和飞信”，
主打新通话、新消息和新联系的
“
三
新概念”。 种种迹象都表明，飞信已
被推上产品转型升级之路。

仅有“
和飞信业务运营支撑项目”，
但这一项目的价格同比翻了 6 倍。
在采访中， 多位业内人士对此感到
不解。 神州泰岳方面向本报记者表
示，公司认同“和飞信业务”带给企
业效率提升的前景，并将“和飞信”
作为公司重要的管理工具进行使用

此， 神州泰岳解释称，2016 年上半
年，公司回购注销了应补偿股份，根

同时， 和飞信业务的招标也再
度开启。 记者通过中国移动采购与
招标网了解到，2016 年， 中移互联

推广， 将以实际行动助力客户价值
目标的实现， 因此这种合作价值不
仅仅是项目层面， 而是更加长远的

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通讯技术
业务板块正处于大力推广阶段，投
入相对较大。

对于采购金额的翻倍，上述人士

中的一员， 但由中国移动杭州研究

打破企业用户使用场景限制的同时

方向的拓展。

认为，或许与飞信的拓展升级有关。
记者了解到， 作为飞信升级版
的和飞信于去年年中上线， 用的仍
是“feixin”的域名，但官网的介绍却

院运营，其最近一次更新是在 2017
年 2 月；而面向 C 端用户的飞信飞
语的最新更新则在 2014 年。和飞信
是在今年 10 月 31 日， 刚刚完成了

大幅提升了企业内部员工的沟通与
协作效率， 企业级市场也成为互联
网服务、社交领域的新风口。
艾 媒 咨 询 CEO 张 毅 告 诉 记

事实上， 瞄准企业 IM 市场的
和飞信似乎已陷入“
四面楚歌”的境
地。 稍早前， 中国联通推出了“蓝
信”；中国电信则拉上了网易，推出

是
“
企业 OA 协同办公考勤工具”。
记者在 11 月 5 日下载和飞信，
但完成注册却无法登录， 客服解释
称：
“
因为和飞信近期在升级，联通、
电信的号码目前无法登录， 目前正

一次更新。
显而易见的是， 面对微信一家
独大的即时通讯市场， 中国移动做
出了新的考量， 将发展的重点转向
2B 市场。 从表面看来，凭借中国移

者，经过多家互联网咨询公司估算，
企业 IM（即时通讯）市场未来很可
能达到 100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量
级。显然，这一量级值得中国移动为
之垂涎。

了“易信”；阿里于 2016 年 3 月推出
钉钉 2.0，并把广告贴到了对手腾讯
的后院； 腾讯则提前 3 个月上线微
信企业版……算上稍早前的班聊、
融云等，这片 B2B 的垂直领域已是

在处理。 ”
除此之外， 记者通过腾讯应用

动庞大的用户数量和众多的企业服
务业务， 飞信的 2B 业务从出生就

“无论是企业飞信还是和飞信，
都有一个身份问题， 即国有大型企

格外热闹。
中国电商协会网络营销研究中

宝搜索飞信发现， 功能描述中有单
聊、群聊、电话会议、任务管理、OA

拥有诸多优势资源。
此外，从行业前景来看，面向企

业。一方面，电信行业一直受到国企
‘垄断’，另一方面，企业 IM 这样的

心专家委员唐兴通表示， 从战略目
的来说， 中国移动是希望在移动端

应用等。 而在安卓系统的应用宝商
店，飞信主要有三款产品，包括企业

业的即时通讯市场前景广大。 近年
来， 移动端企业即时通讯依靠智能

互联网产品， 在前期一定是需要大
量的资金投入， 经历长期的亏损也

构建自己的一个入口， 或者是一个
工具。中国移动此次投入 8400 万元

飞信、飞信飞语、和飞信。
其中企业飞信于 2016 年 11 月

手机随身、 随时的特性并集成了云
存储、实时会议、移动办公等适用于

属正常， 但中国移动这样的国有企
业或难容忍一个亏损的业务长期存

对外招标， 也就是通过下达指标的
方式来完成互联网软件产品的推

发布，在产品上虽属于“飞信家族”

企业工作场景需求的专业功能，在

在。 ”张毅并不看好飞信向企业 IM

广，但结果仍有待观察。

中国移动的一位内部人士向
《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飞信于
2016 年改名为和飞信后，方向也
由原来面向个人用户拓展至企
业，但仍处在升级阶段。

两易其“主”

而言注定是意义重大的年份。

通讯产品，主打跨平台的免费短信、
语音、图片等多媒体信息发送，并且
可与飞信好友互发消息；2012 年，飞
真正的全网开放；2013 年年初，中国

并没有太大的起色。 根据第三方数
据监测机构易观千帆提供的数据，
截 至 2017 年 11 月 9 日 15 时 30
分， 飞信的活跃用户不足百万，而

彼时，因承载着飞信、移动梦
网等中国移动旗下的多个增值业

当年 1 月，iPhone 诞生，同年

务，卓望信息甚至一度计划“成为

11 月谷歌推出安卓， 两者的诞生
开启了智能手机时代。也是在这一

中国排名前十名的互联网公司”，
并且
“争取在 2010 年 ~2012 年上

年 5 月，北京移动与一家名为易通
无线的公司合作推出了飞信。

市”。 但在 2011 年，飞信这一“香
饽饽”被中国移动收回，交由广东

公开信息显示， 飞信是中国

移动运营， 卓望信息因此关闭旗

移动的综合通信服务， 是融合语
音（IVR）、GPRS、短信等多种通
信方式，覆盖三种不同形态（完全
实时的语音服务、 准实时的文字
和小数据量通信服务、 非实时的

下在深圳的一家子公司， 此后也
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中国移动的一位内部人士向
记者透露， 一方面由于卓望信息
是合资公司， 并非完全由中国移

通信服务）的客户通信需求，实现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网间
的无缝通信服务。

动控制，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
展数据业务， 卓望信息原有的架
构和运作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

2006 年底，神州泰岳中标北
京移动飞信项目的运维支撑外包

而中国移动的互联网基地位于广
东，广东移动便承接了飞信业务。

业务，此后，飞信在北京开始取得
飞速发展， 并被中国移动集团公

然而，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飞
信开始走上下坡路。

司看好， 但因北京移动只是负责
北京地区业务，在 2008 年，中国

到 2015 年 12 月， 中国移动
整合此前的互联网基地及其相关

移动将飞信业务的运营权划交给
卓望信息，从此，飞信开始走向全

业务， 成立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移互联”），飞信迎

国，在全国推广。
在通讯手段还是依靠语音通
话和短信的时代，短信套餐很受欢
迎，作为中国移动在即时通讯领域
的扛鼎之作，飞信以短信优惠、移动

来运营方的第二次易主。
飞象网 CEO 项立刚告诉记
者，一方面，自 2012 年后，全国短
信数量创下 8973.1 亿条的新高
后，短信的数量便一直处于下滑态

端和 PC 端可互发信息为主要卖点
的官方应用得到用户的欢迎，并在
2010 年前后达到巅峰。当时飞信注
册用户在最高时达到了 5 亿，高峰
时拥有近一亿人次的活跃用户。

势；另一方面，封闭的生态环境下，
飞信迟迟未向其他运营商的用户
开放，使这款应用的用户增长很快
遇到天花板， 最终没有成为像微
博、微信一样的大众化社交产品。

QQ 则是坐拥 6.62 亿月活用户，微
信的最新数字已经突破 9.63 亿。
从招标项目的金额上看，中国移
动也曾投资数亿元，以期挽回飞信颓
势。 2013 年，运营方广东移动发布的
飞信招标项目有“
2013 年飞信技术
实施支撑及软件开发公共项目”
“飞
信业务同窗子项目”、 飞信业务无线
产品子项目”， 金额分别为 8392 万
元、11903 万元和 12421 万元。
但自此以后，采购项目开始减
少，2014 年， 运营方的有关招标项

和 48 万元， 第四项为单一来源采
购，未公布项目金额。
而在今年， 运营方的招标项目

索尼移动第二财季亏损 手机业务成鸡肋
本报实习记者 陈佳岚

近日，索尼发布 2017 财年第二

的外汇因素。 利润方面的增长主要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

季（2017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财报， 该公司销售收入同比上升
22.1%，利润大涨 346%，整体业务复
苏。财报亦显示，销售收入增长得益
于游戏和网络服务业务增长及有利

得益于半导体业务及游戏和网络服
务业务的利润改善。值得注意的是，
在索尼的各大业务板块中， 索尼移
动通信业务又陷入亏损状态， 亏损
25 亿日元。

飚 告 诉《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 索 尼
手机没有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手
机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索尼没有
抓住消费者的核心， 未被消费者
逐渐接受。

划。 平井一夫上台前三年（2012 至
2015 年） 是索尼的第一个计划，这
一阶段，分拆、出售、剥离、裁员成
为索尼业务重组的主题。 移动、游
戏和影像产品成为索尼战略的三
个重点，此后不久，传感器设备部
门及游戏业务的悄然崛起为索尼
的复苏带来了希望。
从 2015 年 4 月开始，索尼进入
到第二个中期计划，索尼的重点从
架构改革，调整为追求利润以及对
发展有潜力的领域进行投资。 梳理
索尼的财报可以看到，索尼的各项

业务也逐渐摆脱亏损。 其中，半导
体与游戏业务为索尼利润的主要
来源，包括移动通讯业务也在 2015
财年第三季度 （2015 年 10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到 2017 财年
第一季度（2017 年 4 月 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实现了扭亏为盈。
2017 财年第一季度索尼移动净利
润已经大增了 771.3%， 然而，2017
财年第二季度又陷入亏损。
对于本次移动通讯业务亏损的
原因，索尼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手机
销售市场地域分布有所改变、 核心

部件成本上升以及汇率的不利因
素。 但对于索尼移动在全球区域市
场分布的情况， 索尼方面并未向记
者作出回复。
“此前，索尼在发达国家、东南
亚手机市场还有些份额。 ”奥维手
机事业部总经理龚贞贞向记者表
示，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包括像
小米、OPPO、vivo、 传音等国产手
机的集体出海挤压了索尼的市场
份额，现在索尼的手机市场大部分
集中在日本，中国台湾方面的数据
也在下滑。

实际上， 目前全球几大手机厂
商进行疯狂广告轰炸、 布局线下等
动作不断时， 在线下市场上却难觅
索尼手机身影。
记者走访北京市区多家国美、

经非常少了。 ”
这与索尼不断收缩的产品线有
关。 2017 年 5 月，索尼移动砍掉次
旗舰产品， 把精力放在旗舰机型和
中端机型上。

交流需要借由设备和网络来实现，
因此保留手机业务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出售了手机业务， 他们将无法
快速应对这一市场。
孙燕飚告诉记者， 如今的索尼

心的话， 索尼未来还是有可能再次
崛起，成为苹果这样的巨头。 ”
如今， 在众多手机厂商追求全
面屏、双摄等主流技术时，索尼也在
创新， 近期， 索尼 推 出 的 Xperia

苏宁卖场皆未发现有索尼手机售
卖。 在北京四季青桥南的一家苏宁
易购卖场里， 记者只见到有部分索
尼相机及电视在售卖。 当记者询问

对于索尼而言， 目前并不以手
机业务为主要盈利点。 更多的可以
看到其在 VR、 人工智能方面的动
作， 平井一夫今年在接受澳洲媒体

要想在未来手机市场打个漂亮的翻
身战，或许要等到下一个时代来临。
“到 5G 来临时，索尼有可能再次崛
起，就像早年苹果也不行，只有苹果

XZ1 新款手机，主推 3D 扫描功能，
但似乎关注度并不算高。
“
如果不能引领潮流，就必须跟
着潮流走。 ”孙燕飚认为，如今的数

如何购买索尼手机时， 商场销售人
员建议记者到京东及索尼官网购
买。 一位手机通信代理商负责人直
言：“
索尼手机在线下实体的布局已

采访时坦言， 索尼已经不再指望成
为手机领域的赢家， 而是将关注点
放在下一轮技术革新上， 但同时表
示并不放弃手机。 他认为人类间的

电脑，后来布局 MP3、手机成为一
代王者，索尼按照三步走的策略，特
别是 2018 年，索尼如果有一些创新
的东西来恢复大家对索尼品牌的信

码消费时代，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抓
住消费者核心需求， 才能成为时代
的引领者，紧随时代潮流，否则容易
被潮流所抛弃。

在索尼各个板块整体盈利向
好的情况下， 其移动业务却拖了
后腿。

海外市场受“挤压”
记者梳理索尼历年相关财报发
现，在 2015 财年第一季度、2015 财
年第二季度，索尼的移动业务一度
陷入超 200 亿日元的亏损中， 随后
的 2016 财年、2017 财年第一季度
实现扭亏为盈。
曾经的索尼，拥有过如同今日
苹果、三星的辉煌，也曾陷入业绩一
路下滑的泥潭。
2012 年 ， 索 尼 集 团 总 裁 兼
CEO 平井一夫上台，带着复苏索尼
电子业务的使命对索尼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提出了三个中期计

据相关规定， 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1.67 亿元，对上年净利润影响较大；
其次，公司 ICT 运营管理业务相关
项目的签约、验收进度延缓等原因，
相应收入未能如期确认；此外，公司

“四面楚歌”

上接

记者 吴可仲 北京报道

合作共赢。

线下难见身影

C1
另外， 京东物流集团联手京

介绍， 无人机已经进一步扩大了

东 Y 事业部打造了“诸葛·智享”
智慧供应链商家开放平台， 帮商

常态化运营的范围和航线，在“双
十一”期间将在西安、宿迁、韩城

家智能预测消费需求、 智能布局
库存并补货、智能排产。
在南京苏宁体育 Biu“无人
店”里，智慧零售机器人
“
旺宝”，已
经能提供专业的导购服务，还能语
音对话， 与消费者进行亲密互动，
卖萌耍宝。 未来智慧零售机器人，
将进驻苏宁易购各类线下门店。
值得注意的一点，今年
“双十
一”期间，包括阿里、京东、苏宁、唯
品会等在内的大型电商平台均上
马了无人仓储和无人配送系统。
“
菜鸟 AGV 机器人改变了以
往人工在仓库找货的工作方式，由
机器人将货物带到拣货员跟前，以
往一个拣货员一天走六七万步只
能拣货 1000 多件， 在机器人的帮
助下，一个拣货员一天只走两三千
步，拣货数量确实原来的三倍多。 ”
阿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大规模
无人仓群已经投入实战，消费者收
到的包裹可能是机器人、 机械臂、
全自动分拣线等提供的服务。
今年“双十一”，京东自主研
发的全球首个全流程无人仓将在
上海投用。 全流程无人仓实现了
从入库、存储、包装、分拣的全流
程、全系统的智能化和无人化，具
备日处理 20 万单的能力。
在终端配送领域， 京东已经
建成从配送十几公斤、 飞行几十
公里的终端配送无人机到载重超
过 200 公里， 航程达 240 公里的
支线无人货机， 从大学园区里低
速行驶、 搭载六七件包裹的终端
配送无人车到可以上路行驶。 据

等地开通数十条无人机配送航
线; 终端配送无人车已经覆盖到
北京、浙江、陕西、湖南等多地的
高校园区。
苏宁除了对苏宁云仓升级改
造，苏宁物流又推出了 AGV 机器
人仓库群， 目前已经配备了 100
组左右的机器人，完整运营后，还
有将近 1000 组机器人，会在接下
来分批进行测试并投入使用。
苏宁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了
AGV 机器人商品的拣选不再是
人追着货架跑， 而是等着机器人
驼着货架排队跑过来。 ” 根据实
测，1000 件商品的拣选， 仓库机
器人拣选可减少人工 50%~70%。
对于小件的产品仓库机器人的效
率可达到人工的 5 倍乃至以上，
同时准确率也是大大高于人工，
可达 99.99%以上。
9 月， 唯品会和上海交通大
学共同研发的智能配送无人车正
式亮相。“
双十一”期间将正式亮
相， 上海部分用户可能成为智能
配送无人车的首批服务对象。
在业内人士看来， 无人仓配
物流体系的建立， 加上人工智能
提前预测建立前置仓， 以及根据
单量、 配送距离等因素优化末端
配送运力， 能够提高仓配物流的
工作效率和配送的效率， 保证送
达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电商平台大肆布局无人技
术即使为了使系统更加智能化，
也是为了体现公司的科技属性。”
曹磊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