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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人员架构、红米品牌独立运营、金立原总裁加盟……

竞争料将白热化 小米频繁“变阵”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1 月 2 日， 小米创始人雷军在

微博高调宣布，金立手机原总裁卢

伟冰加入小米。 另外根据最新消

息，小米旗下的红米手机将独立运

营。 坊间猜测卢伟冰很可能会成为

独立后的红米品牌的“操盘手”。 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 iPhone 在国

内的销售开始“失势”，再加上国内

手机市场增长面临天花板，小米为

应对同华为等国产手机品牌进一

步白热化的竞争，不得不在近期频

繁“变阵”并招兵买马。

强将加盟或带领红米独立发展

1 月 2 日，雷军在微博发文“欢

迎卢伟冰”，并配上一张合照。 不过

微博上并未说明卢伟冰在小米的

具体职位。 雷军宣布卢伟冰入职之

前，小米公司的官方微博也发了一

条信息，称“明天上午 10 点，开年

第一件大事！ ”

公开资料显示，原任金立集团

总裁的卢伟冰在 2017 年离职，并

带领金立手机海外事业部同仁出

走，创办了诚壹科技有限公司。 此

番加盟小米，难免让人将其与红米

品牌联系起来———2019 年开年小

米便放出一个重磅消息，宣布全新

独立品牌红米 Redmi 发布会将于

1 月 10 日举行。在深圳第一手机界

研究院院长孙燕飚看来，卢伟冰很

有可能负责操盘独立运营后的红

米品牌，因为其本人原来在印度市

场有操盘线下千元机的经验，因此

不排除加入小米之后担起红米在

印度市场继续“攻城略地”之责。 不

过，另外也有消息称，卢伟冰将归

于小米总裁林斌的手机部，负责小

米 POCO、 美图手机和深圳研究

院。

近期变动频繁意在对抗华为？

实际上这已经是小米在一个

月内第二次进行重要的人事调整。

去年的 12 月 13 日，小米内部发出

了人员架构调整的公开信，新设中

国区，并由王川兼任中国区总裁一

职。 据悉，王川是小米集团联合创

始人， 也是小米电视业务的负责

人。 任职期间先后开发了小米盒子

与第一代小米电视。

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雷军不

断变阵及“招兵买马”，与中国手机

市场面临越来越大变数有关。 据知

名调查公司 IDC 发布数据，2018

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总出货

量为 3.552 亿台，较 2017 年同期下

降了 6%， 这也是全球智能手机出

货量连续第六个季度同比出现下

滑。 而根据中国信通院统计数据，

2018 年 1~9 月国内手机出货出货

量同比下降 17%。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 Canalys 数

据，截至 2018 年 9 月，华为在国内

市场份额从去年的 19%增加到

25%。 OPPO 与 vivo 的市场份额分

别从 18%增长到 21%，16%增长到

20%。 小米则从 11%增长到 14%。

iPhone 则维持 8%市场份额不变。

考虑到在未来几个月苹果大概率

将进入下降通道，其市场份额进一

步下滑后，小米在国内面临最大的

增长压力。

“根据 Canalys 数据，归入‘其

他’类的手机品牌的市场份额仅仅

剩下 12%，很难再下跌。 ”一位业内

人士向记者表示， 这样的市场格

局，意味着作为“老四”的小米很难

再夺取“其他手机品牌”的市场份

额，但却很容易被前三名抢夺自己

的份额———尤其是要防范连 i－

Phone 用户都开始抢的华为系。

卢伟冰毕业于清华大学，从底层销售

一步步做到康佳通信销售公司总经理 。

2007

年底，卢伟冰跳槽至民营企业天语手

机 ，起初负责国内业务 ，到

2009

年开始全

职负责海外市场。

2010

年

4

月，卢伟冰加入金立，出任金

立总裁一职。 金立海外业务主要交由卢伟

冰负责， 其同时好操刀

ELIFE

和

IUNI

两个

子品牌。

2017

年

8

月， 卢伟冰带领金立海外事

业部从金立剥离出去，成立新公司———诚

壹科技，主营业务是给国外一些品牌进行

代工。

2018

年

11

月，他宣布诚壹科技解散，

其后个人将入职小米。

华为：

19%→

25%

OPPO

：

18%→

21%

vivo

：

16%→

20%

小米：

11%→

14%

iPhone

：

维持

8%

不变

数据来源：市场调研公司

Canalys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近日，

荣耀于北京正式发布最新旗舰机荣耀

V20。 荣耀V20采用6.4英寸魅眼全视屏，

搭载新一代7nm工艺的麒麟980处理器，

全系标配4800万像素索尼IMX586，以

及Link Turbo全网络聚合技术、TOF立

体深感镜头。 是泰尔实验室认证的首款

综合游戏五星体验手机。

荣耀V20拥有6GB+128GB标配版、

8GB +128GB 高 配 版 和 8GB +256GB

MOSCHINO 联 合 设 计 版 三 款 。

MOSCHINO联合设计版有幻影蓝和

幻影红两种颜色可选，标准版配色有魅

海蓝、魅丽红和幻夜黑三种颜色，三个

版本售价分别为2999元、3499元以及

3999元。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近日，

赞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卓越中心启用

揭牌仪式暨媒体见面会在广州举行。

赞同科技 CEO 王宇晖在会上表

示， 赞同科技作为一家创办于改革开

放初期的高科技民营企业， 见证、 参

与了中国银行业的科技建设从无到

有、 从乱到秩、 从引进到自主、 从刚

需到创新的全程发展过程。 迄今， 赞

同科技服务基地遍布全国 30 多个省、

市、 自治区， 服务于上百家国内银行

客户。

据介绍， 赞同科技致力于研发能

够提高银行应用开发以及运行效率的

关键核心技术， 每年公司在研发上的

投入占到了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12%。

王宇晖表示， 赞同科技为了更好的拓

展市场、服务客户，在启用广州“卓越

中心”后，会加大公司在广东地区研发

力量与市场推广力度的提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近

日， 自动驾驶企业文远知行A轮融

资再获两家重要机构跟投， 分别是

商汤科技SenseTime和农银国际ABC

International，本次跟投的融资金额达

数千万美元。截至目前，文远知行已

分别在汽车主机厂、AI技术、国家级

银行机构和海内外资本等关键领域

得到头部企业的高度认可， 并在资

金、 技术与战略等多方面陆续开展

合作， 凸显了L4级别自动驾驶头部

公司的先发优势， 为文远知行率先

迈进自动驾驶 2.0时代提供坚实的

保障。

据介绍 ， 文远知行计划在 2019

年完成500辆无人驾驶车的改装，积

累500万公里的无人驾驶行驶里程，

并逐步在广州、 安庆等城市与合作

伙伴进行常态化的试运营和商业化

落地的尝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虎

牙直播 CEO 董荣杰在日前举行的

2018 虎牙直播星盛典现场宣布：虎

牙直播在 2018 年月活用户突破一

亿，前三季度合作伙伴分成及内容

投入超过 20 亿； 并宣布 2019 年将

筹建电竞公司， 助力直播走出游

戏，发挥更大价值。

小米近期“变阵”

相关链接

手机行业老兵卢伟冰

荣耀发布年度游戏旗舰

V20

赞同科技卓越中心成立

文远知行

A

轮再获数千万美元融资

商汤科技和农银国际跟投

虎牙直播 CEO董荣杰透露

虎牙月活破亿 将筹建电竞公司

国内手机市场份额

（截至

2018

年

9

月）

人事变动

2018

年

12

月

13

日：

新设

中国区， 由小米集团联合创

始人、 小米电视业务负责人

王川兼任中国区总裁一职。

2019

年

1

月

2

日：

小米创

始人雷军在微博发文“欢迎

卢伟冰”，证实这位金立手机

原总裁正式加入小米。

品牌运营

2019

年

1

月

10

日：

将举行

全新独立品牌红米Redmi发

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