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升级

上演“隔空取物”

近日，微信4 .3 for iOS发布，新
版本中呈现诸多亮点：新增摇一摇
传图功能，实现手机与电脑的无线
快速传图；支持语音搜索通讯录，
快速从通讯录中查找朋友等。作为
微信4 . 3此次的主打功能，摇一摇
传图功能一上线，立马成为网友和
行业人士热议的焦点。

“作为连接手机与pc端的新渠
道，微信摇一摇传图开创了一种

‘隔空取物’的传图方式。”业内人
士表示，摇一摇传图是微信的又
一大创新功能，为手机和PC端直
接的文件传输开辟了一条全新渠
道。它不仅是对传统文件传输方
式的革新，也是对用户应用体验
的创新。

支付宝试水

商场二维码收银台

日前，上品折扣与支付宝宣
布达成基于O2O（O2O即Online
To Offline，也即将线下商务的
机会与互联网结合在了一起，让
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
的战略合作，并联合推出一项新
颖的商场O2O购物服务，消费者
通过手机宝拍摄商品二维码的
方式就可以在商场购物。只要有
一台安装支付宝客户端的手机，
就可以在商场随时实现“一拍即
付”的便捷购物消费。

这项移动结账服务可以让
消费者不用等待导购开票去柜
台排队，不用钱包和银行卡实现

“云端支付”。支付宝副总裁樊治
铭称“凡是可以印有二维码的地

方，都可能是一个收银台。”

亚马逊连推四款kindle

死磕谷歌平板Nexus 7

近日，亚马逊一连推出四款
Kindle新机，分别是纯电子阅读器
Kindle Paperwhite与新Kindle以及
两款Android平板Kindle Fire HD，
而且Kindle Fire HD的7英寸版本
以16GB容量仅199美元，明显就是
要杠上同为199美元但容量较小的
Nexus 7。

6英寸电子显示器的Kindle
Paperwhite相较于前一代产品分
辨率强化62%、对比增加25%，电
池寿命最多可达8周。WiFi版本
119美元，至于提供免费3G服务
的版本是179美元。

至于入门版的Kindle 则下
杀69美元，并且比现在的款式翻

页速度提升15%。
而延续最畅销的Android平板

Kindle Fire之后，Amazon一口气推
出两款Kindle Fire HD，分别为7英
寸以及8 . 9英寸，8 . 9英寸产品分辨
率更达1920×1200。两款Kindle Fire
HD储存容量为16GB起步，8 .9英寸
版本最大可提供64GB，7英寸起价
199美元，至于8 . 9英寸则是299美
元。

哪些人爱开网店？

1981年到1994年生人为主

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的网
商数量已经超过了8300万家，满
足了全国超过2 . 14亿人的网购需
求。那么到底哪些地方的人最喜
欢开网店？

报告显示，网店最多的省市
集中在东部沿海，其中广东省的
网店数量全国第一，占全国网店
总数的20 . 32%，浙江的网店数量
紧随其后，占全国网店总数的
11 . 97%。江苏的网店数量排在全
国 第 三 ，占 全 国 网 店 总 数 的
9 . 75%。然而大部分西部省市的网
店数量不足全国总数的1%。

不仅如此，报告还对网店店
主们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综合分
析，网店店主中，男性开网店的比

例略高，占54 . 2%，这一数据出乎
不少人的意料。从年龄来看，网店
主以1981年到1994年期间出生的
人群为主，占到了80%以上，在这
些网店主中约90%的人群受过高
中及以上的教育，60%的人受过大
专以上教育。

为什么开网店？

体验不同生活

在对网店主的地域进行分析
之后，报告又对网店主们的职业
特征进行了分析。报告内容显示，

在数量众多的网店主中，仅有
30 . 4%的人是真正以开网店作为
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而剩下近70%

的人则都是兼职。在兼职开网店
的人群中，有37 . 3%的人是都市白
领；有6 . 3%的人是在校学生，有6%

的人是家里的全职太太，还有
0 . 8%的人是在家务农的人。

据了解，这些兼职开网店的
人中，在经营类型方面，兼职卖家
和专职卖家差异显著。专职卖家
主要经营服饰美容，其次是经营
休闲文化和家居用品、汽车配件，
而兼职卖家则以二手闲置、其他、

个性创意、投资收藏品类所占比
例相对最高。

由于这些兼职网店店主多多
少少带有一些“玩票”的性质，所
以他们的网店也大都具有经营规
模小、开店时间短、总体投入少的
特点。据统计，这些网店中，初期
投入少于5000元，累计投入在3万
元以内。

虽然网店规模很小，但是这
些网店主的状态似乎并不差。报
告显示，这些网店主有88%的人都
对当前的工作表示满意，有76%的
人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

App信息推送成为新型“垃圾短信”

App们，别再乱推送了！

根据近日媒体调查发现，近
半用户对App胡乱推送信息这一
新的通信滋扰表示不满，并考虑
将其删除。有业内人士表示，智能
手机系统应改进App客户端的信
息推送，设立类似电子邮件“垃圾
邮箱”等类似的机制，以避免App

推送成为垃圾信息的代名词。

乱推送令人不堪其扰

据了解，目前不论是苹果
iPhone手机还是安卓(Android)系统
智能手机，其用户均下载形形色色
的App软件，这些App软件常透过信
息推送(PUSH)的方式，提示用户更

新软件、推送新闻和新应用。
根据海外统计数据，如果

App软件能及时地推送“有益”
的链接，那该App应用在下载后
三个月内，其使用量会持续高
速增长。如果App软件推送的信
息，是与用户自身需要高度相
关、专注于满足用户需求的有
益推送，用户当然乐意。但现实
是，越来越多的App应用更倾向
从自身角度出发进行推送，忽
视用户需求。

媒体调查了身边20位用户发
现，近半用户表示曾受到App软
件信息推送的困扰。而“软件升级

提示”“在深夜推送”“在海外收到
推送”等三项均为最受诟病的推
送。有用户表示，在国外进行国际
漫游期间安装的App软件持续进
行各种推送，最终让他在海外被
扣了流量费。

垃圾信息泛滥成灾

调研发现，由于系统自由，
更因安卓手机缺乏明确盈利模
式，所以安卓系统手机的App软
件信息推送，多数是有广告目
的的泛滥推送。这看似并不需
要用户付出什么，但始终是以
损害用户体验为代价。尽管安
卓系统具备高度开放性和免费
性，但目前在移动互联网上已
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应用
开发者通过内置广告与各种广
告联盟和推广联盟分账，为此，

当然乐此不疲地推送。
其结果就是，不少安卓用

户发现在免费享受各种手机游
戏、应用软件的同时，手机通知
栏 总 是 时 不 时 地“ 蹦 ”出 广 告
来，有些甚至强制下载软件。

格支招

手机如何防范垃圾推送

有什么方法能够防范App的
垃圾推送信息困扰？据专家介绍，
首先，在下载安装完App软件后，
如果系统有显示“是否接受推
送”，若无需要，则全部选择否定；
其次，定期清理手机，卸载不需要
的应用；第三，越狱后，一些软件
即使屏蔽了照样能进行推送，因
此用户在安装软件时需要特别谨
慎。

新闻、新应用、新内容提示……手机发出的“嗡鸣”声，不
论是工作期间还是深夜里，这些App(手机软件客户端)软件的
信息推送(PUSH)正成为新型的“垃圾短信”。

开个网店，赚点小钱，这
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
部分。到底目前中国有哪些人
在开网店？

近日，第九届全球网商大
会在杭州拉开帷幕，会上发布
了首份网商图谱《谁在开网
店》。报告内容显示，近七成网
店店主都是兼职开网店。

格V消息

格V潮品

宝马鼠标

最近宝马集团下属的
Des ignworksUSA设计公司
帮助硬件厂商T t打造了一
款高端游戏鼠标。这款名为
Lev e l 1 0 M的鼠标不仅外
观前卫，性能也不俗，DPI最
高可调至8200，并通过LED

显示当前DP I，另外其拥有
11个可编程的按键和一个用
来 切 换 不 同 游 戏 档 案 的 Z

键。

大三角帆音箱

漫步者 e 3 0无线蓝牙音
响最吸引人的要数它的造
型，也就是大三角帆一般的
外观。有传统的黑色外，还
有酒红色外观可选。采用2 . 2

声道系统，主副箱均包含低
音、中高音、超高音单元，通
过DSP架构进行高精度电子
分频，再经调校，呈现柔美
细腻的音色和浑厚低频效
果。而集成德州仪器旗舰功
放TAS5342LA，保证大功率
输出。支持蓝牙2 . 1+EDR版
本，传输速度可达3Mbps，是
CD级音质传输速率的2倍以
上 。配 备 一 枚 小 巧 的 遥 控
器，它采用 4 3 3MH z无线射
频技术，可实现无方向性遥
控，轻松组合旋钮与按键还
可进行多功能趣味性操作。

充电误区那点事儿

谣言：新买的手机必须
充满8小时以上并重复几次
完全充电放电，这个过程叫
做激活，这样可以使手机的
电池达到最大容量。手机充
满电之后必须马上拔掉电
源，因为过度充电会引起电
池爆炸。笔记本电脑和手机
的电池最好把电用光再充
电，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充电
次数，延长电池寿命。

真相：锂离子电池用不着
激活。除非有质量问题，否则
也不会因为长时间插着充电
而发生爆炸。锂离子电池没有
记忆效应，可以随时充电，为
了减少充电次数而刻意将电
池用光后再充满，并不能延长
电池寿命，反而对电池的寿命
有负面影响。正确的做法是，
有机会就充电，充到差不多就
拔掉——— 少量多餐，并且应该
尽量减少电池满电状态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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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谁在开网店
数据显示：近七成网店店主都是兼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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