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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志在给中国净水
行业带来革命的云米净水机在
郑州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了具
有7项领先黑科技和5大颠覆式
创新设计的V1、C1、S1系列净
水机。

郑州发布会是“云米科技健
康饮水中国行”的第三站。这家
高科技智能家居生活企业，将连
续在全国 10 座城市召开发布
会，邀请当地的消费者深入体
验、感受来自云米的极致净水科
技。

在本次发布会上，云米科技
充分展示了自己强大的科技研
发和产品创新能力，比如基于全
参数实时监测的5000万条云端

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为减少
漏水隐患，克服漏水这一行业顽
疾，创新地将传统有40多个连
接头的水路系统集成到一个4
层5向11条的立体集成水路板；
杀菌率可达99.9999%大流量瞬
时UV杀菌技术，可以实现超长
寿命，终生免更换。此外，配备
304无铅不锈钢纯净水龙头，彻
底抛弃带有二次污染隐患的铜
龙头，实现真正的彻底干净。截
至目前，云米超能净水器系列产
品已获得142项核心专利授权，
申请专利数量高达400多项，零
部件的创新比例更是超过90%。

作为一家智能硬件企业，
云米产业链投资5000万建造高
标准的洁净生产车间，做到安全
标准，制造标准和品控标准的三

个“领先”，还不惜成本，精选全
球各国优秀的供应商来采购关
键元器件。同时，云米科技还邀
请八大专业科研认证机构对涉
水元器件进行严苛的安全测试，
充分保证饮水的安全和健康。

2016年6月初，云米科技与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合作发起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云米科
技儿童健康饮水公益计划”帮助
解决孩子们的健康饮水问题。
消费者每购买一台云米超能净
水器，即向公益计划捐赠 10
元。同时，云米科技还将在全国
选取部分水质较差的城市开展
水安全知识普及活动，普及健康
用水及净水知识，帮助人们提高
健康意识，促进身体健康。

云米科技，“重新”发明净水器

云米科技健康饮水中国行郑州站举行

据《计算机世界》网站报
道，一名黑客已从三家美国医
疗机构窃取了数据库数据，并
公然打广告兜售65万余名病
人的医疗记录信息。

这名自称为“thedark-
overlord”（暗黑领主）的黑客
还正在利用这些医疗记录勒
索赎金，要求这三家医疗机构
分别为被盗数据库支付10万

美元、20.5万美元和41.1万美
元的赎金。目前，这些医疗机
构的名称还不得而知。

该黑客称，被盗数据库分
别来自于密苏里州的法明顿
（Farmington）、美国中部和
中西部各州以及乔治亚州，这
些数据库分别包含了4.8万
名、21万名和39.7万名病人
的医疗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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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搜狐科
技 报 道 ，OPPO
VOOC和一加手
机 3 主 打 的
DASH闪充技术
终于迎来对手，
继 高 通 Quick-
Charge 进 化 到
3.0版本后，联发
科主导的 Pump
Express 快充技
术也迎来了 3.0
版 本 。 和 高 通
QC3.0 以提高充
电效率和降低发
热 不 同 的 是 ，
PE3.0 以大幅提
高充电速度“为
己任”，可以在20
分钟内为手机充
进 70%的电量，
真正做到了“充
电五分钟，通话
四小时”。

简单来说，
PE3.0 的快充机
制从 PE2.0 时代
的“大电压小电
流”换成了“小电
压大电流”，在中
国首届快速充电
技术研讨会上展
示的样品采用了
5.8V/6A 的输出
标准，最大输出
功 率 可 达
34.8W，较时下最
大24W的快充技
术 提 升 了 整 整
10W！ 据 悉 ，
PE3.0 将以 USB
Type-C 作为充
电接口，首款搭
载该技术的Hei-
lo P20处理器预
计将于今年底上
市。

三星Note7
可能也有双曲面屏幕

据新浪手机报道，三星将
在8月2日发布旗下Note系
列的手机新品——Galaxy
Note7，并且采用曲面屏幕。

这条消息来自一家手机
壳制造公司，看起来，这手机
俨然就是S系列的加宽版本，
据说电池是3600毫安时，机
器可能不会很厚。

Note 系列的屏幕将有
5.7 或 5.8 英寸，传闻内部有
6GB RAM，和64GB的机身
存储，虹膜扫描解锁方式，
IP68级别的防水防尘功能，
并且根据不同地区，三星
Exynos 芯 片 或 高 通 骁 龙
821/823版本。

广电总局状告
苹果App Store侵权

据海淀法院网报道，因
“App Store”提供下载“优
酷HD”App服务，且使用“优
酷 HD”可收看原告权属电
影，原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
心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
纷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

告“App Store”的所有者苹
果公司(Apple Inc)、“优酷
HD”的开发运营者合一信息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目前，海淀法
院受理了此案。

目前，本案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黑客盗窃并兜售65万名
美国病人医疗记录信息

亚马逊重回手机市场
据新浪科技报道，亚马逊

在遭遇首款Fire手机失败后，
重回手机市场，但是他们这次
并不是推出Fire手机二代，而
是两款廉价手机。其中一款

售价仅为50美元，能卖得如
此便宜主要是依靠亚马逊的
广告补贴。这款手机将在锁
屏界面上向用户推送亚马逊
折扣信息。

阿里“情怀投资”锤子科技
根据新浪科技报道，据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
站信息显示，锤子科技6月27
日进行了一项股权出质信息
变更，其CEO罗永浩将出质
名下 205.38176 万股的锤子
科技股权给阿里巴巴。不过
锤子科技官方，并未对外说明
此次股权出质具体原因。

此外，锤子科技和阿里巴
巴早就发生了联系。在锤子
科技的早期投资人中，吴泳铭
和盛一飞都是阿里18合伙人
之一，且获得苏宁云商投资的
锤子，也间接和阿里巴巴发生

了股权方面的相关联系。而
罗永浩和阿里云也多次“眉来
眼去”，外界也一直盛传阿里
巴巴将投资锤子科技，不过也
有持反对意见者认为：投资了
魅族的阿里巴巴没必要再投
资锤子科技。

值得一提的是，在阿里巴
巴内部，阿里技术委员会主席
王坚对罗永浩颇为赞赏，甚至
亲自引荐罗永浩和马云在杭
州相见。在此次股权出质获
得阿里巴巴的现金之后，锤子
科技的新一代产品或将不久
后发布。

硬盘制造商
希捷裁员1600人

硬盘制造商希捷宣布裁
员3%，大约1600人，公司希
望以此缩减开支。希捷计划
在第三季度末完成重组，预计

税前话费为6200万美元。希
捷目前在全球有 5.2 万名员
工。

APP新规八月起实施 整肃行业乱象
6月29日上午，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发布《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明确要求按照“后台实名、前台
自愿”的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
基于移动电话号码等真实身份
信息认证，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安
全保护机制和全信息内容审核
管理机制。该规定自8月1日起
施行。

《规定》全文共计十一条，其
中，第七条明确指出，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严格落
实信息安全管理责任，应对用户
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加强用
户信息安保、健全内容审核机
制、保护知识产权、保障用户知
情权和选择权、记录用户日志信
息等“六项义务”。并对互联网
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也提出了

相应要求，没有向用户明示并经
用户同意，不得开启收集地理位
置、读取通讯录、使用摄像头、启
用录音等功能，不得开启与服务
无关的功能，不得捆绑安装无关
应用程序。还对违反前款规定
的应用程序提供者，视情节采取
警示、暂停发布、下架应用程序
等措施，保存记录并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

魅族回应
高通5.2亿专利诉讼

据北京晨报报道，在手机
差异化越来越小的今天，专利
成为日渐重要的壁垒。6月
24日，高通将魅族告上北京
知识产权局，索赔5.2亿元。
这也是这家手机芯片大鳄首
次状告中国手机厂商。前一
段时间，高通已陆续和一批手
机厂商谈妥了专利授权协议。

6月28日，魅族召开发布
会公开回应与高通公司的专
利纠纷一事。魅族表示，公司

曾与高通公司就技术专利有
过谈判，但是谈判并不顺利，
在此情况下，高通直接就将魅
族告上了法庭，这是没有诚意
的谈判行为。魅族科技副总
裁李楠表示，魅族支持和欢迎
专利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保护
作用，也支持对使用他人合
法、有效的专利应当支付合理
费用，但他质疑高通收取过高
专利费的合理性以及高通与
手机厂商“黑盒子”式的谈判。

索尼将重返机器人市场
根据新浪科技报道，北京

时间6月 29日，索尼在东京
举行了经营方针说明会，宣布
已着手研发基于人工智能
(AI)技术的机器人。同时，索
尼将于7月成立“索尼创新基
金”，面向开展AI及机器人研
发的企业进行投资，资金规模
为1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5
亿元)。

上月，索尼表示将计划发

展人工智能业务，并最终使其
成为主要营收来源。而其计
划的第一步，是投资美国初创
公司Cogitai。该公司专注于
开发让机器通过与现实世界
互动，而持续自主学习的技
术。而对于此次重返机器人
市场，索尼社长平井一夫表
示：“希望制造出构建心与心
的联系、成为倾注爱情对象的
机器人。”

雷军首次公布小米IPO时间

据新浪科技报道，小米科
技董事长兼CEO雷军近日在
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小米实施
IPO 的时间点大约在 2025
年。

关于小米IPO的问题，早
已不是新闻。雷军创办小米，

一直对外宣称“短期内不考虑
上市”，其后被问及，也是“5
年内没有上市计划”。今年3
月人大会议分会场上，这位小
米科技掌舵者才有所松口，表
示不排斥IPO。现在，雷军给
出了具体的时间点，表明小米
内部开始将此提上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