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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 我们怎么办

对于移动化乃至整个互联网产业来说，最近密集推出的信息化战略与政策提供了

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支撑。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战略，

通过“互联网+”，传统行业可以利用互联网带来的革命性信息能力，改善产业结

构、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实现由劳动密集型的粗放式增长向技术密集型的精细化增长

转型。

很显然，移动互联网作为互联网产业的必然发展方向，已经成为各行业争先布局

的“风口”，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拓展将会成为行业用户的重要目标。因此，我们可

以预见，为用户提供移动信息能力支撑的移动化平台将会在“互联网+”战略中实现

快速普及！这也是国信灵通等移动解决方案提供商实现发展目标的巨大契机。

要利用“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移动解决方案提供商首先要做的便是更深

入的分析传统行业用户的信息化现状以及需求。不但要着眼于行业用户在当前环境下

的信息化需求，更要保证对未来环境的充分预见性，帮助用户拟定未来的移动化发展

政策，并为其提供具备足够扩展性、适应性的移动化产品与解决方案。

其次，移动解决方案提供商还要充分重视移动化生态圈的培育，不仅仅要关注

EMM、MEAP等移动化产品的技术创新，更要注重整个信息化环境下的移动设备与固定

式设备、移动应用与传统应用、移动数据与既有数据之间的相互衔接与融合，以及如

何打造一个各环节高效协同的生态圈。

综上所述，“互联网+”在给移动解决方案提供商提供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

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唯其在这波汹涌的互联网发展浪潮中，充分关注市场需

求、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尊重客户选择，并拥有整体移动解决方案，才能真正在“大

浪淘沙”式的冲击中存活下来，成为闪闪发光的“金子”。

CEO 侯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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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开发、管理移动应用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以开发业务App为导向，促使APP快速上线;
其二，从长期规划出发，先构建移动应用平台，统一开发规范和架构，再开发相应的业务APP;其
三，先租用移动开发平台开发APP，再构建与租用平台同源的移动开发平台，实现无缝过渡。

40 岂止于车夫 国信灵通领路移动应用安全
小丑鸭最终变成了美丽的天鹅，因为它拥有天鹅的DNA，高贵美丽的属性不论何时都伴随着它，可
以说，DNA这种与生俱来的属性是成功的基石。在移动应用安全领域，国信灵通继承了网秦防病毒
的DNA，并且把“安全”加入了每一条国信灵通的产品线。

案例

42 国信灵通为中国人寿订制移动互联金融平台
通过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手段，中国人寿携手国信灵通将居民、商户、公共服务等社区元素与金融
机构有机融合。优质的客户服务不仅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增加了客户忠诚度，而且确保提升了企业
效益，实现企业的长远稳健发展愿望。

43 国信灵通“角色服务平台”助力某保险公司“移动展业”
为了解决传统展业面临的挑战，以及适应移动展业的发展趋势。国信灵通在2014年在原有移动展业
系统基础之上推出了全新的移动展业角色服务平台。新的展业系统根据用户角色不同，权限不同，
给不同用户推送相应地功能模块，而无需下载整个应用，保证应用稳定及版本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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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移动终端的15个趋势
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通过专业人士的指导，我们也可以预
测一下今年将会发生的事情，比如预测今年移动设备的趋势。

26 “互联网+”的真相
互联网经过40多年发展，当前已经演进到产业互联网阶段，互联网+三大产业，目标是实现生产、
流通等的智能化改造，客观上要求传统企业与拥有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宽带、物联网、人工智能
技术等资源的互联网公司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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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智能移动设备与移动应用已经深入到政

府、企事业单位的组织肌理之中，移动化改造也成

为各组织信息化建设的优先方向。而在移动化系统

的部署过程中，保障移动信息的安全与提升工作效

率显然是组织最为关心的两个方面。

但是，这两者有可能同时实现么？当组织无法

在移动化过程中同时兼顾安全与效率时，应该怎

样抉择呢？国信灵通的市场研究专家给出了如下

建议：

无规矩不成方圆：控制风险必须对应用规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组织的移动化是一种由下

到上的自发过程：员工为了提升工作效率或是更便

捷的处理工作，会将自己的移动设备带入到工作场

景之中，由于这些移动设备在初期并没有被纳入到

组织的整体防护架构之中，因此会带来严重的安全

防护风险：一旦移动设备因为丢失或者被入侵导致

数据泄露，将很可能使企业不得不付出巨额的修复

成本。因此，组织的移动化策略在初期主要是为了

控制移动设备与移动应用的安全风险。

要控制移动化的安全风险，就必须对移动设备

与应用进行规范。例如规定不得在个人移动设备上

运行敏感的应用，只能使用经过审批的移动应用，

不允许移动设备接入组织内网等，这样固然会提高

专题

安全还是效率？ 移动化的两难抉择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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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化的安全等级。但另一方面，过于严格或机械

的安全措施却会损害员工的积极性——没有多少员

工愿意在死板的规范下使用移动设备。

而且，对于安全的追求将很有可能导致移动应

用灵活性的丧失——员工之所以愿意使用移动设

备，主要是基于便捷性的考虑，无论在何种应用场

景中均可以自由的使用。但是，一旦组织的移动化

政策将这种应用场景给固化之后，移动设备将无法

自由的被用于工作之中，对应的优势也将被极大的

抵消。

因此，在是否要部署移动化的问题上，很多组

织陷入了两难境地：对移动设备的放纵将可能带来

安全风险，导致企业机密数据泄露；反之，对移动

设备过于严格的管控将可能丧失移动化的优势。因

此，很多政府、企事业单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消

极的态度，即不支持移动化应用，但也不反对员工

利用个人设备来进行一些敏感些较低的工作。

而据

Gartner最近

发布的报告

显示，到2017

年，半数雇主

将要求员工使

用自己的个人

设备办公，

而38%的企业

则表示有望在

2016年之前停

止为员工提供

办公设备。

不破不

立：积极地进

行移动化改造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移动化都是一个不可阻挡

的趋势，这就像二十年前的信息化大潮与十年前互

联网普及浪潮一样，如果现在不提早布局，未来将

有可能陷入被动之中。

大家有目共睹，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移动化的

威力都已经显现：在金融行业，移动支付正在成长

为主要的支付方式，很多业务的完成也仅仅需要一

部手机；在快消品行业，移动设备已经成为业务流

量的最大贡献者之一，很难想象一家信息化仍旧停

留在桌面PC时代，自身没有移动应用的企业如何

更好的理解业务逻辑，提高用户体验。

既然移动化浪潮无法避免，那么组织就应该更

加积极的进行移动化改造，并寻求解决安全与效率

矛盾的解决之道。

其中的一个解决思路即是国信灵通倡导的“安

全沙箱机制”，将移动应用转变外部数据与内部数

据隔离开的“沙箱”。沙箱具有明确的数据划分和

专题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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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授权访问保护。由于每个用户有多个业务应用，

每个应用沙箱也可以连接至其它应用沙箱，以便安

全共享数据和策略。在这种机制中，由于组织内部

数据被隔离，数据并不保存在移动设备中，即使移

动设备丢失也不会影响数据的安全性。另一方面，

安全沙箱并不要求员工在特定场景下才能使用移动

设备，因此在最大的程度上保障了移动化的效率。

鱼翅熊掌可以兼得：寻求完整的解决方案

为了帮助政府、企事业单位解决移动化过程中

安全与效率的两难抉择，国信灵通提供了涵盖移

动化生命周期的移动化整体解决方案，能支持组织

进行移动化规划、移动化实施、移动化运营，并

通过领先的移动技术，解决移动设备丢失、数据泄

露、APP安全获取等安全问题，帮助组织完整的控

制数据的安全性。

而且，该解决方案将移动设备与桌面PC置于统

一的管理规范下，也不会强制访问员工的个人数

据。当员工的移动设备接入组织网络时，其可以在

移动策略的控制下访问单位数据，而当这些移动设

备接入其它网络时，便恢复为独立的移动设备，在

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安全性与效率的统一。

国信灵通的移动化解决方案涵盖各种应用场景

下的移动化需求。例如，组织需要对那些试图访问

单位数据的移动设备进行强制的安全访问，拒绝那

些不符合规范的移动应用，并主动提供高质量的移

动应用，这样就能够在移动化过程中尽量降低安全

风险；组织还可以针对移动应用制定严格的奖惩措

施，减少对于移动场景的控制，但加强事后对于违

规行为的追溯，并通过技术手段保证这种追溯的有

效性。

B2C⻔门户 B2E⻔门户 安全

访问控制

安全认证

数据加密

传输加密

应⽤用加固

移动杀毒

应⽤用沙箱

电商 ⺴⽹网银 资讯 OA CRM 邮箱

平台

应⽤用

企业接⼝口服务集成平台

数据 OA系统 财务系统 ⼈人⼒力系统 CRM系统 ESB … …

开发平台

IDE 开发框架

开发模板 在线调试

原⽣生基座 ⾃自动打包

应⽤用组件 后端基础服务

基础服务管理

服务发布 版本管理 服务授权 服务查询

即时通讯

数据存储

消息推送

统计分析

数据同步

⽤用户中⼼心

UI/UE组件

通讯录组件

LBS组件

… …

企业移动管理平台

移动设备管理 移动应⽤用管理 移动内容管理 安全邮件管理

ERP投票

MEAP 企业移动应⽤用平台

EMM 企业移动管理平台

移动
安全

企业应⽤用商店 应⽤用套件
IM、邮件、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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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深入到工作与生活之

中，开发移动应用就成为众多政府、企事业单位

的必然选择。但是，开发移动应用并不是想象

中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当涉及到架构复杂、更新

频繁、与组织后端数据集成度高的移动应用开发

时，其难度将倍增。

那么，组织应该如何高效的开发移动应用

呢？国信灵通市场研究专家给出以下几个建议：

一、做好开发前的前期准备

在移动应用开发之前，前期准备是非常重要

的，充分而准确的前期准备并不会浪费组织宝贵

的开发时间，相反，在开发上一些重要问题的正

确选择会让开发工作变得事半功倍。具体来说，

这些重要问题包括：

平台选择：目前主流的移动操作平台是

iOS、Android、Win8，对于开发者而言，一个移

动平台的意义，并不只是一个操作系统而已，它

还包括了与之相联系的整个生态环境。ios平台

拥有更好、更统一的应用体验，而且iOS用户拥

有更高的APRU值（每户每月平均收入），但属

于封闭系统；Android平台开放性高、用户量更

大，但是碎片化现象严重，会大幅推升开发与维

护成本。组织在进行应用开发时，必须对选择对

应的平台，即使要进行全平台开发，也需要对各

平台开发的优先级进行选择。

当然，在做平台选择时，可能还会有一些其

他因素存在。比如iOS平台对于很多权限进行了

限制（如读取联系人信息、通话信息等），如果

组织想开发此类的应用，那么Android平台显然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硬件性能：在开发移动应用时，组织还必须

对目标用户的硬件能力进行考虑，如果需要开发

的应用面对的是大部分用户（如即时通信软件、

移动OA软件等），那么组织就必须在开发应用

时砍掉那些虽然强大、但是耗用资源量大的功

能。而且，各种硬件平台的差异也是组织所必须

考虑的问题，否则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应用在大尺

寸屏幕下很绚丽，但在小尺寸屏幕下却非常丑陋

的问题。

技术应用：大部分移动应用开发商都会面临

这样一个问题：是采用本地化的开发技术开发一

个原生应用，还是开发一个适应于移动设备的 

Web 应用？原生应用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利用

设备的能力，达到比较好的表现效果和更加优秀

的用户体验，而且其不需要网络支撑，在离线环

境下依然能够应用。但缺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

难以跨平台应用。而HTML5为旗帜的跨平台方

案则具备一次性开发针对不同平台应用的能力，

但其缺点是无法高效率地利用设备的硬件性能，

且无法做到离线应用。

二、制定高效的移动应用开发策略

开发移动应用并非仅是开发资源的堆积，还

表现在移动开发策略的制定上。主要包括：

全面高效：政策包括移动应用的开发路线

图、移动应用生命周期管控、市场与技术的博弈

等等，好的移动应用开发政策能够快速的调配开

如何高效的开发移动应用

专题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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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资源，增强移动应用的生命力。而运行不流畅

的开发政策则会导致企业移动应用开发陷入困境

或彻底失败。

灵活应对：移动应用开发商常常会低估移动

应用的开发难度，在开发完一个应用时，并没有

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拟定应对策略，其结果

往往是在投放市场之后，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兼容性、功能缺陷、网络攻击等），在手忙脚

乱地解决问题之后，发现移动应用的后续开发已

经完全脱离了原本的路线，成为了一个与市场妥

协、只局限于修改bug等开发细节的半成品。

市场因素：市场因素也同样非常重要，开发

商必须对于用户需求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并选择

相应的技术开发路线。例如，如果需要开发一个

摄影类的应用，那么开发商就需要了解摄影APP

用户的特征与偏好（性别年龄组合、社交网络活

跃度等），竞品特征（竞争激烈程度、功能特征

等），并且根据调查结果来拟定、调整自己的开

发策略。

三、 借助于成熟的开发平台或工具

在成熟的

开发平台或工

具的帮助下，

移动应用的开

发事半功倍。

平台价

值：由于集成

了众多的开发

插件或对开发

框架进行了规

定，这些工具

能够提供一个

清晰的开发流

程，接管很多重复、耗费时间的开发任务，让移

动应用开发过程变得轻松。而且，移动应用开发

工具正在向标准化、集成化的方向发展，对开发

效率有较大的提升作用。

平台架构：在此背景下，MEAP（移动应用

平台）应运而生。它适用于有一定规模的移动应

用开发商，继承了诸多的开发工具，囊括后端服

务集成系统、安全控制系统等相关功能产品和咨

询服务，能够综合的解决企业面临的移动化难题

（如移动应用的开发问题、移动应用的管理问

题、与组织后端系统集成的问题、网络安全问

题）。

 平台推荐：目前，比较成熟的MEAP

平台有国信灵通NQSky MEAP平台、IBM 

Worklight、SAP SMP等，以国信灵通MEAP平台

为例，一个完整的MEAP平台包括数据源连接、

应用创建、控制台、客户端这几大功能架构，能

够提供更丰富的展示及服务接口、更好的外部设

备兼容性、更好的便捷性及跨平台效能、更简单

的设备管理宽容性等功能，以节省大量的开发时

间和人力成本。

专题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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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应对移动安全之初，主要是为了保护

公司的电子邮件和数据。“重大事件”则是一个

员工在机场，餐厅或者任何其他场合，注意力被

其他事件吸引，而没有注意保护企业资产，从而

丢失了笔记本电脑或手机。更不用说，看看持续

增长的移动设备数量和各种功能，担心手机上的

密码，或者笔记本电脑硬盘上的加密(不要忘了，

现在世界上设备的数量已经超越人类了)，是大多

数人认为移动安全最好的开始。

根据开放式Web应用程序安全项目(OWASP)

，2014年十大移动技术安全隐患包括：

1. 弱服务器端控制

2. 不安全的数据存储

3. 传输层的保护不足

4. 意外的数据泄露

5. 弱授权和身份认证

6. 密码破解

7. 客户端注入

8. 通过不可信输入进行安全决策

9. 会话处理不当

10. 缺乏二进制文件保护

企业可以对照上述漏洞，进而启动新的移动

安全项目检查表，笔者认为，你需要考虑以下七

大项目：

你的移动化策略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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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化网络安全，需要成为整个企业网络安全战

略，构架，规划和管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良好的

网络安全应该从端到端构想和实现。它不应该被孤

立，或被视为现有网络安全域的“加固”。

良好的移动网络安全，必须平衡和互补企业内所

有渠道对于网络安全的需求。比如，银行，一直把重

点过于放在保护他们的移动平台上，然而，最近，在

某些案例中，成为针对他们网站的攻击对象。

考虑移动网络安全时， 应思考包括与所有设备相

关的网络安全;特别是，考虑将移动网络安全战略，

计划和管理结构与那些正在为物联网(IoT)开发的设

备相关联。毕竟，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和

智能手表，手环，流量传感器，汽车(大量的传感器

和计算机，硬盘和网络)，以及家庭自动化设备，比

如恒温器，照明控制，安全警报等。所有这些“设

备”都需要交互操作，并在所有水平和阶段都保持

安全性。

考虑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比如，指纹扫描，视网

膜扫描，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等等，作为身份验

证的潜在形式。 尽管生物识别技术在过去遇到过挑

战，但是移动设备的巨大和快速增长，以及底层技术

的改进又使它们成为主流。

确保你在保护数据，无论是静态数据，还是动态

数据。

总是确保在你的运行环境中，所有硬件和软件组

件都升级到最新版本。

当技术已经达到或超过生命周期，总是确保要么

将其淘汰，或者确保你执行了一个(可能非常昂贵)的

计划，来保持其持续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专题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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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和数据泄露事故在不断增长，而计算设备的

形式在减少—因为现在大部分企业数据在移动设备创建和

使用。这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移动安全一直是大多数企业

最关注的安全问题。

目前，企业部署的移动安全措施主要是移动设备管理

(MDM)工具，这种工具提供的功能包括设备资产管理、

安全浏览、应用程序白名单、数据丢失防护、移动VPN、

应用程序水平的VPN等。虽然大多数首席信息安全官、首

席信息官和安全分析师都认为，虽然MDM并不是最好的

移动安全措施，但它现在是移动防御工具包的重要组成部

分，特别是在大型企业。而且，与企业数据安全一样，永

远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不过，所幸的是，转向移动设备并不意味着安全专业

人士观念的转变。事实是，转向移动设备并没有改变保护

数据和应用程序的水平。在现实中，移动设备需要部署与

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所有相同的安全做法：用户身份验证

和授权、加密、强制执行的安全政策，以及保护数据安全

的所有其他措施。

为了帮助保护你的企业移动应用程序访问和数据的安

全，我们编辑了这个最新的移动生存指南，下面是在保护

企业移动设备时企业应该牢记的五个核心移动安全原则。

第一：让用户访问受到保护和安全管理的设备

寻找具有内置安全控制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应该

具有的功能包括找回丢失或被盗手机、清除设备数据，以

及支持设备配置到稳定标准。好好看看你如何可以保护企

业内的Android、苹果、黑莓、微软和其他移动平台。

第二：与保护设备本身相比，更加注重保护数据和应

用程序

想办法保护数据和对具体应用程序的访问，而不是保

护设备本身。应用程序和设备可以恢复和更换，然而，

数据发生泄漏的话将无法撤销。企业应该想办法管理移动

数据、远程清除它们，并隔离它们与用户的个人数据。并

且，正如对待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企业应该努力保护移

动设备上的数据免受意外泄漏。

第三：想办法分隔用户应用程序和数据与企业应用程

序和数据

现在越来越普遍的做法是分隔移动设备的企业部分与

个人应用程序和数据。由于数据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在移

动设备中被创建和存储，数据分类几乎不可能实现。数据

应用程序和数据被分离，企业数据可以被清除，而不会破

坏个人数据，并且，如果用户未能幸免于网络钓鱼攻击或

者访问不安全网站，企业数据都不会面临直接风险或很大

风险。设备的企业部分可以完全受到管理。

第四：经常确保安全性

在企业决定哪些应用程序、数据和设备可以用于企业

内部时，应该考虑安全性。新的应用程序需要安全地设计

和构建。企业需要为不同用户建立不同的规则，有些用户

需要更严格的安全性和其他用户则不需要那么严格。

第五：关注那些云计算应用程序

当业务部门和用户想要使用新的云计算应用程序、平

台或其他设备，企业应该对其进行评估以排除潜在风险。

用户想要使用新的云服务用于工作目的，这些服务需要进

行适当的审查以确保它们符合必要的安全水平。

这五个原则都不简单，每天具有更强大功能、更多存

储和更多功能的移动设备都在进入市场，员工也越来越多

地想使用移动设备来完成其工作。

专题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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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试图用一个词来描述近两年国内信息化市

场的动向，那么“去IOE”绝对是热门的候选词。

由于国家愈发重视信息主权保障与信息产业自主可

控，IBM、ORACLE、EMC、SAP等国外信息化服

务提供商在华业务遭遇了重大挫折，其市场份额也

正逐渐被本土厂商所取代。在政府采购的名单中，

多家外资背景厂商已经被排除在外。

自主可控是趋势

信息产业的自主可控并非是一个短期的工程，

而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现在，“去IOE”之风已经

逐渐从机架服务器、核心路由器、大型数据库等关

键信息产品延伸到IT消费、管理软件、移动信息化

等其它领域。

在去年发布的政府采购名单中，入围的移动安

全应用类产品无一例外都是本土供应商，而国内领

先的企业移动解决方案提供商—国信灵通更是荣幸

地成为首家入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的采购

名单的商家。

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与资本的青睐，在2014年中

国移动信息化市场，国内厂商显然挑起了“大梁”

，国信灵通2014年接连斩获了国家统计局、中国电

信集团、中国移动集团、顺丰速运、深圳市政府织

去IOE助推本土移动信息化厂
商“腾飞”

Trend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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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工程、湖南烟草等多个重大移动信息化项目。

在资本市场，几家主要的移动信息化厂商在并

购、投资方面的动作不断，而且大多获得了较高

的估值，这也证明了其前景被市场普遍看好。

本土厂商为何成为“中坚”

本土厂商之所以在与国外厂商的竞争中获得

优势，并迅速成为国内移动信息化市场的中坚，

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其一、国家日渐重视自主可控

如果说在前几年，移动信息化还是信息化建

设整体布局的一道“佐餐”，那么随着近几年移

动设备与移动应用的快速普及，移动信息化已经

逐渐成为了“主菜”。在政府、公共事业单位以

及大型集团企业中，传统基于PC或服务器信息管

理需求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已经无法适应日渐增

多的移动应用场景，无论是对组织内的移动设备

进行安全管控、还是借助移动应用提升组织的整

体生产力，都需要专业的移动信息化系统来进行

管理。

对移动安全的关注已经不再是杞人忧天，在

一个重要部门管理者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办

公设备中，可能储存着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机密

邮件、内部图片、运营数据，一旦这些信息因为

移动信息化系统的“后门”而被恶意获取，将给

国家的安全带来重大威胁。因此，国家逐渐加大

对移动信息化自主可控的重视，并强调用本土移

动设备及移动信息化软件来替代国外厂商的软硬

件产品。

这个趋势并不仅仅体现在采购的政策倾斜

Trend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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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体现在政策扶持与关键项目合作中。在2014

年11月，国家信息中心就与国信灵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后续双方将在移动信息化和移动安全方面进

行深入的战略合作，以提高各级政府移动化建设的

整体规划水平、实施及运维效果，加强移动信息系

统平台化建设，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家对政务移动

化自主可控的重视。

其二、本土厂商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由于起步较晚，在大型机、核心路由器、数据

库等细分市场，本土厂商在重点功能、创新能力等

方面仍有不足，部分关键产品仍依赖国外厂商。但

是在移动信息化市场，已经不存在这一先发劣势，

中国已经孕育BAT这些移动互联网巨头，在移动设

备制造、移动应用研发等方面，中国更是位居世界

先进水平。所以，本土移动信息化产品完全可以与

国外厂商同类型产品一较高下。

对此，国信灵通CEO侯树立先生表示：“在9

年移动化的历程中，国信灵通与众多合作伙伴在企

业移动化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并为国内外超过

200万个移动用户提供移动化及移动安全服务。在政

府、军队、央企及金融企业等移动化和移动安全市

场，国信灵通的产品和服务正进入并替代之前强势

的国际IT巨头的产品及服务。”

实际测试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易观、Gatner

等第三方研究机构的测试中，本土移动信息化产品

在安全管控能力、平台操作能力等方面，已经不逊

色于其它产品。在满足国内移动化建设需求的同

时，国内移动信息化厂商已经悄然将触角伸向了海

外，在德国、日本、英国等地，其海外化进程都频

频出现亮点。2015年，国信灵通的海外市场战略已

经全面投入执行。国信灵通已经在德国为客户提供

MDM云服务，后续，国信灵通的产品与技术还会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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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进行进一步测试，并进行

市场推广。

本土厂商“腾飞”指日可待

随着“棱镜门事件”的发酵，国家网络主权的

概念逐渐明晰，而自主可控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信息

化部署的关键词。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政府、国防、金融、

交通、能源等关键领域的信息化产品尽快实现国产

化，并发布了多个重要政策来保障其实施。除了

操作系统、电子芯片、服务器、数据库等核心IT系

统、芯片组件、设备之外，移动信息化系统同样在

中国信息化整体布局中同样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其发展必须实现高度的自主可控已经是大势所

趋，人心所向。

但最关键的是，政府、国防、金融、交通、能

源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单位需要觉醒，需要在国

家政策的引导下，率先行动起来、以身作则，积极

推动移动信息化系统的国产化进程。尤其是在移动

信息化系统的采购、选型中，要将安全可信、自主

可控作为系统选型的一个关键标准及最基本原则。

我们相信，随着政府对于“去IOE”的推动，本

土移动信息化厂商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并有望

在未来几年产生能够引领世界移动化潮流的企业。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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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科技巨头为何搞不定移动
这个难题？

世界上最明智和最富有的科技公司们在近期公

布了自己的季度财报，从财报中可以得出的结论

是：移动才是关键。我们看到苹果和Facebook成功

贯彻了移动策略，实现了强劲增长；而Google、阿

里巴巴、微软等在移动方面略微落后，业绩也不及

预期。在这种市场形势下，下一个不依靠桌面的伟

大商业理念，仍旧有出现的机会。

没错，这些都是科技界的大公司，它们的成功

自有其法，但并不代表会一直领先。

苹果和Facebook遥遥领先

以苹果为例，它几乎发明了当前移动手机的迭

代方式，让其它公司不得不在第一时间将这项业务

搞清楚。它制造了人们想永远持有的移动硬件。而

近期，它也公布了上市公司史上最高的季度利润。

苹果发明了移动设备，但Facebook找到了人

们最想在网上做的事情。就在同一天，Facebook

公布了创纪录的38.5亿美元收入，其中包括20多

亿美元的移动广告收入。应用分析公司App Annie

称，2014年排名前四的APP均为Facebook所有。

Facebook Messenger、Instagram和 WhatsApp均

有上榜，但Facebook只针对其中一款APP想出了赚

钱的法子。但是，随着对广告深入的了解，用其余

的APP赚钱也是尽早的事。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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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搜索

Google同手机的关系是最矛盾的，其Android在全

球范围内的智能手机中占主导地位，但Android系统

本身并不是Google重要的收入来源。

当人们在点击广告时，Google就可以赚到钱。上

个季度，点击广告的人数增长了14%，但是对广告商

而言，广告的成本却在不断下降。

Google并没有打破其移动和桌面广告收入之间的

差距，随着移动使用量不断上涨，电脑作为主要连

接设备的转变时代已经来到了，但是Google还没有想

好如何让手机用户付钱。

巨人的失误

虽然阿里巴巴最常拿来与亚马逊比较，但其实

Google更适合与之对比。

阿里巴巴并不像亚马逊一样销售自己的商品，相

反它的收益大部分来自广告，也就是商家为出现在

淘宝网页上的产品搜索结果所支付的费用。

阿里巴巴移动用户数量激增，但是和Google一

样，移动广告所获得的收益，似乎比桌面广告的收

益要低。

至于亚马逊，在移动市场方面，它总是一个奇怪

的例外。它并不是靠从销售移动硬件或者软件来获

得大部分收益，而是靠销售商品来

赚钱。它努力生产的一款智能手机

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是它移动上

的APP，例如一键购物、Prime会员

即时视频以及电子书业务，都展示

了亚马逊往移动转移的想法。

微软的解释就更容易了，在惨

淡的销售额冲击下，过去三个月是

微软移动战略的旗帜季度，Surface

销售额终于突破十亿美元。微软曾

有过销售1050万的诺基亚Lumia手机

的记录，但Windows手机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市场份

额。也许微软264亿美元的收入听起来不错，但苹果

在移动上收益就高达180亿美元。

未来的大门仍旧敞开着

如果世界上最明智和最富有的公司都不能弄清楚

面对移动领域，那谁可以呢？答案是每个人都有可

能。随着移动成为了主要的计算平台，对于还处在

动荡中的高科技公司，乐观看待移动似乎是一个完

全理性的回应。

全球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初期，iPhone也才推出

不到十年，所有这些科技巨头，早在移动领域兴起

之前，就已声名鹊起。

换句话说，第一家为移动而生(mobile-native)的高

科技公司尚未出现。在当前大规模的估值下，Uber

可能夺得这项桂冠。毕竟，它的业务只在移动上才

能体现价值。尽管Uber仍有大量资金，但我们不知

道它的价值是否可以实现。

无论Uber成功与否，对于把移动变成摇钱树的最

新商业理念，未来的大门是敞开的。随着新贵们成

为行业的现任者，创新者的窘境不可避免地让他们

放慢了脚步。利润变成了一把双刃剑，而未来也许

就在你口袋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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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G时代的到来，我们所使用的各种设备形状、

大小和功能都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有分析师曾指出，

下一个互联网的里程碑时代将在2018~2020年到来。信息

科技公司Amdocs高管Steve French表示，移动设备的数量

已经远远超过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告

诉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通过专业人士

的指导，我们也可以预测一下今年将会发生的事情，比

如预测今年移动设备的趋势。

1. 可穿戴设备之战拉开序幕

没错，可穿戴设备让移动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

段。尽管Google眼镜从诞生到现在都还没有市场化，但

是没有什么是不会变化的。而随着今年Apple Watch的发

布，这个市场又变成另一番热闹的景象：Apple Watch起

来了，倒下一堆死骨。移动解决方案公司Solstice Mobile

营销副总裁Andrew Whiting曾表示，十分期待Apple 

Watch。他也相信Apple Watch会让可穿戴设备变的不一

样。换句话说，Android Wear的开发者们也应该活动筋

骨了。

2. 通过移动终端吸引客户

如果很多你使用过的品牌厂商提供订阅服务,那会怎

样？比如，银行像Fitbit 手环一样和你交互，通过设备告

诉你这个月你还有多少可以钱可以花或者哪里使用信用

移动终端的15个趋势

行业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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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较便宜。花旗集团首席用户体验官Heather Cox

表示，像以前那种把东西卖给客户的时代已经终结

了。2015年我们将致力于移动购物，让消费者随时

随地享受购物。但是，要吸引消费者现在也变得越

来困难了。因此，需要做周期性广告，通过数据和

及时的服务吸引顾客。

3. 移动支付到来

在Apple Pay发布的几个星期后，它已经支持全美

90%的信用卡，可以在22万个销售点使用，从大型零

售商场到你领居的临时士多，NFC解决方案提供商

Proxama北美地区总经理Pascal Caillon表示，自从星

巴克移动支付系统能够使用，客户便可以更快地结

账。通过这个小的开始，移动支付将会不断扩大。

而逐渐地，这个行业的商家便会成行业标准同时也

需要第三方的监管。

4.移动支付变成全球竞争

企业业务云端翻译平台Smartling营销副总裁

Nataly Kelly表示，如今移动支付是全球竞争领域。

比如亚洲旅游人次暴涨，为人们定制的相关APP也

水涨船高，可能同一款APP有10种语言或以上的版

本，尽管这样，开发者和手机制造商还在绞尽脑汁

满足更多在国外的游客。可见人们的需求随着地域

而不同，那么，移动支付时代的到来也会触发全球

的竞争。

5. 家庭联网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去年，苹果推出智能家居平台HomeKit；Nest、

三星和ARM等六家推出智能家居无线网络标准

Thread。他们都在所同一件事情：让家庭设备联

网。物联网与移动安全解决方案商Sansa Security 的

CEO Coby Sella表示，今年这两大阵营将会进行一

场拉拢开发者的激战中。早期的各种迹象表明，苹

果的HomeKit将会像它的APP一样走封闭路线，而

Thread联盟则以开放的态度迎接它的开发者。

6. 汽车朝着移动端的方向发展

2015年颠覆式的趋势不仅仅局限在便携式与穿

戴设备，比如还有汽车领域的革新。 IEEE 院士Stu 

Lipoff对此表示，现在人们都意识到GPS将会发展成

集车载Wi-Fi，定位服务以及下载功能一体。一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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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汽车挡风玻璃将会变成一个显示屏幕实现地形，

导航以及现实感增加的功能。这样看来，汽车就像一

个有四个轮子的智能手机。

7. 物联网到来

随着可穿戴设备市场的火爆，物联网的到来也将

加速。互联网公司StepLeader产品营销的副总裁Mat-

thew Davis表示，技术已经到了某种程度可是消费者没

能意识到。公司企业也还没能说服美国的公众可穿戴

设备、智能家居以及车联网的必要。但是，消费者会

觉得拥有这些还不错，尽管不知道这些背后的技术。

8. 手机应用更加安全

有很多开发者感慨，现在开发收集用户数据的

APP越来越难。移动应用安全初创公司 Appthority创始

人Domingo Guerra表示，手电筒APP会盗取用户的信

息数据，即使开发者反驳这是因为需要资金。于是，

人们开始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馅饼，免费手机应用可

能“偷走”大家的隐私，并将其发送给市调公司或广

告公司。然后开发者也明白，手机应用需要提供隐私

安全才能在激烈的应用市场中保住饭碗。

9. 移动终端将会成为黑客目标

随着移动终端的发展，不怀好意的人也在打着

小算盘。网络安全公司Tripwire首席技术官Dwayne 

Melancon说，随着技术的发展，任何通过网络破坏他

人的利益的个人或集体都会落入法网。不管恶意软件

的目标是越狱的iOS还是非越狱的，苹果都会努力控

制好。同时，用户也要提高警惕以防万一，无论是个

人还是企业，都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在移动端的数据

安全。

10. 跨平台体验

为移动应用开发者提供后台创建服务平台的

Kinvey的 CEO Sravish Sridhar表示，无缝跨平台将会是

下一代APP的标配。从可穿戴设备、手机、平板到PC

端，APP将会提供跨越各种设备的体验。

11. 零售商在移动端的商机

零售商将会在自己的APP上整合条码扫描功能，

这样消费者就可以通过手机进行扫描了。此外也可以

通过这样的功能增加用户粘性和忠诚度，提高销售

额。条码扫描公司Scandit CEO Mueller表示，现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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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店终于意识到手机条码扫描的重要性。而明年会

有更多的移动端交易。

12.旅游行业越来越多公司通过APP提供服务

旅游行业热点新闻网Skift主编Dennis Schaal表示，

明年TripAdvisor、Hipmunk、Skyscanner、rivago和

Dohop将会通过移动端APP简化订机票订酒店的程

序。而Expedia、 Hipmunk以及其他服务公司也纷纷致

力把业务转移到移动端。

13. 健康和营养监控普及

Fueled创始人Rameet Chawla表示，到了2015年，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移动端监控健康和营养。这件意味

着，可穿戴设备以及手机能产生真正的价值。监控饭

后血糖、睡眠中的REM阶段、肌肉中的二氧化碳水平

这一些随着技术的支持变得有意义。

14. BYOD模式带来移动端的挑战

云服务公司Sencha CEO Art Landro表示，面对分布

式组织和项目形式的公司，APP需要适应他们BYOD

模式则需要跨平台跨设备。公司也会寻求网上安全的

平台保存公司的机密数据，这也意味着员工手中的手

机或者平板数据需要清理。

15. 商业上的业务渗透移动端

Appian CEO Matt Calkins表示，移动端的价值是十

分明显的，手机业务先行的概念也逐渐渗透到各行各

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那些不以移动为主的公司也

纷纷转变成增加移动端的使用，允许员工使用各种设

备。而桌面的交互也会逐渐模仿移动端。移动端与台

式机的APP战争将以移动端胜利为结束。

2015年将是一个智能手机和平板使用次数多于其

他所有设备的一年。而我们使用的方式将会激发更多

的需求比如更快的访问速度，更多功能，更多以前没

有出现的选择。而移动应用的需求也会随着像Uber、 

Lyft、Amazon Fresh、InstaCart和Curbstand这样的APP

增加而增加。

行业Trade



page
26

“互联网+”的真相

自2015年两会政府报告发布之后，“互联网+”

顿成显学，在TMT投资领域，报告言必称互联网+

，投资标的非互联网+不看，一时间泡沫泛滥，牛

鬼蛇神上街，股价上窜如脱缰之马，浑然不顾价值

基本规律。

毫无疑问，互联网+是潮流所在大势所趋，但

是，面对市场狂热，面对各种不冷静，我们必须冷

静下来，思考互联网+真相，寻找泡沫下的真金。

市面上现有两种互联网+

第一种是李克强提出的互联网+，可简称为李

克强+，其特点是重资产+技术。

通读政府报告可以发现，李克强+的着眼点主

要有二：

一是互联网+工业，意在通过互联网技术改造

传统的生产模式，进而提振不景气的经济；

二是刺激信息消费，意在通过电子商务改造流

通模式，推动内需外需增长，促进社会就业。

第二种是互联网公司提出的互联网+，其特点

是轻资产+服务。

从两会之后，主要分为两大流派

一派是腾讯+，按照马化腾“连接一切”的表

述，可以理解为通过QQ和微信平台，连接公共服

务，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数据共

享，让老百姓通过微信来办那些需要跑政府才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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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比如微信签证），以此来增强用户在应

用上的粘性。

另一派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一直在输出

一种理念——云计算犹如水和电一样，是未来

人类的必需品。其目的在于推销云计算，希望

中小企业、各种组织乃至各级政府，都接入自

己的云计算，进而完善自身的大数据资源。

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无论阿里还

是腾讯，这两家公司其实都瞄着一个共同的目

标：大数据资源。何以故？正如去年夏季在中

信证券策略会上提出的观点：再过几年，世界

上将没有什么互联网企业，只有数据企业，一

个企业拥有的数据“数量和质量”将决定企业

价值。

一、先泼一桶冰水：四个真相

1、真相：我国ICT发展水平低，互联网普及

率有待提高

欧美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人谈论互联网+？

很简单，不需要。在美日等国，互联网及相关

产业已成为最具活力、

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量。与之相

关的产业在其国内生产

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达到

甚或超过50%，对国内

生产总值增加值的贡献

率更是远远超过第一和

第二产业，成为创造就

业岗位的重要推动力。

相比之下，我国

ICT水平依然不高，与

欧美等国相差至少10年以上。在国际电信联盟

（ITU）发布2014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里，

中国ICT水平排名86位。

2、真相：无网世界不是你的菜

国内有些传统公司试水互联网+，往往将中

国13亿人口当成自己的潜在市场，实际上，这

是个陷阱。因为互联网已经把中国社会分为有

网和无网两个世界，全国互联网普及率47.9%，

意味着还有约一半以上的人口是游离于互联网

世界之外。传统公司做互联网+业务，比如手

游、在线教育或者在线旅游等热点行业，主要

适合开拓有网世界的存量市场，而无网世界是

潜在的未开发市场（开发周期或需要20年），

如果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就有些天真了。

3、真相：国内技术创新多为C2C，缺少原

创，处于产业下游

互联网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典型代表，起步早

使得欧美互联网发达国家在产业发展中占尽先

机，这些国家由于掌握了核心技术，也就牢牢

控制了相关领域发展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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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中国尚处于产业下游。国内“发

达的”是互联网应用而非核心技术。由于这些核

心也统统“学”自于美国，以至于业内有C2C之

说“Copy2China”。尽管经过了20年发展，在某些

应用技术中形成了新的优势，但是，从整体上来

看，我国本土互联网技术创新主要集中于应用的完

善与改良，除了少数巨头企业，很少涉及核心技术

研发。

4、真相：我国互联网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偏低

对互联网公司而言，技术创新是企业成长的重

要动力。事实上，本土TMT企业技术能力整体低于

国外同行。在这种前提下，国内成长起来的网络龙

头，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公司，都已经奔赴海外上

市。留在A股市场上的，大都是行业中弱势群体，

造成了“一流公司奔海外，二三流公司上A股”的

现象。但令人惊奇的是，这类公司获得的关注，却

远远高于海外同行。更稀奇的是，还有一些传统业

务公司，仅仅因为贴上了一个互联网或互联网+的

标签，也迅速的获得了高倍的溢价，市值随之膨胀

飘飘悠悠浮到空中。这不是泡沫吗？

二、互联网+：一轮新的泡沫正酝酿

1、谁说没有泡沫？

一提起泡沫，我就想起了15年前的那一幕悲

剧。1999年我所在网站踌躇满志准备IPO，没想

到2000年夏季就开始战略调整，然后就是战略收

缩，市场、销售、编辑、技术……许多同事都不见

了。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5132.52

的高点，随后便一路下跌；在这期间美国有210

家“.com”公司倒闭，千百亿市值瞬间挥发。最

近，Nasdaq指数又回到了5000点，A股也水涨船

高，这是否意味着又一次互联网泡沫的降临？

对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当今互联网+兴起的

状况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相比，有诸多相同和不

同之处。

第一个相同的情况是，两者都崛起于大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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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纳斯达克牛市的形成基于美国经济的走强，而

A股牛市的背景却是宏观经济下行，整体经济增长

动力不足。由此来看，国内泡沫化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个相同的情况是，估值高的吓人。当年一

大堆科技股估值看起来都高到不合理，在最高峰的

时候，Nasdaq本益比高达100倍。在A股市场，目前

TMT领域的公司本益比已经接近100倍，有的达到

数百倍，甚至远超于纳斯达克当年情形。与纳斯达

克不同的是，纳市当年集聚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科技

公司。而A股市场上几家公司的质量，与之相比，

还有相当差距。

第三个相同的情况是，风险投资大量集聚。风

险投资的多寡，几乎是泡沫与否的一个风向标，风

险投资额越大，泡沫化的可能性越大。根据Venture 

Source的调查报告，中国在2014年获得的风险投资

额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风险投资越来

越高，这不能不让人加剧对泡沫的忧虑。

与15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互联网规模已经是

过去的15倍。2000年全球网民只有2亿，而现在全

球已经有30亿网民。其中，中国网民数量高达6.49

亿，超过了全美国总人口2倍。显然，全球互联网

及高科技行业并不一定会遇到2000年那样的泡沫破

裂，从长期来看，互联网仍然是一个具有较为广阔

前景的行业。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中的风险

点。国内互联网+崛起之后，沉渣泛滥、鸡犬升

天，中国股市不缺乏概念炒作、题材驱动，不缺乏

那种由餐饮摇身一变为云计算的公司，缺少的是主

流的平台级互联网企业，缺少的是掌握独特核心技

术的互联网企业。

因此，我们关注点应该落脚于如何“挤掉泡

沫”，如何发现存在于泡沫下面的真正有实力的企

业，注意绕过那些穿着互联网+的马甲。

2、为什么值得长期看好？李克强意在经济维稳

有泡沫并不等于泡沫一定会破。互联网值得长

期看好，因为肩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互联网

+”在政府报告中首次出现，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

之间——宏观经济持续恶化，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引

擎。目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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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阶段。从GDP来看，我国GDP增速已经由

2007年第一季度的14.5%，下降到2014年第四季度的

7.3%，我国出口也呈现疲软态势。加之制造业领域

产能过剩问题依旧突出，我国迫切需要找到经济的

新引擎。

政府已经注意到，互联网经济增长迅猛，对促

流通、扩消费、惠某具有积极作用，也意识到了互

联网龙头企业的重要性。与2014年政府报告对比，

可以发现，互联网的重要性和基础性明显提升，这

既说明政府对互联网的理解加深，也表明了互联网

在政府心目中已经升级为国家级主导产业。可以预

期，有关制度红利将会随着行政改革的深入得到进

一步释放。

三、龙蛇混杂，如何识别真假互联网+？

顶层已经卷起大风，我们有理由相信随后相当

一段时期，各地各级政府，各种“互联网+”行动

计划会大量涌现。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将得到极

大释放，互联网发展的公共环境也会得到改善。

我想提一个新的认识框架：互联网技术对传统

行业的作用，目前集中体现在对生产模式的改造和

流通模式的改造，前者更多的依靠IOT技术，而后

者依赖于电子商务。

互联网+是一种新的企业形态，它兼具互联网和

传统企业两者优势，但并非所有企业都会互联网+

，至少目前如此。

1、并非所有企业都必须互联网+

究竟哪些企业适合互联网+，哪些企业不需要

互联网+？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企业的行业需求特

征。当前互联网逐步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不

同的企业多少都会涉及到互联网，根据不同企业互

联网需求度的高低，我们可以将企业分成四类：

1 无网企业：即没有接触互联网的企业，仍采用

较为传统的无网化生产流通方式，这类企业可能有

信息化基础，但是业务跟互联网基本无关，比如建

筑业、采掘业；这类企业实施互联网+的可信程度

很低。

2 边缘企业：即互联网边缘企业，这些企业可

以是互联网公司，也可以是传统行业的公司，信息

化基础较好，就后者而言，主营业务依赖于线下资

源，开始尝试互联网技术进行营销。这类企业有较

高的互联网+意愿，比如餐饮、医疗等。实施成效

较高，风险较大。

3 ICT企业：提供传感技术、通信服务与设备以

及计算机软件硬件产品等的企业，生产和经营中

互联网化程度较高，例如软硬件公司与IT解决方案

提供商和电信运营商等；这类企业互联网+的意愿

高，风险较低，主要围绕现有客户和市场转型，尚

未大规模跨界。近年来，有少量新兴企业开始渗透

其他传统行业，其业务以提供信息化系统为主而非

互联网+。

4 互联网企业：以互联网为基础开展经营的企

业，例如BAT等企业，完全基于互联网生存，这些

公司渗透传统行业，有助于自身市场覆盖范围快速

扩大，主动实施互联网+意愿最高。然而，互联网

公司跨界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实施难度很大，风险

较高。

在上述四类企业中，边缘企业最为焦虑，这些

传统企业有迫切的融入互联网的需求，但是常常不

知如何采取行动，其次是互联网公司。这两大类企

业属于政府报告互联网+的指向，也是社会关注的

重点。而无网企业和许多ICT公司，则是泡沫存在

的土壤。

在这四类公司中，我们需要给焦虑的边缘企业

和互联网巨头更多关注。

2、边缘企业：你怎样不焦虑？

互联网+的本质，不是简单模块叠加，而是再造

质变。边缘企业要解除互联网+焦虑，至少需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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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造流通：实现销售的互联网

化，将公司的产品服务以电子商务模式推广，同时

开展网络营销；

第二个阶段，改造生产：调整生产管理经营，

利用互联网理念（比如用户为中心）改造自身体制

来适应互联网经营的需要；

第三个阶段，产业协同：企业可以实现供应链

上的互联网化，逐步实现产业协同。在这个阶段，

企业可以围绕自身业务形成自己的生态，或者加入

别人的生态中。

目前国内许多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的“互联网+”

集中在第一阶段，很多人以为开辟了电商平台，或

者进行了网络营销就等于实现了互联网+，这是一

种比较危险的认识，也是造成失败率居高不下的重

要原因之一。

这是因为，此类公司多属行业龙头，体量大而

经营模式成熟，转型难度较大。互联网+需要做脱

胎换骨式的体制改造，倘若企业仅仅把电商当成一

个新生业务渠道，或者把互联网业务当成一个新业

务模块而非战略方向，则难免跟自身线下渠道恶性

竞争，产生左右手互博现象，导致内部资源耗损巨

大，难以让新业务渡过有投入无产出的成长期。

要成为一家真正的互联网+公司，至少要具备四

大素质：技术、数据、模式和组织。

首先，从技术素质来看，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已

经由服务业向工业和农业渗透。

传统三大产业当前基本处于2.0阶段向3.0阶段过

渡时期，不同产业中的边缘企业，可以采用互联网

技术创新来驱动生产和变革流通。比如，农场采用

IOT技术加强农业管理，工厂采用智能化的生产工

具如CPS来支持企业进行更高效的生产，饭店采用

移动互联网技术安排互联网订单。软件更多采用人

工智能技术，硬件上大量使用机器人，万物采用智

能化芯片互联，人、物品、流程与数据将通过互联

网结合为一体。

其次，从数据素质来看，数据分析可以驱动企

业的经营管理决策。

应用了云计算的企业，会沉淀大量运营数据，

这些数据来源于顾客、供应商以及企业内部生产与

管理的各个部门，利用相关的数据分析工具，有助

于经营决策，预测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在未

来，拥有更多的数据以及更高效的数据处理工具，

企业的价值就会更高。

行业Trade



page
32

再次，从模式素质来看，当前的企业可以通过

互联网平台、网络营销平台与线下资源“结合”。

其中，C2B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新兴模式，它的核

心是以消费者为中心---“你定我产”而非“我产你

购”。这种模式有可能成为未来电商的重要模式。

最后，从组织素质来看，企业组织结构需要进

行脱胎换骨的变革，加强激励制度变革。组织结构

上需采用互联网企业所具有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化整为零，鼓励小分队创新，形成创业氛围；同

时，需要改造传统的激励制度与之配套，宜采取股

权激励措施，化雇佣为合伙人，提高员工积极性。

3、如何渡劫？

我认为具备了上述四大素质的企业，也就具

备实施了“互联网+”的前提条件。即使如此，也

应该看到，“互联网+”的风险依然极大，形同渡

劫。如此一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渡劫方式对于

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一家传统公司通过什么方法渡劫？一家互联网

公司如何渡劫？从现有的案例中来看，“渡劫”的

方法可以分为自力更生、收购兼并、结盟合作这几

种方式。

不同类型及规模的企业所采用的策略不同，每

个企业都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风险承受能力以及

未来发展战略来选取合适的策略。对于巨头类企业

（如腾讯、阿里巴巴、平安集团等），其融合策略

更倾向于自力更生以及兼并收购，要么通过自身巨

大的资源优势直接渗透到其他行业，要么通过兼并

收购优质企业，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对于规模与

巨头相比相对较小的大型及中型企业，由于其自身

实力并不足以支持其自力更生，其融合策略更偏向

于兼并收购与结盟合作。

四、互联网+历史性机遇在哪里？

1、产业发展逻辑：三生万物

很多年前，我认为是市场决定未来，需求推动

互联网发展，但是，随着年岁日增，越来越倾向于

认同技术的作用。技术是推动互联网发展的主动力

之一，产业互联网的兴盛也需要依托一定的技术基

础。因此，我们更关注技术对未来的影响。

互联网在中国经过了20余年发展，经历了“一

生二、二生三”的两个发展阶段，现在进入新的“

三生万物”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互联网、移动

互联网与物联网三个领域融合为一体，“大智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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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术将迎来产业发展高潮，这些技术会深度介

入整个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它从营销、

生产与产业协同三个维度，重新组织劳动工具、劳

动者和劳动对象，实现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升级。

在三生万物的阶段，互联网+将造就大批新型

企业，机遇出现在传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

网三者的交集中。例如工业互联网，它注重软件、

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也融合了移动网络

技术与物联网感知技术。为抓住这个重大的产业机

遇，2014年3月AT&T、Cisco、GE、IBM和Intel成立

工业互联网联盟（IIC），旨在改进物理与数字世界

的融合，实现关键工业领域的更新升级。

2、借我一双慧眼：未来企业的五大特点

我认为，未来的企业应具备以下五个特点：

1、OTT化生存。以电信行业为例，微信的OTT

已经使得传统电信运营商感到了生存恐惧，不得不

全面转型。OTT的威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下一个

发力重点或将出现在广电领域。传统行业，存在着

大量OTT生存的空间。

2、O2O模式。O2O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完善了

企业营销与流通链条。大多数电商平台已经实现在

线交易和支付，并且将线下的物流、退货等业务流

程进行线上管理，实现了线上线下的一体化。

3、C2B经营。意味着企业生产经营正在从以生

产者为主体转向以消费者、客户为主体，信息透

明，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直接、平等的连接。对传

统企业来说，C2B是由外而内的改革，也是互联网

思维影响下的彻底的改革。

4、数据资产决定企业价值，数据和资金一样重

要。数据资产的重要性凸显。在日常经营管理中，

数据驱动是互联网化企业的特征，与之对应的是传

统企业的以流程为中心。

5、形成生态或加入生态。企业的生存依赖于生

态系统，构建生态是一件很艰难的任务，如果企业

规模不足以形成生态，则可以加入到某个生态中成

为其中一员。例如，对很多公司而言，与其自己组

织技术力量做电商，不如成为电商生态里的角色。

3、谁能笑傲未来？

具备了以上五大特点就能笑傲未来吗？也不

一定，但是，如果不具备上述特点，则肯定有问

题。因为我们判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真正通过“互

联网+”走向未来，还需要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就

是——企业是否真正实现了社会价值的增值，也即

企业的创新是否对社会产生实质性的突破。这种突

破，在ICT领域，更多的来源于独特的技术。

只有当企业因“互联网+”而出现了质的飞跃，

而不是仅仅穿上了“互联网+”的马甲，不是仅仅

给自己贴上了五大特征的标签，这个企业才有条件

穿越泡沫，走向未来。

谁能笑傲未来？我们有必要验看一下历史，追

索互联网发展规律，互联网经过40多年发展，当前

已经演进到产业互联网阶段，互联网+三大产业，

目标是实现生产、流通等的智能化改造，客观上要

求传统企业与拥有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宽带、物

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等资源的互联网公司合作。

中国道路如何？从国情来看，我国互联网核心

技术远不如美国，工业制造能力又不如德国，优势

在于中国市场大、网民多，互联网应用服务相对发

达。中国产业互联网之路，或将从服务业入手，通

过互联网应用优势反求核心信息技术，使它为中国

社会发展的全局服务，同时带动传统工业、传统农

业和其它领域的发展，这才是最能发挥中国优势的

道路。

由此来看，我们需要给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

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更多重视。这些公司已经在现代

服务业广泛布局，高度渗透，并具备强大的技术优

势，有战略眼光的传统产业巨头早已开始在线上谋

划布局，并在积极寻求与互联网公司更深层次的合

作。互联网巨头与边缘企业共同发展的模式乃大势

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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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信灵通携移动信息化解决方案亮相

MWC 2015，这充分体现了国信灵通进军国际市场的

决心。

在展会上，国信灵通带来了移动信息化解决方

案，方案包括NQSky MDM、NQSky EMM、NQSky 

MEAP、SecCom、安全加固等移动信息化及安全系

统。除了解决方案展示之外，国信灵通还与海外意

向客户进行了直接沟通，以推动双方的进一步合作。

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表示，移动信息化是未来几

年内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性技术，在2015年，

至少有60%的信息工作者将透过移动设备与内容应用

程序互动。而移动信息化的部署，也将成为推动生

产力提升的又一大IT趋势。

目前，国信灵通已经成为移动信息化市场的领导

者，在易观智库发布的“中国企业级移动管理市场

实力矩阵”中，国信灵通在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

位居领先者象限，创新力位居行业所有厂商之首，

这充分体现了国信灵通产品的卓越实力。

即使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信灵通也具有强大的竞

争力。在近日由海外经销商组织的产品测试之中，

国信灵通的综合技术水平已经得到了极高的认可。

而且，多家权威的国际研究机构也对产品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业界专业分析人士认为，通过9年的创新

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国信灵通已经成为国内移动

信息化产业的领导者，并一直致力于通过领先的移

动信息化产品与解决方案帮助全球客户分享移动信

息化成果。

国信灵通进军海外力推移动
信息化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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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如果您丢了智能手机，您肯定会“心

痛”，因为这东西价格不菲;现在，如果你丢了智能

手机，那您一定是“紧张”，因为信息损失遗患不

小。这是因为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设备，已经全

方位渗入了每个人的工作生活。

对于政府、企事业单位来说，若三年前为自己上

线移动应用的组织可赞其头一个吃螃蟹的话，那么

现如今，组织上线移动应用就像上街挑阳澄湖大闸

蟹——需要考虑品质、档次的问题了。

在移动应用逐渐普及、愈发重要的今天，组织进

行移动应用开发需要注意哪些要点呢?中国软件网的

小编有幸采访到了国信灵通的高级研发总监、助理

总裁孙金树先生，探讨了移动开发相关的问题。

要应用，也要平台

2014年双11，阿里移动成交额约为243.3亿，占

比达到42.6%，逼近PC端购物;京东移动端订单量是

同期8倍。而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1月，中国内地

已经拥有7000万4G用户，18.2亿G移动互联网接入流

量，400+“智慧城市”，随着企业的涌入，移动应

用市场已进入“野蛮生长”的时代。

那么，在组织的发展战略中，移动信息化又处于

什么位置呢?

海比研究发布的《中国企业级移动信息化软件发

展研究报告》显示，企业在采购移动信息化时，考

虑到长期规划因素的企业不足17%。可见，大部分企

业将移动信息化定位为短期快速上线移动应用上，

国信灵通孙金树：移动应用开
发要过三大考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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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长期规划。

孙金树对此表示：“国内企业开发、管理移动应

用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以开发业务App为导向，

促使APP快速上线;其二，从长期规划出发，先构建移

动应用平台，统一开发规范和架构，再开发相应的业

务APP;其三，先租用移动开发平台开发APP，再构建

与租用平台同源的移动开发平台，实现无缝过渡。”

第一种方式APP上线速度最快，但是可拓展性不

强，如组织后续开发APP，各APP之间架构不同，无

法借鉴，每次都相当于重新开发，同时亦存在“数据

孤岛”的危险;第二种方式则可有效避免这种风险，

由于先期进行规划，后续开发的APP不会存在系统各

自独立的现象。同时开发新APP的时候，也可对相关

代码进行复用，从而极大节约开发时间，减少开发成

本。但是这种方式先期投入成本较高，见效较慢;第三

种方式较为平衡，让组织可在先期投入较少的情况下

预留后续拓展的空间。

“比较理想的移动应用平台架构应该是：以组织

的应用平台为基础——包含ERP、HR、crm等组织内

部管理系统和核心业务系统;最低层是移动数据服务

总线，连接组织应用平台，汇总、传递业务数据，类

似于轻量级的服务总线(ESB);上层为应用支撑平台，

支持移动端消息推送、身份认证、双向同步等服务;

往上是应用开发平台，支持各种应用组件与IDE;再往

上是移动应用门户，整合企业的定制应用、以及应用

套件，支持通过应用商店下载;最上层是移动终端。移

动管理平台和移动应用安全体系贯穿其中，对移动应

用、设备、用户、服务进行管理。”孙金树称。

国信灵通的MEAP就是遵循这种理念构筑的，支

持多系统移动应用、多数据源(如：应用、数据库、

文档文件等)适配，组织用户可以自由选择组件构建

自身的移动应用平台，非轻型架构也能保证用户顺畅

使用。

必须安全

研究机构Gartner表示，移动信息化是未来几年内

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性技术，在2015年，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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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0%的信息工作者将透过移动设备与内容应用程序

互动。

孙金树强调：“企业利用移动设备与移动应用可

以帮助企业提升效率、提高生产力，但也不能忽视移

动信息化建设伴随的安全风险，如不进行及时控制，

将会造成企业的信息资产受损、员工工作效率下降等

严重后果。因此，企业用户需要基于移动设备与应用

的特点来部署移动信息化管理系统，从开发到运营进

行各阶段、全方位的安全管控。“

国信灵通作为国家信息中心移动信息化和移动安

全的战略合作伙伴，建议组织移动信息系统从七大方

面进行防护：1. 安全控制;2. 网络传输;3. 数据安全;4.认

证安全;5.接入安全;6.应用安全;7. 设备安全。

“同时，移动安全也是一种应用，必须考虑用户

的使用感受。比如，移动用户使用的网络环境存在差

异，登录方式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如果用户在没有

网络的情况下需要进行系统登录，查询信息。我们就

需要对离线认证的情况进行专门的定制，支持用户离

线登录的同时也要制定专门的安全管理办法。” 孙金

树介绍道。

核心是用户体验

从开发本质上来说，

移动开发和传统开发的区

别并不大，都是通过开发

语言调用函数，通过指令

控制硬件，使应用按照设

计的方式进行运作。但是

移动设备的缩小，以及应

用场景的变化，让程序设

计必须更多地从用户的实

际使用情况出发考虑。比

如，用户设备对应的操作系统是怎么样的?使用什么样

的编程语言?用户设备的硬件配置是怎样的，如果调用

硬件需要怎样的驱动程序?效率如何?

移动端带来的显示和交互方式变化也不可忽视。

一方面，由于用户设备的多样化，造成屏幕尺寸的碎

片化程度日趋严重，开发者需要对使用者的屏幕进行

预估匹配;另一方面，由于交互方式的进化，多点触

控、拉伸等操作与传统的鼠标控制有很大不同，因

此开发者需要重新定义操作方式，学习如何利用移动

端的优势降低应用的操作复杂度。对于企业级移动应

用的用户来说，GPRS签到、扫描即时报销等移动端

特色功能更是大大增加了日常的工作效率，简化了繁

琐、耗时的工作流程。

用户体验同样是移动应用设计思想的核心。“移

动应用的目的应该是：更友好，更简单，更智能。让

APP像人一样思考，功能更极致，用户不用说明书就

能上手。为了实现以上目的，设计人员需要全方位调

动用户的感官，从动画、音效、视觉、震动回馈等多

种方式入手营造一个友好的环境，调用移动端的设备

简化操作，同时通过大量计算向用户推送人性化的提

示或结果。”孙金树表示。（来源：中国软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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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安全特指在移动应用领域的安全。无论

是ios系统、Android系统，还是Windows系统，应用

安全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的第一焦点。

厉兵 耕耘

移动应用安全特指在移动应用领域的安全。无论

是ios系统、Android系统，还是Windows系统，应用

安全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的第一焦点。手机安全问

题日益严峻，恶意软件层出不穷，不仅严重威胁到

用户的个人隐私，还可能给用户造成财产损失。另

一方面，由于恶意或者山寨软件的出现，也严重影

响了企业应用提供商提供的应用体验，移动应用市

场亟需可以识别恶意软件的工具，以防止恶意软件

的泛滥。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手机病毒带来的主要危害包

括恶意吸费、诱骗欺诈、系统破坏和隐私窃取四大

类，占比高达96%，其中恶意吸费类占比最大，达到

39.2%;其次是诱骗欺诈类占到24.1%，系统破坏占比

24.0%，隐私获取达到8.7%;此外，远程控制、流氓行

为和恶意传播分别为1.7%、1.3%和1.0%。

面对如此严峻的移动应用环境，美国作家希曼

苏·德维威迪(Himanshu Dwivedi)所著的《移动应

用安全》一书认为：“移动应用安全”不仅仅是下

一波技术浪潮，在不远的将来对于很多关键活动而

言，它将成为默认的计算方式，如E-mail、在线购

物、游戏甚至娱乐等。国内移动应用安全方面的专

家国信灵通是网秦天下科技旗下的企业移动解决方

案提供商，秉承网秦的移动安全基因，也因为企业

级应用服务对安全的快速增长的需求，国信灵通很

早便涉足移动应用安全领域。

作为全球企业移动化联盟(GEMA)的大中华

区唯一会员。国信灵通是国内第一家推出移动设

备管理平台(MDM)产品的厂商，在企业级移动应

用安全方面已深耕多年。为了企业更好地管理移

动智能终端设备，NQSky移动管理平台包含基于

岂止于车夫 国信灵通领路移
动应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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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Android、Windows平台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的

移动设备管理(MDM)、移动应用管理(MAM)和基本

的移动内容管理(MCM)功能，解决了企业移动智能

终端的安全防护、应用管理、统一配置、文档分发等

问题。

国信灵通也在不断推进移动安全防护技术的统一

化，实现移动设备安全环境与接口的标准化，将智能

移动终端纳入到企业整体的安全防护架构之中，实现

统一监管，避免出现安全漏洞。其研发的NQSky移动

管理平台提供了iOS、Android 以及 Windows 8 平台下

的移动设备管理、移动应用管理等功能，可以实现绝

大多数移动设备的统一安全管理，为政府、企事业单

位打造安全、高可用的移动信息化环境。

国信灵通副总裁李江力介绍：每一项业务的发展

都伴有安全需求，移动化本身也带来了安全风险。可

以说，移动应用安全问题与移动互联是一对形影不

离的孪生兄弟。以NQsky MAM移动应用管理功能为

例，不仅可以对企业内部应用的分发及使用进行管理

的服务，还嵌入了移动端病毒扫描、应用安全检测及

加固功能，从而满足企业对于面向员工的移动应用统

一管理诉求。国信灵通在企业移动服务领域同时具备

移动化架构咨询、移动安全咨询、硬件实施部署、软

件技术开发、服务托管和外包等核心能力,可提供完

整的企业级移动管理服务。

识路 领路

小丑鸭最终变成了美丽的天鹅，因为它拥有天鹅

的DNA，高贵美丽的属性不论何时都伴随着它，可

以说，DNA这种与生俱来的属性是成功的基石。在

移动应用安全领域，国信灵通继承了网秦防病毒的

DNA，并且把“安全”加入了每一条国信灵通的产

品线。

比如企业移动管理平台“EMM”。李江力副总

裁介绍：“EMM”移动管理平台是一整套的移动终

端管理解决方案，可帮助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将IT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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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从传统PC延伸到移动设备甚至移动应用APP、

文档、邮件等之上，还可以让客户在任意时间、任意

地点，通过任意智能终端访问多种应用和处理核心业

务，打造现代化政府、事业单位和高效能企业。尤其

是能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释放员工办公的局限性，

在设备安全、数据安全、通信安全的前提下，大幅提

升企业和员工间的满意度，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总的来说，移动设备注册后，企业可远程对移动

设备进行管理,包括：设备定位、锁定、擦除；移动应

用安装、更新；网络设置统一配置。比如“遗失设备

信息擦除”、“安全信息推送”、“应急远程管控”

、“特定区域的限定适用功能”等等，在安全的设备

管控基础上还提供了MIM（移动即时消息）功能以及

MAM（移动应用管理）功能，MIM可帮助企业建立

内部的及时沟通的应用系统，同时提供加密文件、影

像与文字等服务等功能，MAM可帮助用户建立安全

的企业应用商店。

由于很多企业用户采用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自带设备）模式进行移动化办公，也会带来

企业应用数据的安全性问题，国信灵通针对这些对应

用数据有较高安全需求的用户，可提供移动终端的安

全应用区功能，即在一台移动终端上可以将办公区与

私人区的数据严格隔离，主要解决BYOD用户的因公

数据的安全问题，采用“安全容器技术”可以把办公

应用及数据存放在一个隔离区内，个人的应用不能访

问这个数据区以保证因公数据的安全。李江力副总裁

表示，新的特性还在增加中，比如应用数据及行为的

细粒度控制，以及与VPN设备的无缝结合等等。

安全防护不能仅靠企业或者个人，还得从源头

抓起。国信灵通为企业应用开发者提供了应用安全

SDK，把各种安全措施用开发组件的的形式在平台上

提供给开发者，比如各类认证、短信校验、安全数字

键盘SDK等等，可以极大地提高用户的开发效率及安

全性，帮助用户快速搭建安全的企业应用。

专注 专业

在移动终端迅速普及，移动互联网应用不断扩展

的背景下，移动信息化改造越来越深入到政府、企业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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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的办公和业务处理流程中，数据泄露、内网

攻击等移动信息系统的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随着移

动需求的扩大，加入移动应用安全的厂商也越来越

多，移动应用安全生态圈逐步形成，移动应用安全领

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国信灵通在企业级应用安全防

护与保护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不同于传统的单独针对用户或者某项功能的安全

措施，国信灵通通过应用管理与应用安全防护的结

合，利用自身平台的优势，形成了一个移动应用安全

方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该方案既具有设备管控能

力，同时又具有安全属性，实现了管控与安全的完美

结合，并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认可。

国信灵通副总裁李江力介绍，国信灵通也在不断

推进移动安全防护技术的统一化，实现移动设备安

全环境与接口的标准化，将智能移动终端纳入到企

业整体的安全防护架构之中，实现统一监管，避免

出现安全漏洞。其研发的NQSky移动管理平台提供

了iOS、Android 以及 Windows 8 平台下的移动设备管

理、移动应用管理等功能，可以实现绝大多数移动设

备的统一安全管理，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打造安全、

高可用的移动信息化环境。

笃志 前行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

人，就像一只没有翅膀的鸟。而移动安全领域专家早

已梳理好翅膀，翱翔于天际。国信灵通副总裁李江力

指出：“信息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的关键因素，移动信息化更是为生产力与生

产效率的‘跃升’提供了强大工具。在资源要素自由

分配的今天，移动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为我们展现了

一个沟通更便捷、生产方式更自由、信息流动更通畅

的产业经济图景。各产业参与者只有迎头赶上以移动

信息化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浪潮，构筑高效的移动信

息化体系，才能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推动实体经济

实现高质量的跨越式发展。”

企业级解决与保护方案的需求目前已十分巨大。

以银行为例，银行的客户端等应用发行量较大，发行

渠道也较多。但由于安卓应用市场不够规范，出现过

应用被不法分子二次打包后挂上木马、甚至某些渠道

里发布的就是盗版应用，而给用户造成隐私泄露等重

大损失。由于用户对大牌银行的信任，经常会不经意

间“中枪”。而国信灵通的EMM及应用安全解决方案

正好完美的满足了用户需求，目前已为国内多家银行

提供了安全支持与解决方案。

显然，国信灵通已做好迎接新一轮移动应用安全

浪潮的准备，厉兵秣马，蓄势待发。在这一轮拼杀

中，处于技术前沿领路的国信灵通又将取得怎样的成

绩，无需赘述。我们也相信，一个更好用、更安全的

移动应用市场将会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来源 ：通信

世界网）

聚焦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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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Focus

项目背景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了我国

最大的国有金融保险集团。2013年，总保费收入达3868

亿元，境内寿险业务市场份额为31.6%，总资产达24071

亿元，是我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连续12

年入选《财富》全球500强，排名第98位；连续7年入选

世界品牌500强，位列第237位。所属寿险公司继2003年

12月在纽约、香港两地同步上市之后，又于2007年1月

回归境内A股市场，成为内地资本市场“保险第一股”

和全球第一家在纽约、香港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保险公

司，并已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寿险公司。

客户需求

保险业作为金融服务行业，保险产品具有专业性、

无形性及长期性的特性，使得保险的服务属性远强于一

般商品。能否提供

优质的服务，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保险需求，

对保险企业的经营

至关重要。而如何

解决服务缺位问题

也成为了保险行业

面临的巨大挑战。

解决方案

通过认真分析

需求，国信灵通为

中国人寿订制了“

社区保险”解决方案，方案如下：

借助社区代表队伍的建设，同步打造一个为社区居

民提供生活服务和社区服务的社区互联网平台。

随着社区代表的覆盖，为中国人寿创造其他金融机

构乃至互联网企业无法比拟的移动互联网金融的优势

条件。

效果评价

通过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手段，将居民、商户、公

共服务等社区元素与金融机构有机融合。优质的客户服

务不仅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增加了客户忠诚度，而且确

保提升了企业效益，实现企业的长远稳健发展愿望。

国信灵通为中国人寿订制移动
互联金融平台



page
43

项目背景 

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保险公

司”） 2003年正式开业，注册资本60亿元。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和资金运用业务。

该保险公司以“创造受人尊敬的公司”为企业愿

景，以“为民生服务”为企业使命，坚持内涵式可持续

发展之路，为广大民众提供真诚体贴、专业全面的风险

保障服务。 该保险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科学管理、

稳健发展的理念，持续推动公司又好又快发展。截至

2013年年底，公司总资产突破400亿元，各项业务指标

在同类公司中名列前茅，业务品质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偿付能力充足率始终保持健康水平。目前公司已

拥有25家分公司、近700个分支机构，4万余名专业化的

员工和销售队伍团队遍布全国，为400多万客户提供贴

心、高品质的服务和保障。

客户需求

面对保险中介化的现状，仅靠“一张嘴，几张纸”

的口述式行销方式已经适应不了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保

险市场。客户需求主要表现如下：

传统展业方式效率低下： 代理人需要自己携

带大量纸质材料对客户进行宣传，这种方式不易

携带且手填资料错误后需重新录入，增加了承保

的时间，保单数据录入及核保阶段需要代理人多

次往返公司和客户之间，大大降低投保的效率。

用户体验差：传统展业方式不能实时出具建

议书，而且不能直观，生动形象的对客户进行产

品的利益演示，造成了客户的不信任。

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传统展业面临的挑战，以及适应移动展业

的发展趋势。国信灵通在2014年在原有移动展业系统基

础之上推出了全新的移动展业角色服务平台，平台采取

了如下解决方案：

新的展业系统将原有原生开发模式改为混合模式，

解决了之前原生系统不易维护及系统越来越臃肿庞大的

问题。

新的展业系统在原有建议书、利益演示、电子投

保、电子签名等基础模块上，增加了“学习中心”，“

资讯中心”，“佣金查询”等功能模块。 

效果评价

低耦合、高内聚的架构设计使产品更新及修改程序

只需要更新相应的模块，大大减少了开发升级的成本。

让展业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是代理人工作时

的好伙伴，伴随代理人职业发展生涯。

新的展业系统根据用户角色不同，权限不同，给不

同用户推送相应地功能模块，而无需下载整个应用，保

证应用稳定及版本最新。

国信灵通“角色服务平台”助
力某保险公司“移动展业”

聚焦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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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企业在进行移动化建设过程中，一般需要经历哪3个阶段？

○答: 首先需要进行移动化规划，将整体移动化建设路径、移动平台架构以及安全方案进行整理；

其次会进行移动化整体架构的实施，包括平台的搭建、移动化标准的建立等；

最后，当整体架构搭建完成，正式进入运营阶段，会对设备、应用、数据等进行管理、监控。

问:NQSky MEAP的移动数据服务总线包括哪些功能？

○答: 数据接入、数据格式转换、数据封装、数据二次处理

问: MEAP产品价值是什么？

○答: 企业需要MEAP产品，一个标准的企业移动整体解决方案，基于安全主流的应用技术，为企业提供全面

的移动战略所需的各种移动应用产品和服务。同时具备跨平台移动应用开发能力、移动应用管理能力，以及后端

集成服务、安全控制措施等相关能力，形成整体化的移动应用解决方案。MEAP平台可以综合地解决企业面临的移

动化难题，包括移动应用的开发问题、移动应用的运行和管理问题、与企业后端系统集成的问题以及移动互联网

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安全风险和隐患的管控问题。

问: 现有移动应用如何移植到MEAP平台上，需要做哪些工作？工作量有多大？

○答: 1.简单改造：只需要改造移动客户端应用的底层通讯与存储代码即可，通过嵌入MEAP客户端SDK的方式

进行改造。工作量一般为当前客户端应用开发工作量的1/10。

 2.深度改造：需要同时改造移动应用的服务端与客户端代码，完整利用MEAP的技术架构进行改造。工作量一

般为当前移动应用开发工作量的1/2~1/3。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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