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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BlackBerry 发布新安全工具 PE Tree 并将其开源 

8 月 4 日消息，据外媒报道，在 Black Hat USA 2020 安

全会议上，BlackBerry 发布了一项新的安全工具。据悉，该

工具名为 PE Tree，这是一个适用于 Linux，Mac和 Windows

的基于 Python 的新应用程序。在用途上，PE Tree可用于逆

向工程和分析 Portable Executable(PE)文件的内部结构。

对此，BlackBerry 在官方声明中表示：“恶意软件的逆向工

程是一个非常耗时且费力的过程，可能涉及数小时的反汇编

甚至是解构软件程序的过程。”中国软件网了解到，PE Tree

自上周起已在 GitHub 上开源，今天正式发布。 

（来源：8 月 4 日，中国软件网）原文链接 

◼超过 35%的德国中小企业已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2018 年，德国联邦政府公布了《德国人工智能发展战

略》，以推动德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和应用。八月初，

德国 Gemeinsam_Digital 发布《德国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

调查》。该调查由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BVMW）和柏林

中小企业 4.0 能力中心发起，历时三个半月，共调查企业 414

家。调查结果显示，35%的受访者表示已在企业中使用人工

智能技术。这其中，有 5.8%的企业表示在所有的部门中均使

用了该技术。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在单个项目中应用到人

工智能。这其中，营销销售、管理和 IT 领域是这些企业使

用人工智能最多的地方。 

（来源：8 月 12 日，爱云资讯）原文链接 

http://safe.soft6.com/202008/04/368248.html
https://www.icloudnews.net/a/20200810/34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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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全球公有云市场规模去年超过 2300 亿美元 

是 2016 年两倍 

8 月 19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云计算在企业生产经

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云计算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去年全球公有云市场的规模超过了

2300 亿美元，同比大幅增加，已是 2016 年的两倍。研究机

构的报告显示，包括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

(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的全球公有云市场，2019 年的规

模为 2334 亿美元，较 2018 年的 1852 亿美元增加 482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6%。从研究机构的数据来看，在公有云市场

的 3 个领域，份额最大的依旧是软件即服务，去年的规模为

14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8%，2018 年为 1239 亿美元。 

（来源：8 月 19 日，TechWeb）原文链接 

◼微软将 Windows10 1803 版本的生命周期延长 6 个月 

微软今天宣布，将 Windows 10 1803 版本的支持生命周

期延长 6 个月。这一措施是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的结果，

因为微软表示收到反馈称，这段时间企业的操作系统升级过

渡会比较困难。按照其支持政策，微软原本在去年 11 月就

已经结束 Windows 10 1803 版本的支持，但只针对家庭版和

专业版。而企业版和教育版可以获得额外一年的支持，这意

味着它们将获得更新直到今年 11 月 10 日。通过这次延期，

Windows 10 版本 1803 将被支持到 2021 年 5 月 11 日，晚于

Windows 10 版本 1809 的支持结束日期。微软已经在今年早

些时候延长了对 Windows 10 版本 1709 的企业和教育用户的

http://www.techweb.com.cn/world/2020-08-19/28012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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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这意味着它现在将被支持到 2020 年 10 月 13 日。1809

版本的支持日期也被延长，但针对家庭和专业用户的支持日

期延长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 

    （来源：8 月 27 日，中国软件网）原文链接 

【国内】 

◼国务院：鼓励和倡导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全球合

作 

近日，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若干政策》提出，为进一步

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环境，深化产业国际合

作，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制定出台财税、投融资、

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

等八个方面政策措施。《若干政策》明确，凡在中国境内设

立的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不分所有制性质，均可按规

定享受相关政策。鼓励和倡导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全球

合作，积极为各类市场主体在华投资兴业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来源：8 月 4 日，中国中央政府）原文链接 

◼科大讯飞回应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供应华为手机的

语音助手全面超越谷歌 

8 月 12 日，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正和岛创变者年会

上表示，自去年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后不能再买美国芯片，

但科大讯飞在近期最权威的英文语音识别比赛中蝉联第一，

向华为提供的语音产品也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全面超越

http://www.soft6.com/news/202008/27/368874.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8/04/content_55323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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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刘庆峰称，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对华为的极限施压，今

年的 3 月 26 日，华为 P40 系列发布会上，华为发布 Celia

国际版语音助手正是科大讯飞提供的技术，英语、法语、西

班牙语全面超越谷歌。科大讯飞表示，将向美方有关政府部

门积极申诉，有信心公司的经营将继续保持健康成长。 

（来源：8 月 12 日，快科技）原文链接 

◼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在 2020 年达到 104.2 亿美元 

根据 IDC 最新预测，2020 年中国大数据相关市场的总体

收益将达到 104.2 亿美元，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16.0%，增幅

领跑全球大数据市场。2020 年，大数据硬件在中国整体大数

据相关收益中将继续占主导地位，占比高达 41.0%；大数据

软件和大数据服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25.4%和 33.6%。而到 2024

年，随着技术的成熟与融合以及数据应用和更多场景的落

地，软件收入占比将逐渐增加，服务相关收益占比保持平稳

的趋势，而硬件收入在整体的占比则逐渐减少。硬件、服务、

软件三者的比例将更为相似，逐渐趋近于各占三分之一的权

重。IDC 预计，在 2020-2024 年的预测期间内，中国大数据

相关技术与服务市场将实现 19.0%的 CAGR（年均复合增长

率）。 

（来源：8 月 18 日，IDC 咨询）原文链接 

◼百度中标今年国内智能交通领域最大招标订单 

今日，百度 Apollo 旗下子公司阿波罗智行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中标“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面向自动驾驶与车

路协同的智慧交通‘新基建’项目”，采购人为科学城（广

https://news.mydrivers.com/1/706/706105.htm
https://mp.weixin.qq.com/s/YmB2gi3m4khJK3x_ekh3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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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金额接近 4.6 亿元，这成为今

年国内智能交通领域的最大招标项目订单，订单包括车路协

同路网基础设施、智能路口、车联网等相关应用系统的建设，

这有望加速推动广州开发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智能网联示

范高地建设。 

（来源：8 月 28 日，亿欧）原文链接 

【北京】 

◼字节跳动：面临 Facebook 抹黑等困难 仍坚守全球化

愿景 

8 月 3 日消息，近来字节跳动全球化陷入困局，微软计

划收购 TikTok 的谈判也悬而未决。对此，字节跳动官方深

夜发声，强调字节跳动对于全球化的坚持。字节跳动称，字

节跳动始终致力于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面临着各种复杂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包括紧张的国际政治

环境、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竞争对手 Facebook 的抄袭

和抹黑。尽管如此，字节跳动表示，仍然坚守全球化的愿景，

不断加大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市场的投入，为全球用户

创造价值。我们严格遵守当地法律，也会积极利用法律授予

我们的权利，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来源：8 月 3 日，新浪科技）原文链接 

◼故宫联合腾讯推出“数字故宫”小程序 

8 月 10 日消息，故宫博物院、新华社全媒编辑中心与腾

讯集团携手打造的“数字故宫”小程序正式上线。据介绍，

“数字故宫”小程序进一步、全面地整合了故宫在线数字服

https://www.iyiou.com/breaking/55627.html
hthttps://tech.sina.com.cn/i/2020-08-03/doc-iivhuipn64766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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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管是游故宫、逛建筑，还是赏文物、看展览，“数字

故宫”小程序都可以“一站式”满足用户需求。用户可以通

过小程序快速定位、浏览“数字文物库”“故宫名画记”“全

景故宫”；还可以在“相识大考验”趣味答题中了解文物知

识，分享与文物的“缘分”。未来，用户将可以在小程序“一

键查询”故宫所有的数字资源。公开资料显示，故宫博物院

与腾讯的合作已经有四年，双方合作的领域涉及动漫、音乐、

游戏等新文创业态，打造出了《故宫回声》主题漫画、《故

宫：口袋宫匠》建筑主题小程序游戏等产品。 

（来源：8 月 10 日，TechWeb）原文链接 

◼金山软件二季度净利润 91.51亿元，营收同比增长 49% 

8 月 18 日港股盘后，金山软件（03888.HK）发布了其

2020 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金山软件二季度

营收 14.20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49%，高于彭

博一致预期（13.09 亿元）；二季度归母净利润为 91.51 亿

元，去年同期净亏损为 14.15 亿元。具体来看，2020 年二季

度，金山软件网络游戏收入同比增长 53%至 8.69 亿元，主要

由于《剑网 3》录得极为强劲的收益增长，部分被若干现有

手游收益随生命周期自然回落而下降所抵销；办公软件及服

务及其他的收入同比增长 43%至 5.51 亿元，主要是由于金山

办公集团的订阅服务及授权业务收益的持续增长。 

（来源：8 月 18 日，36 氪）原文链接 

◼ 消息称甲骨文接近与 Tiktok达成交易 报价 200亿美

元 

http://www.techweb.com.cn/it/2020-08-10/2800115.shtml
https://www.36kr.com/p/84198443055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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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今日称，在竞购 TikTok的角逐中，甲骨文公

司以约 200 亿美元的估值处于领先地位，接近与 TikTok 达

成交易。该知情人士称，甲骨文的提议包括 100 亿美元的现

金，外加 100 亿美元的甲骨文股票。另外，在交易达成的前

两年，甲骨文还将把 TikTok 年度利润的 50%，返还给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除了甲骨文，微软在 TikTok 竞购中也处

于领先地位。但三位知情人士称，微软似乎不太可能完成这

笔交易。微软想收购字节跳动的股份，因为它拥有 TikTok

的底层技术。但今晚另有报道称，微软有望在未来 48 小时

内与 TikTok 达成收购交易，交易规模可能在 200 亿至 300

亿美元之间。随后，该媒体又进行了更新报道，称 TikTok

尚未选定买家，仍在与甲骨文和微软进行谈判。报道还称，

TikTok 已接近达成协议，准备出售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业务，最快将于下周宣布该交易，交易规模可能

在 200 亿至 300 亿美元之间，确切的价格尚未确定。 

（来源：8 月 27 日，新浪科技）原文链接 

【联盟动态】 

◼北京市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培训会（第六期）在线召开 

2020 年 8 月 27 日，由北京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

会、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经开区信创园）主办，北京长

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承办的

“北京市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培训会（第六期）”通过线上直

播的方式顺利举办，吸引超 600+人次同步在线收看，为信创

https://tech.sina.com.cn/i/2020-08-27/doc-iivhvpwy34571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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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从业人员搭建学习交流平台的同时，更好地助力信创产

业集聚、保障信创产业健康发展。 

来自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王甲斌介绍到，汉

王产品链丰富，使识别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电子政务、个

人办公、移动通信、数字家电等方面实现普及化和规模化处

理信息，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信息化进程，促进了国民经济

的发展。借国际领先的过硬技术以及丰富的产品线以及，不

断扩大其在各行业领域内的技术与品牌影响力（IT 科技领

域、银行保险业、电子消费品、政府公关服务领、数据处理、

移动互联网）。 

来自云天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李红卫介绍

到，指静脉识别技术是一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它利用手指

内的静脉分布图像来进行身份识别。该技术是依据人类手指

中流动的血液可吸收特定波长的光线，而使用特定波长光线

对手指进行照射，可得到手指静脉的清晰图像。利用这一固

有的科学特征，将实现对获取的影像进行分析、处理，从而

得到手指静脉的生物特征，再将得到的手指静脉特征信息与

事先注册的手指静脉特征进行比对，从而确认登录者的身

份。 

来自北京立思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政企事业本部产

品总监颜志鑫介绍到，立思辰是国内专业的输入输出外设产

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客户遍及党政机关、军队、军工、

金融、民航、税务、电力、石油石化、通信、教育、医疗等

行业。主营业务包含三大类:输入输出外设产品、载体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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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管理系统、系统集成及文件外包服务。围绕其产品线，

对立思辰在信创领域的工作展开介绍。 

经开区信创园项目总监蔡连斌分享了经开区信创园的

园区发展规划。他介绍，经开区信创园定位为国家信息技术

应用创新基地，以实现信创产业率先突破为目标，搭建以信

创领域龙头为引领，以通明湖环湖土地空间为载体，以技术

协同攻关为动力，以平台聚能赋能为支撑的政产学研用联合

创新生态。构建“企业集聚+平台赋能+应用驱动+群体突破”

的协同创新、联合攻关模式，形成高端、高新、高价值信创

产业集聚中心，输出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推动

中国信创产业发展。 

北京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委会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为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提供技术、标准、人才、产业交流等

方面的支撑服务，协助构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生态。 

（来源：8 月 27 日，长风联盟）原文链接 

 

http://www.changfeng.org.cn/active_infor_details6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