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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一轮角逐

大浪淘沙，原本“百花齐放”的“朋
友圈”不断变化，如今所剩寥寥。供应
商数量锐减，芯片领域已从曾经的买
方市场，演变到如今的卖方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手机芯片如今主要
由高通、华为海思、三星、紫光展锐、联发
科等几家供应。其中，三星属于自产自
销，华为海思也只供应华为，对其他手
机厂商来说，实际上的供应商其实只有
高通、紫光展锐和联发科等少量几家。

与此前几代通信技术标准要求不
同，5G对数据传输量和传输速率的要
求更高，手机基带芯片技术的研发难
度也更为复杂。在3G、4G时代，高通
公司占据大量专利优势，但5G时代来
临，其他“玩家”的实力不容小觑。

今年1月，华为正式发布首款7纳
米工艺多模芯片“华为巴龙 5000”，
被誉为世界最快的5G基带芯片。紧
接着，华为又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发布了搭载该芯片的5G折叠屏手机
华为Mate X，在5G整体商用方面也
获得进展。华为在近日的全球分析师
大会上透露，华为在全球已经签订了
40个5G商用合同。

作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
商，三星公司目前也已拥有一整套5G
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三星还计划
增加5G基带芯片的产量。此外，目前
全球第三大移动芯片设计企业，同样
来自中国大陆的紫光展锐也在世界移
动通信大会上发布了其5G通信技术
平台和首款5G基带芯片。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郭爽）

谁才是最大赢家？

“你死我活”的博弈，终究不过是
为了谈判桌上更多的筹码。17日，两
家的联合声明表示，将此前涉及数百
亿美元索赔金额的恩怨“一笔勾销”，
根据和解协议，苹果公司将向高通公
司支付一笔款项。此外，两家公司还
达成为期 6年的专利许可协议，自
2019年4月1日起生效，并包括两年
的延期选择权。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多
年芯片供应协议。上述协议涉及的具
体金额并未公布，但业内人士认为光
和解款项一项的金额就不会少。

看上去苹果是“低了头”，但或许
“柳暗花明”。如果再度启用高通基带
芯片，苹果可能早于预期推出5G手
机，好处显而易见。

握手言和消息一出，高通股价随
即短线飙升，创高通20年来最佳单日
表现。次日，高通股价继续大涨，提振
芯片类股票乃至纳指。大客户回归，
不仅让高通成功化解商业模式是否合
法的“致命”质疑，更有可能让其在基
带芯片的优势延续到5G时代。

苹果与高通宣布和解几小时后，
英特尔当即宣布“放弃”5G智能手机
调制解调器业务，将专注于5G网络
基础设施及数据中心业务。英特尔在
声明中表示，它不预期会在智能手机
领域推出5G调制解调器产品，包括
最初计划于2020年推出的产品。

业内人士认为，英特尔这一决定
不失为明智之举，相较之下，数据中心
业务的利润或许更高。不过，这又是
另一片“江湖”。

苹果的“阿喀琉斯之踵”

缺“芯”，堪称苹果在与华为、三星
角逐5G智能手机市场的“阿喀琉斯之
踵”。2019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安卓系统已秀出多个5G商用产品或
计划，唯有苹果“按兵不动”。为什
么？与长期以来的芯片供应商高通的
争端令苹果在5G时代处于被动局面。

在2016年苹果与高通有关基带
芯片的合作协议到期之前，高通一直
是苹果基带芯片的唯一供应商。
2017年1月，苹果率先对高通提起法
律诉讼，指控后者专利授权方式“垄
断”，强迫客户支付“不公平价格”，而
高通则认为，苹果是“硅谷最大的霸
凌者”，忽视了芯片制造商对智能手
机发展的贡献。随后，双方在全球展
开超过50项司法诉讼。

这场恩怨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
百”。挑战高通商业模式的同时，苹果
面临着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出局”
的风险。为避免“在一棵树上吊死”，
苹果于2017年开始加大对英特尔基
带芯片的采购力度。不过，新伙伴似
乎“不太给力”，不仅信号质量受到质
疑，英特尔如期交付5G基带芯片的
能力也让苹果“失去信心”。

于是，苹果将目光转向三星，但却
遭到后者婉拒。尽管中国华为近日表
示，对苹果持“开放态度”。但由于种
种原因，双方合作的可能并不大。

选择不多，业内人士认为苹果过
渡到使用自研芯片最早也要到2020
年，因此很可能将付出在5G第一波
浪潮中落伍的代价。

北京时间17日凌晨，有关苹果、高通和英特尔的“突发消息”在技术圈密集刷屏。美股收盘前一小时，长达两年的苹果、高通诉
讼恩怨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紧接着，英特尔公司当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在5G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基带芯片）领域的角逐。

一夜之间，5G“江湖”突现变局。

苹果、高通诉讼戛然而止，英特尔宣布退出5G智能手机基带芯片角逐

5G“江湖”一夜之间突现变局

新华社伦敦4月17日电（记者
张家伟）一个科研团队17日在英国
《自然》杂志发表重磅论文说，在猪死
亡数小时后，可使取出的猪脑部分

“复活”，在细胞层面恢复某些循环和
神经功能。但研究人员强调，这离
恢复完整的脑功能还相差甚远。

美国耶鲁大学学者领衔的一个
团队在这项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名为
BrainEx的系统，它使用了特殊溶
液，可模拟猪脑的血液循环等。团队
从屠宰厂收集了32个猪脑，在猪被屠

宰4小时后将一些猪脑接入BrainEx
系统，连接持续了6个小时。

结果发现，这些猪脑可被部分
“复活”。一些脑细胞能重新获得基
本功能，如类似血液循环的功能在一
定程度上恢复，一些神经活动得到重
现，猪脑的代谢也再次变得活跃。

报告通讯作者、耶鲁大学教授
内纳德·塞斯坦说：“我们的实验表
明，细胞死亡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其
中一些步骤可能会被延迟、维持甚
至逆转。”

但研究人员强调，这离真正“复
活”猪脑还相差甚远。脑电图测量
结果显示，整个实验过程中猪脑没
有出现与意识、认知或其他更高阶
的脑功能相关的全脑电活动，即这
些猪脑并没有恢复意识。也就是
说，实验只是让猪脑在细胞层面上
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活跃，而没有让
猪脑作为一个整体恢复功能。

团队表示，目前不清楚这项技
术能否应用于死亡时间不长的人
脑，因为实验使用的特殊溶液中缺

少人类血液的一些成分。
尽管如此，研究人员认为这一

技术如果发展成熟，未来有很大实
用价值。BrainEx系统可用于辅助
研究大型哺乳动物脑部的构造和功
能，找到大脑在某些情况下受损的
原因，以及测试新药对脑部构造的
影响等。

塞斯坦说：“BrainEx系统所使
用的配方对细胞具有保护作用，未
来或许能够应用于中风这类疾病的
治疗。”

一科研团队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重磅论文说

能让死亡数小时后的猪脑部分“复活”

英国《自然》杂志17日发表一篇论文说，科研人员成功在猪
脑死亡4小时后恢复了其脑循环和部分细胞功能。这项发现为
认识大脑乃至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中风等脑部相关疾病带来了新
希望，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对脑死亡界定等方面的新问题。

4月17日，“安塔瑞斯”火箭搭载
“天鹅座”飞船从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
州的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起飞。

美国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17日
利用“安塔瑞斯”火箭发射“天鹅座”飞
船，第11次执行国际空间站货运任
务，送去约3.4吨物资。 新华社发

美“天鹅座”货运飞船
升空前往国际空间站

普京与金正恩
将于4月底前举行会晤

新华社莫斯科4月18日电（记者李奥）俄罗斯
克里姆林宫网站18日发表声明说，俄总统普京与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在今年4月底前举行会晤。

声明说，应普京邀请，金正恩将于4月下半月
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声明未透露有关此次俄朝领
导人会晤的更多细节。

俄《消息报》17日援引俄外交部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说，金正恩将在下周访问俄罗斯，相关准备
工作正在进行中。

2018年5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朝时曾
向朝方转交普京的信件，邀请金正恩赴俄访问。

就互联网平台处理涉恐内容

欧洲议会通过议案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18日电（记者王子辰）

欧洲议会17日投票通过一项议案，要求互联网平
台在收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后一小时内移除其平台
上的恐怖主义内容。

欧洲议会17日以308票支持、204票反对、
70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一议案。议案并
不立即成为法律，根据欧盟的立法程序，最终法律
文本还须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磋商确定。

根据议案，如果有互联网平台始终不履行这
一义务，它们最终可能会面临最高达该平台全球
营业额4%的罚款。

4月1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左）接受
以色列总统里夫林授权。 新华社/路透

4月17日，在葡萄牙马德拉岛，救援人员在
车祸现场工作。

据葡萄牙媒体报道，一辆载有55名德国游客
的旅游大巴17日在葡萄牙马德拉岛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至少29名游客死亡，27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一旅游大巴在葡萄牙发生事故
至少29人死亡，27人受伤

日本研究确认iPS细胞
“异体移植”安全性

据新华社东京4月18日电 日
本科研团队 18 日报告说，他们在
2017年为5名眼疾患者移植了异体
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培育出的
视网膜细胞，目前已可确认这一临床
研究的安全性，受试者没有发生明显
的排异反应和副作用。

iPS 细胞是通过对成熟体细胞
“重新编程”而培育出的干细胞，拥有
与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分化潜力。与利
用患者本人iPS细胞相比，用异体iPS
细胞培育成组织细胞后再移植，所需
费用和时间会大幅减少，因此相关研
究在医学界备受关注。

据报道，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移
植项目负责人高桥政代18日在日本眼
科学会总会上报告了这一成果。研究
小组于2017年3月至9月开展了世界
首个iPS细胞“异体移植”手术研究项
目，为5名老年黄斑变性患者进行了单
眼视网膜细胞移植，这些移植的视网
膜细胞由他人iPS细胞培养而来。

高桥政代在当天的报告中说，这
5例手术中移植的视网膜细胞都存活
了下来，帮助患者避免了进一步的视
力衰退。研究人员称，这项临床研究
的目的已经达成，使用异体iPS细胞
的安全性得到了确认，今后还将进行
新的临床研究以提高移植效果。

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17日电（记者陈文仙 吕
迎旭）以色列总统里夫林17日晚宣布，正式授权现任
总理内塔尼亚胡组建新一届政府。在获得组阁权后，
内塔尼亚胡将在不超过42天的期限内完成组阁。

里夫林在位于耶路撒冷的总统府对媒体表
示，在与各党派进行两天协商后，他决定将组阁权
授予获得65名议员推荐的内塔尼亚胡。他呼吁
内塔尼亚胡消除因竞选带来的国民分歧。

以色列本月9日举行第21届议会选举，利库
德集团、工党、蓝白党等逾40个党派参与角逐。

17日下午，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哈
南·梅尔塞向里夫林递交了选举正式结果。结果
显示，在以色列议会120个席位中，内塔尼亚胡领
导的利库德集团和其他右翼政党共获得65个席
位，其主要竞争对手蓝白党和其他中左翼政党共
获得55个席位。

如果内塔尼亚胡组阁成功，他将迎来第五个
总理任期，有望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
的总理。此间舆论普遍认为，内塔尼亚胡组阁并
无太大障碍。

以色列总统正式授权
内塔尼亚胡组阁

最新研究带来的一个新问题
是，脑死亡有无必要重新定义？

威尔金森认为，脑死亡指的是
意识和意识能力不可逆转地丧失，
所以这项研究对脑死亡的界定没
有任何影响。他说：“如果在未来，
我们有可能在人死后恢复大脑的
功能，恢复一个人的心智和个性，
这当然会对死亡的定义产生重要
影响。但现在是不可能的，这项研
究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自然》配发了两篇评论文章

讨论该研究的意义，其中一篇评论
认为，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争论可
能激化，因为“随着脑复苏科学的进
步，一些为挽救或恢复人脑所做的
努力可能看起来越来越合理——
放弃此类尝试而倾向于获取移植
器官则可能显得不那么合理”。

另一篇评论指出，研究开启的种
种可能性凸显了“当前关于研究用动
物的监管规定所存在的潜在限制”。
该评论呼吁制定指南帮助研究人员
应对该研究引发的种种伦理困境。

猪脑部分“复活”，证实了死
亡是一个过程，不是瞬间发生的
事件。换言之，人体器官一些细
胞在人死亡后也许还会存活一段
时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副教授马丁·蒙蒂说，这项
发现意味着在动物死亡一段时间
后，也许能利用恰当的技术恢复分
子、细胞乃至微血管层面的功能，
将来这项技术也许能应用在人类
组织上。

需要指出的是，死亡猪脑在最
新研究中并没有恢复与意识和认
知相关的活动，BrainEx 系统办不
到“重新激活”整个大脑。专家们
认为，“复活”死者依然是科幻小说
中才会出现的情节，现在距离将冷
冻人体“复活”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英国牛津大学医学伦理学教
授多米尼克·威尔金森说：“这不意
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把人从死亡中
拯救出来会是一种现实前景。”

猪脑部分“复活”带来哪些机遇与问题？

对治疗人类脑部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最新研究虽然不能用来“复活”
人脑，但为认识大脑提供了一项新
工具，对未来的神经学、药物实验、
疾病发展研究等有着重要意义。

报告作者之一、耶鲁大学学者
斯特凡诺·达尼埃尔说，此前研究人
员只能在静止或二维的状态下分析
大型哺乳动物脑部的细胞，“这项新
研究首次让我们能从三维角度去分
析大脑，提高我们研究复杂细胞之
间如何相互连接和作用的能力。”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塔拉·斯

皮尔斯-琼斯持类似观点：“更深入
分析大脑功能对于了解人类为什么
有别于其他动物以及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等脑部疾病具有重要意义，这
项研究朝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生理学教授戴
维·阿特韦尔指出，该实验实现了部分
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内的血液重新流
动，为治疗中风造成的血管堵塞以及
脑细胞损伤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据新华社伦敦 4月 18 日电
记者张家伟）

能“起死”但不能“回生”

面临重重问题与挑战

这是日前在美国芝加哥拍摄的5G手机网络测试画面。 新华社发

美军首次在中东地区
部署F-35A战机

新华社迪拜4月18日电（记者苏小坡）美国
空军数架F-35A战机近日抵达位于阿联酋阿布
扎比的哈弗拉空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中东地
区部署该型号战机。

据阿联酋《国民报》报道，这批F-35A战机从
美国犹他州的一处空军基地飞抵阿联酋，战机具
体数目不详。报道说，此前美军已在中东地区部
署F-35B战机。

另据报道，美军一直使用哈弗拉空军基地执
行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目标的军事任务。

F-35系列战机2006年首飞成功，具备隐形
和超音速巡航能力，是当今世界最先进战机之
一。这一系列战机分为F-35A、F-35B和 F-
35C三种型号，分别为常规起降型、短距起飞/垂
直降落型和航空母舰起降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