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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 12799 元

新 iPhone 功能毫无悬念 价格大超预期

手机商们松了一口气
一年一度的“苹果吐槽大会”又来了！ 一场没有悬念的发布会，带
来了“地表最强 iPhone”，但高高在上的售价却让果粉感到“扎心”，网
友纷纷表示“肾不够用了”，反而是友商们在熬夜看完发布会后大松了
一口气。

“大杯”iPhone Xr是 6.1英
寸，是此次售价最低的一款，国
行版售价 6499元起步，但也远
非此前传闻中的“廉价版”。网友
因此调侃称，
“苹果发布会又重新
定义了‘廉价’。”
昨日的朋友圈一片吐“贵”
声，有网友感叹，
“一个肾已经不
够用了。”还有网友调侃称，发布
会之前，觉得 iPhoneX卡得不
行；发布会之后，觉得 iPhone X
还能再战 5年。

专为中国用户特供

中国用户念念不忘的“双卡
双待”终于来了，但并不是所有
iPhone手机都具有这一功能。其
中，“中杯”iPhone Xs为单 SIM
卡，“大杯”和“超大杯”均为双
SIM卡 。 后 两 款 在 国 外 使 用
“SIM卡 +eSIM”实现“双卡双
待”，为中国市场特供的是“实体
双卡”，即一个卡槽正反双面插入
两张实体 SIM卡。eSIM卡区别
于传统 SIM卡，是将 SIM卡直
接嵌入设备芯片中，不能移除。
“双卡双待”这个卖点到底能
吸引多少用户？Counterpoint研
究总监闫占孟指出，双卡双待的
价值已经明显降低，现在有很多
方案可以满足双卡的要求。“也许
超越的机会

星巴克吧，干脆叫中杯、超大杯和
大杯。”
“中杯”iPhone Xs 是 5.8
英寸屏，可以理解为 iPhone
X的升级版，只有芯片升级和
“外衣”的变化，起步售价
8699元。
“超大杯”iPhoneXs Max
为 6.5英寸 OLED屏幕，其中
512GB的高 配 版 国 行 版 售 价
12799元，是迄今最贵的一款苹
果手机。
新兴市场更在乎双卡或 eSIM功
能，但是高价格拦住了一部分用
户。今年苹果的整体竞争压力会
比较大，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是
否调价将是关键。”
对于此次苹果推新，闫占孟
的评价是：创新不足，高估自己。
尤其是手机外观的变化不大，更
像是过渡产品。在价格上却延续
上一代的高价格、高利润策略，但
市场可能并没有那么乐观。
不可否认，iPhoneX仍是目
前最棒的明星手机。库克在发布
会上 表 示 ，苹 果 去 年 发 布 的
iPhoneX定义了智能手机的未
来，是全世界所有智能手机中的
第 1名，拥有 98%的消费者满意

度。但随着新款手机的发布，苹果
官网昨天已下架 iPhoneX，而没
有像以往那样采取降价的措施。
新款 iPhone创新点不多，
为什么还敢卖得这么贵？闫占孟
指出，首先是成本增加，以最贵一
款 iPhone 为 例 ， 内 存 达 到
512GB，仅这项成本就增加不少。
其次是因 iPhone X卖得太火
了。去年 iPhone X的推出将
iPhone手机平均售价拉高很多，
为苹果公司贡献了更多收入。“我
认为，iPhone X的推出显示了
一件事：当你提供一款出色的创
新产品时，会有足够多的人喜欢
它，它会是一笔好生意。”库克在
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时表示。

中国手机商松了一口气

苹果的高价路线能否奏效？
中国的果粉是否买账？相信市场
很快会给出答案。欣慰的是中国
手机厂商在熬夜看完苹果手机发
布会后，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在微
博上说：
“稳了。我们 10月 16日
伦敦见。”
在业界看来，
“稳了”这两个
字包含了巨大信息量。下个月华
为即将发布旗舰手机 Mate 20，
从目前曝光的信息看，Mate20
将搭载的麒麟 980芯片是全球

最早商用的 7纳米工艺的手机
SoC芯片，集成 69亿晶体管，性
能将大幅提升。
Gartner数据显示，2018年
第二季度华为手机全球销量首次
超过苹果，实现首个季度亚军。不
久前，余承东曾表示，华为将在明
年四季度冲击世界第一。毫无疑
问，苹果这次的武器不给力，让华
为全面超越苹果变得顺畅起来。有
网友评论说：今天最开心的就是老
余了吧。现在苹果稳赢的只有性能
了。其他的快充、续航、拍照、通信、

2018《中国最佳表现城市》报告发布
北京晨报讯（记者 陈琼）米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政策层
尔肯研究所 2018年度《中国最 面上的战略是提高生产力并加
佳表现城市：全国经济之星》日 大高附加值商品生产。
前发布。米尔肯研究所研究总经
黄华跃表示：“ 中国最佳表
理黄华跃指出，中国目前拥有高 现城市大力证明，中国着力转型
铁、移动支付、网购和共享单车。 升级工业，发展高科技基础设
中国也在研发新一代移动互联 施，促进产业多元化和服务国际
网技术 5G网络，这一技术让中 化。”他补充：“‘一带一路’战略
国处于未来新技术研发和行业 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
标准制定的前沿。黄华跃指出， 该战略旨在直接连接新兴的国
这些例子表明中国在经济转型 际贸易港口及市场，促进中国和
升级方面步伐加大。鉴于中国人 区域内经济共同发展，推动沿线
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中国社会 城市及全球经济增长。”

终止与加多宝的债务重组

中弘股份复牌跌停再成“
仙”

史上最贵 iPhone 来了

7纳米仿生芯片、刘海屏、
双摄升级、支持双卡……新款苹
果手机的功能几乎跟之前剧透
的一模一样，毫无任何悬念。每
介绍一个功能，朋友圈的友商都
会摇摇头说：不新鲜，我们早就
玩过了。
此次苹果公司推出的 3款
iPhone新机型是 iPhone Xs、
iPhone Xs Max 及 iPhone
Xr。绕口的名字使很多人傻傻地
分不清，有网友建议，“还是学学
双卡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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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等等，真是全面落后。
资深电信专家项立刚也表
示，苹果的创新乏力给中国手机
军团提供了壮大的机会。
小米也在官方微博上放出与
iPhone并列的海报：“hello，金
色”，为旗下即将发售的中端机型
预热。
锤子科技 CEO罗永浩在为
自家产品卖力吆喝的同时，昨日
在微博上委婉地说了句：
“怀念乔
布斯。”
北京晨报记者 焦立坤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陈

在宣布与加多宝债务重
组终止后，中弘股份
（000979）复牌后报收跌停，
再次沦为“仙股”。
备受市场关注的中弘股
份与加多宝的重组罗生门事
件终于有了最新进展。9月 12
日晚，中弘股份发布股价异动
核查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
在终止与加多宝集团的债务
重组协议。公司在公告中称：
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正与加多宝就《债务重
组及经营托管协议》协商签署
正式的终止协议；该终止协议
能否最终签署及何时签署，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早在 8月 27日，中弘股
份曾发布公告称，公司及控股
股东中弘集团与加多宝及深
圳前海银谊资本共同签署了
《债务重组及经营托管协议》，
加多宝及银谊资本拟对公司
提供流动性支持和债务重组，
并择机注入相关资产。中弘股
份在公告中称，在此次债务重
组中，中弘股份为甲方，中弘
集团为乙方，加多宝及银谊资
本为丙方，三方协商一致同意
由加多宝及银谊资本对中弘
股份及中弘集团进行债务重
组，以完善资本结构，调整产
业结构方向。不料，加多宝随
后发表声明否认签署上述协
议，并声称“中弘股份在公告
中对加多宝经营情况和财务
琼）

数据的描述与实际情况严重
不符”。
由于重组双方各执一词，
这起“债务重组罗生门”引来
深交所两度发布问询函。中弘
股份虽然再三澄清解释，但仍
留下诸多疑点，到底是中弘股
份“碰瓷”加多宝？还是加多宝
因经营数据泄露而与中弘股份
关系恶化？中弘股份搞出的重
组“罗生门”至今依然是个谜。
加多宝正急于上市。加多
宝总裁李春林日前表示，加多
宝已邀请国际专业审计机构
帮助公司做好上市准备工作。
“如果进展顺利，可能提前完
成上市计划。”加多宝加速上
市的主要原因是“缺钱”，由于
主营业务收入断崖式下跌，加
多宝已陷入经营困境，不仅员
工集体出走，管理层大换血，
还与供应商爆发重重矛盾而
被断供。现在的加多宝正急于
上市，来解决“钱荒”的问题，
似乎没有太多精力重组中弘
股份。
中弘股份急需化解退市
风险。受益于“与加多宝债务
重组”消息的刺激，9月 3日
至 5日，中弘股份的股价持续
大涨 23.46%，股价重回 1元，
暂时摆脱了“仙股”的身份，解
除了退市危机。但随着与加多
宝债务重组的终止，中弘股份
的股价在昨日复牌后直线下
跌，再次跌破 1元成“仙”，依
然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中国电信和华为发布云 VR
北京晨报讯（记者 焦立

昨日，中国电信与华为公
司联合发布云 VR。中国电信
副总经理高同庆在发布会上
表示，云 VR是中国电信和
华为成立 BJIC（商业联合创
新中心）后在智慧家庭方向
上的重点产品。据悉，中国电
信希望与与产业链各方联合
制定云 VR标准，加速推进
云 VR技术的产品化和商业
模式创新。
坤）

今年 2月在世界移动大
会上，中国电信与华为宣布
成立 BJIC，聚焦智慧家庭、云
网融合、物联网、5G等四大
业务方向。两家公司基于千
兆光宽带、天翼高清、家庭
WiFi智能组网和云化渲染
技术，打造家庭 VR应用场
景，为中国电信宽带用户带
来创新的沉浸式娱乐体验。
云 VR方案是将 VR内容所
需的渲染处理从本地设备迁
移到云端处理，然后将渲染
处理结果通过网络回传到
VR一体机，如此而来大大减
少 VR一体机的硬件处理能
力要求，同时用户也不必再
购买昂贵的 PC主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