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商纷纷转型4G手机

早在今年年初， 国内各手机厂商就已经

敏锐感知到2014年的4G手机风潮将远超3G发

牌时的手机发展速度，包括酷派、OPPO、vivo

等厂商率先发力4G手机。 其中酷派由于和运

营商合作紧密， 仅保持了部分3G订单需求部

分，而将90%以上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4G手

机的研发中， 并率先突破了4G手机第1000万

台下线，成功拿下国内4G手机领头羊的位置。

而OPPO和vivo尽管其主要以开放渠道模式

销售，和运营商交集并不多，但仍然一刀切的

态势直接停止了所有3G手机的研发和生产。

昨日记者获悉， 小米将于7月22日发布新产

品， 邀请函“一块钢板” 引发了媒体无数联

想———由于其官方微博发出的图片为一块钢板

和一个数字4，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猜测到发布

的新品为小米4手机， 而接近小米的人士透露

这一代产品将是4G手机。如此看来，连和运营

商没有太多合作的互联网手机品牌都转型4G

手机，无疑释放出了3G手机穷途末路的信号。

三大运营商今年共计划削减超

100亿元手机补贴

此前， 中国移动市场部高层曾向外界透

露：“中国移动2014年将下调手机补贴目标额

度，在加强4G补贴情况下，逐步取消2G、3G手

机补贴。”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均表达了类似

的计划，起因是按照国资委统一要求，受“营

改增”税率改革影响，为保持利润，三大运营

商2014年共计划削减超过100亿元手机补贴，

中国移动占比近七成。

2014年是中国移动TD-LTE� 4G开局之

年。 在3G时代饱受TD-SCDMA困境五年之

后，中国移动正全力布网。因此，面对削减终

端补贴的任务， 中国移动据称已决定放弃3G

补贴，全力保障4G终端和用户增速。按照最新

要求，中国移动在削减约70亿元手机补贴后，

2014年补贴额度将与2013年持平或略有下降。

中国移动目前4G终端用户1400万， 但真正

的4G在网用户不足400万，转化率不足30%。面对

年内5000万的4G在网用户发展目标，中国移动一

方面加强终端补贴，另一方面全面降低4G资费。

从6月1日起，中国移动4G套餐门槛将从88元降

低到58元，4G流量单价降幅达到50%，并将套餐

余额清零周期从一个月延期到一季度甚至半年。

另据透露，按照要求，中国联通年内手机

补贴将降至60亿元左右。中国电信相对特殊，

2013年约200亿元， 但是其从2013年下半年就

已开始调整终端策略，降低“手机补贴”，增

加“话费补贴”，从而减少终端补贴额度。

4G换机高峰或已开始

随着中国移动上个月4G终端资费全面下

调，4G终端补贴提高，从7月开始，国内4G用

户增幅明显。以成都为例，移动4G用户短短半

年时间已达30万人，如坊间传闻的，中国移动

3G补贴逐步取消，补贴力度超强的4G手机势

必人气直升。

据成都移动市场部相关人士透露， 目前市

场在售的4G手机数量已达300余款， 与3G全盛

时代相比，手机款式和类型有过之而无不及。尤

其是移动苹果4G手机的出现，更是让4G手机的

高端品种更为丰富。 与此同时， 千元及以下的

4G手机已大量上市，目前，本地热销的千元及

以下的机型已达近50款。可以说，目前4G手机

已能满足各个消费层次的需求。但是，当记者询

问成都移动是否已开始压缩3G手机补贴时，得

到的回复是“还没见到相关文件。”

有厂商人士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今年中国

移动内部对地方公司下达了较重的手机销售任

务。受国家政策影响，年内包括中国移动在内

的运营商压缩营销成本已成定局，把有限的营

销成本全力投入到市场前景看好的4G终端上

去，已势不可挡，3G手机补贴减少毫无悬念。

三星手机有关人士称， 今年4G手机变局

之猛也超出他们预料。今年一季度，三星手机

在中国市场的产品生产布局为6：4，“6”为3G

手机，“4”为4G手机；到二季度，风向猛转，产

品生产布局调整为9：1，其中“9”为4G手机，

剩下的是3G手机， 而那还是因为工厂生产计

划已拟定好，无法撤销。4G手机借着运营商的

大力补贴成为市场的主导，为期不远。

通信卖场：3G手机已开始“甩货”

据业内人士称，中国移动终端策略对订

制机的影响非常大，2013年中旬， 中国移动

宣布结束对单核4.0英寸以下配置手机补

贴，此举造成天语、中兴3G手机曾在多个省

份以199元的低价甩货。 作为本地最大的通

信连锁卖场，讯捷通讯早在今年5月开始，就

对一些压货较重的3G手机开始 “甩货”。据

说，当时一些手机的价格甚至比电商的价格

还便宜。眼下，讯捷太升路卖场内三星9508、

联想S898T等3G机型， 与半个多月前相比，

降幅已超过千元。

四川苏宁3C总监彭文松介绍说，目前苏宁

在售的手机产品中，4G手机比例已超过30%。针

对手机的暑期促销活动已于7月11日在各个苏

宁卖场展开，其中促销的主力包括多款3G明星

手机，如苹果4S，现价仅为2199元，比平均市场

售价低300元。3G制式的小米3手机促销力度也

很惊人，电信小米3手机不仅在苏宁标价与小米

官网一致，仅为1499元，并且每月消费129元就

可获赠1290元话费。五星电器3G负责人余超介

绍说，除三星、苹果的部分高端机型运营商补

贴没有下降外， 其他3G手机的补贴正迅速减

少。目前，五星电器对于3G手机的促销力度很

大，以三星9008为例，之前售价为3999元，现为

3599元；三星9508原价3199元，现为2799元。

卖场人士预计， 随着本月底到下月初的

暑期促销力度不断增强，3G手机的价格将创

年内最低点。

3G补贴锐减 手机中小企业面临危机

依靠运营商补贴度日，已是国产手机厂商的

生存写照。随着4G市场的迅速崛起，国内手机

厂商生存状况已发生巨大改变， 如年出货超

过3000万台的国产手机大厂中， 转身较快的

酷派、华为、中兴将从中受益———酷派今年目

标手机出货6000万台，其中4G手机4000万台，

中兴与华为今年新发布的中高端机型也全部

支持4G。相对而言，联想4G终端发力较晚。不

容否认，包括国内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国产手

机厂商，大多依靠运营商渠道销售，运营商终

端销售返点占据其利润很大一部分，但随着运

营商终端补贴力度整体下降，4G终端要求提

高，国内手机厂商整体利润2014年将会出现下

滑，中小企业生存状况将恶化，面临危机，相信

年内将有一批中小品牌退出市场。

另一方面， 随着运营商渠道对终端厂商

吸引力降低， 传统开放渠道开始再次受到重

视， 之前在传统开放渠道布局较强的vivo、

OPPO、金立等手机企业将获得一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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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最近，李晓向朋友提起自己刚买一个月的三星9508手机就直摇头，“一个月前太

升路的大卖场标价4999元，现在标价才3999元，实际成交可能还有优惠呢。”无独有

偶，上个月下旬以来，经常逛本地通讯卖场的用户纷纷发现，3G手机，尤其是中低端手

机的价格持续走低，就连火爆的小米手机也一改常态，在正式发布小米4手机之前将

小米3手机连续两次降价到了1499元。据业内人士透露，受国家政策影响，三大运营

商年内手机补贴额度将下调100亿元。据传中国移动将逐步取消2G、3G手机补贴，加

强4G手机补贴力度。 随着3G手机补贴力度的减弱以及4G手机市场的迅猛发展，包

括通讯卖场在内的渠道商家纷纷打起对3G手机清仓甩货的主意。业内人士预估，3G

手机的“抄底”良机将出现在本月底到下月初这段时间。

3G手机运营商补贴锐减 手机厂商重心转向4G手机

想买“相因”手机的看完偷笑吧

一个月狂降千元 去“抄底”3G手机

荨4G

手机借着运营

商的大力补贴成为

市场的主导，已经为

期不远

卖场人士预计 ，随

着本月底到下月初的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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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资格>

� � 四川地区贫困患者，或白癜风学子、

留守儿童、 特困家庭、 孤残青少年儿童

等，均有机会获得免费治疗名额。白癜风

患者可持当地相关部门的贫困证明，到

医院进行资格审查。

★参与办法>

� � 参与活动均可前往成都白癜风医学

研究院附属医院一楼 “四川省慈善总

会·博润白癜风专项基金”报名。

日前，四川省慈善总会·博润白癜

风专项基金管委会传来消息， 为使全

川更多的贫困白癜风患者得到救助，

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原

成都博润白癜风医院）携手“四川省

慈善总会·博润白癜风专项基金”于7

月启动了面向全川的今年首个暑期白

癜风救助活动，提供50名白癜风患者

免费治疗名额和1000名白癜风医疗

救助名额。

皮肤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当生物

钟发生紊乱或内脏器官有了病变时，很容易通

过皮肤发出警报。如，痤疮、湿疹、荨麻疹、神经

性皮炎等皮肤病，都会因为精神紧张、过度疲

劳、生活作息改变等原因而加剧或诱发。

据有关皮肤病专家介绍， 近来有不少全

身起红疹、发烧为主要表现，且是清一色的年

轻皮肤病患者。检查发现，这些患者得的是病

毒疹。医生仔细询问后发现，几乎每位患者发

病前都有熬夜看球、年中考核突击、备战中高

考等精神紧张、缺乏休息的经历。

专家表示，皮肤包裹着全身，保护身体免

受外界的刺激和损伤，不仅是我们的“门面”

和“卫兵”，更是反映健康状况的一面镜子。

当生物钟发生紊乱或内脏器官有了病变时，

很容易通过皮肤发出警报。一方面，痤疮、湿

疹、荨麻疹、神经性皮炎等皮肤病，都会因为

精神紧张、过度疲劳、生活作息改变等原因而

加剧或诱发。 另一方面， 皮肤病容易反复发

作，患者被红疹、瘙痒等反复困扰，严重时无

法正常休息和工作，打乱生活节奏，进一步导

致病情加重，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要想预防皮肤病，“减压”是关键。

首先，生活中注意均衡饮食，规律作息，保证

充足的睡眠，避免长时间熬夜、过度劳累等。

其次，经常到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增强

体质，注意心理调节，及时清理不良情绪。最

后，病毒流行的季节，还要注意室内要经常通

风换气，促进空气流通，勤打扫环境卫生，勤

晒衣服和被褥等。家有病毒疹患者，应及时进

行隔离，合理服用抗病毒药，并对其所用的物

品、房间等进行消毒。

（陈松 整理）

早睡早起身体好， 祖辈们用自己的经验

之谈告诫我们，一天之计在于晨、早起的鸟儿

有虫吃……但美国一项研究却警告，“早起

鸟”可能容易在道德上出现问题。

有媒体报道，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在一

天中随着时间的推移， 早起的人会变得不

那么诚实。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将比“夜猫

子”更有可能撒谎和欺骗别人。这一发现或

将挑战认为夜猫子更易出现行为问题的传

统观点。

研究团队让200多名学生通过测试和游

戏，以衡量其诚实度，同时让受试者回答一系

列问题， 包括是早起者还是夜猫子、 何时醒

来、在一天中何时感觉最好，以及何时想上床

睡觉。

结果显示， 习惯早睡早起的人更容易

在晚上欺骗和夸大自己的成绩。研究者猜

测，可能是因为此时他们抵制诱惑的心理

能量太低。相反，夜猫子们在早上疲惫时，

通常都昏昏欲睡地躺在床上了。这也意味

着这两种类型的人在不诚实之间建立了

一种平衡关系———不是说夜猫子不撒谎，

只是因为和早起者发生在一天的不同时

刻而已。

研究专家说， 早起者到了晚上更容易对

陈规产生质疑，从而导致行为放荡不羁。她认

为， 该研究结果对工作场所的选择有着重大

影响，尤其是那些轮班的员工。

以往的研究也表明， 那些平时对自己诚

实品德引以为傲的人， 在他们感到疲倦的时

候，这种美德就会消失。而那些常常撒谎的人

反而不易受到睡意影响。

（陈松 整理）

患上白癜风，

婚姻破裂遭抛弃

获得免费治疗名额的患者王洁（化名）

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 但自从她发现身上有

了星星点点的白斑后， 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起初王洁去医院确诊后，却没有

及时去医院治疗。之后，王洁身上的白斑越来

越多，周围的人也带着异样的眼光在看她。最

终，她辞去了工作回到老家，病情扩散，先后

用过土方、偏方治疗都没有效果，还因为治病

欠下不少债务。

有一天，王洁偶然发现丈夫的手机里有

许多暧昧的短信。面对她的询问，丈夫直接

翻脸， 甚至骂患上白癜风的王洁是 “丑八

怪”。伤心欲绝的王洁和丈夫离了婚。此后，

王洁寄住娘家，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她选择

了再次外出打工， 但是每到一个厂的招工

处，招工的人只要看见她走近，就像碰见瘟

神一样退避不及。

为了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王洁一边在

村里种柑橘维持生计，一边到医院进行治疗。

为治病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的王洁， 看到了

报纸上登载的《全省征集50名白癜风患者免

费治疗》的新闻，她来到成都白癜风医学研

究院附属医院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诊断。 成都

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吴占

琴诊断后说：“王洁的白斑属进展期泛发型

白癜风，白斑正在逐渐扩大、增多，需要及时

进行治疗。”

医院救助，

“蓝氧祛白”圆患者健康梦

王洁向吴占琴主任说明了自己的贫困情

况，热情的吴主任现场让她填写了申请书。在

经过资格审查后， 院方决定立即对王洁进行

免费治疗。 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吴占琴介绍说：“对王洁的病情，

首先是调节她的免疫系统， 然后再进行其他

的治疗。 进展期白癜风， 一般都是要从内而

外，先调理,稳定病情后再用其他的方式治疗。

所以必须先用药物调理激活免疫系统， 先让

患者的患病部位有黑色细胞生长的土壤。接

下来的治疗，主要还是使用蓝氧祛白疗法。”

据了解，“蓝氧祛白疗法”是成都白癜风

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率先提出的全方位立体

化综合白癜风治疗方案。 该疗法从分子层面

将多种免疫活性氧有机结合作用于血液，通

过刺激机体内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 达到患

者自身血液与免疫活性氧有序平衡净化，促

进正常细胞新陈代谢、修复黑素细胞、激活酪

氨酸酶活性， 双向改善白斑病灶处与正常皮

肤的微循环， 将处于休眠状态的黑素细胞重

启并促进其自然生长， 从而实现白癜风治疗

与防复。目前，王洁的白癜风正在恢复中，部

分部位的白斑已经完全消失。

免费治疗，

27个名额有待确定

成都白癜风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自7月

在四川省启动“全省征集50名白癜风患者免

费治疗”活动以来，截至目前，该院已经收到

数百名白癜风患者的救助申请， 目前已有包

括王洁在内的23名患者通过资格审查并开始

在医院接受免费治疗。

“全省征集50名白癜风患者免费治疗”

活动面向四川地区贫困患者，或白癜风学子、

留守儿童、特困家庭、孤残青少年儿童等，均

有机会获得免费治疗名额。 白癜风患者只需

持当地相关部门的贫困证明， 通过医院资格

审核后， 便可根据家庭的贫困状况和病情严

重程度享受该院不同程度的救助治疗。 该院

院长刘洪介绍， 对于自愿申请且符合条件的

白癜风患者， 将专门安排人员进行考察和审

核， 最终审批确定免费治疗名单后签署免费

治疗协议， 并对患者治疗过程及治疗结果进

行全程跟踪。

（吴筱颖）

夏日“祛白”行动———

全省持续征集

50名特殊白癜风患者免费治疗

皮肤病 多是累出来的

早起的人更容易撒谎？

患者在成都白癜风

医学研究院附属医院接

受 “四川省慈善总会·博

润白癜风专项基金”医疗

援助

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