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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由于内地不在首

发之列， 自

9

月

19

日全

球多地开卖

iPhone 6

至

今，内地的水货机市场

也跟着经历了过山车般

的动荡。 以

16G

港版

i鄄

Phone 6

为例，上月

19

日

正式开卖后两天， 其水

货 价 格 曾 一 度 超 过

10000

元人民币。 此后，

苹果加大了供货量，以

致黄牛不得不压价出

货， 导致水货

iPhone 6

的价格持续下跌。

15

日，

成都商报记者得到的一

份本地水货商的报价表

显示，

16G

港版

iPhone 6

的零售价已低于

5000

元 ，

16G

港 版

iPhone 6

Plus

零售价已低于

6000

元。 与

9

月下旬相比，价

格已经腰斩。

行货上市后， 水货

价格是否还有较大下降

空间呢？ 本地一位水货

销售商表示， 这还是要

看苹果货源组织是否足

够充足，如果货源较多，

水货价格持续下探毫无

悬念。 加上运营商和虚

拟运营商推出了话费补

贴政策， 行货显然比水

货更有吸引力。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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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牛移动：不绑定套餐、 预存

2000

元送

蜗牛游戏手机

蜗牛移动是国内首个开启iPhone� 6预

订的虚拟运营商， 其iPhone� 6合约计划分

A、B两类，A计划主要为购机送170靓号，用

户预存200元-800元话费即可获赠不同等

级的170靓号；B计划为凡是在蜗牛移动渠

道上购买iPhone6的用户，预存2000元蜗牛

移动游戏点券即可获赠一部蜗牛游戏手

机。在资费体系上，这两个计划均延续了之

前“零月租、无套餐、不清零”的政策。

蜗牛移动iPhone� 6合约A计划适用于

对月租、套餐等绑定消费比较反感的用户；

B计划则更适合于对游戏操作体验要求较

高的手游用户。

■

苏宁互联：买

iPhone 6

享“

985

购物送”

特权礼遇

苏宁互联将苏宁易购985购物送与i-

Phone� 6合约机计划进行结合，用户只要选

择170苏宁互联卡入网，并在苏宁易购预订

购买iPhone� 6，即可享受“985购物送”特

权礼遇， 每月将获赠500M流量和500分钟

通话时间， 累积最多可享受6000M免费流

量以及6000分钟免费通话。

■

迪信通：

iPhone 6

合约套餐

79

元

-199

元

迪信通针对iPhone� 6推出了“超级合

约套餐”， 该套餐档位从79元至199元不

等， 合约期为12个月、18个月和24个月，每

档套餐均不限制语音通话时长， 国内可以

无限拨打。另外，迪信通目前还针对iPhone�

6推出 “无限免费续杯”(半年内通话免

费)、无需机卡比对(SIM卡放置到任何手机

中均不影响话费反赠)、可分期付款以及不

限购买数量等承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迪

信通半年内免通信费以及支持分期付款的

承诺还是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虚拟运营商并没有要求用户机卡绑

定，在合约没到期之前，用户仍可将手机与

套餐号码分离，自由度更高，这或许是部分

用户转投虚拟运营商的最大理由。

今天行货iPhone� 6发售

货多不加价 何苦排队去疯抢

今天，“果粉” 翘首企盼 i-

Phone� 6和6� Plus行货正式发

售。你可在苹果授权专卖店、运营

商营业厅以及电商平台等处购

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虚拟运

营商也成为iPhone� 6和6� Plus

的销售渠道， 因此你在第一时间

购买到最新一代苹果iPhone的

机会要高于往年。 除社会开放渠

道销售裸机以外，传统运营商、虚

拟运营商等还推出了不同的优惠

促销政策，为此，成都商报记者特

别为你收集整理了不同渠道合约

机的相关补贴政策。

最近几年， 每年9-10月苦等最新

一代苹果iPhone上市、接着还要忍受漫

长的等货甚至加价提机，几乎成了内地

“果粉”们共同的遭遇。即将于今天的

上市的行货iPhone� 6，将让大部分“果

粉”们长舒一口气。消息人士称，今年

苹果公司加大了产能和备货，因此往年

出现的一机难求现象估计会大幅缓解。

今年iPhone� 6的销售渠道也远多

于往年。除了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

营商的传统预订平台，今年电商平台、

虚拟运营商渠道的加入，成为“果粉”

们的福音。以电商平台为例，苹果中国

官网、 苹果天猫官方旗舰店、 京东商

城、1号店等全部开放全款预购通道。

不仅如此， 虚拟运营商今年也开始积

极加入，苏宁互联、蜗牛移动、迪信通

等在内的虚拟运营商， 均推出各有特

色的合约套餐。

货源较充足

销售渠道也远多于往年

■

中国移动：推两种版本

据了解， 中国移动此次销售的iPhone�

6/6� Plus比较特殊，会有“公开版”和“定制

版”两种，其中定制版附赠话费，但有网络限

制， 无法使用电信和联通的3G� /4G网络；公

开版则为裸机销售。四川移动相关人士表示，

定制版iPhone� 6（16G）售价为5288元/台起，

iPhone� 6� Plus（16G）售价为6088元/台起。四

川移动用户（不含IP/座机/纯流量类资费客

户）， 在四川移动指定预约渠道按要求登记

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姓名信息，并在2014

年10月31日24时前，成功办理购买预约终端，

即可在当时促销活动优惠政策基础上从次月

起获赠8G流量，分两个月每月赠送4个G省内

流量，包含2/3/4G,未使用完不结转次月。

■

中国联通：合约价最低

5499

元

中国联通官方宣布在全国网上营业厅

及各地实体渠道开启“双4G、双百兆、全兼

容”版iPhone� 6和iPhone� 6� Plus预约。以i-

Phone� 6为例，16G、64G、128G机型合约价

分别为5499元、6299元、7099元。 其中最低

门槛iPhone� 6� 16G版本的套餐为76元联通

4G套餐，可享受最低900元的话费赠送，即

5499元中包含购机款4599元、预存话费900

元。 该型号最高可实现5499元购买包含

2199元购机款、3300元话费的限度。

■

中国电信：提供

0

元购机方案

据了解， 中国电信版iPhone� 6，16G、

64G、128G机型合约价分别为5288元、6088

元和6888元。 其提供的0元购机方案则为

“两年期399元套餐0元购机”方案和“三

年期299元0元购机”方案。

传统运营商 套餐优惠各有不同

虚拟运营商 价格优势较为明显

水货iPhone� 6

价格被腰斩

iPhone 6

和

6 Plus

全球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