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牛价”2.8万

网友称两个肾都不够

iPhone6还未发布，就

已经在一些地区遭遇暴

炒。据法制晚报报道，北京

一家电子产品卖场经理刘

先生称， 自家很快就会有

“美版水货”和“香港行

货”两种iPhone6出售，由

于美版不支持全国联保，

因此他推荐购买港版行

货，售价1.6万元。还有卖

家开出了2.8万元的高价。

不少网友表示，“两

个肾都不够用”“iPhone6

要上市， 特意分享人体器

官价位表”， 足以见得苹

果新品的昂贵。

快贷投资专栏

快贷———帮您快速贷款

贷款利息低至5厘

民间借贷常遭遇融资难、融资贵、融

资慢。成都快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快贷投资）依靠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和团队执行能力， 能实现30分钟内从45

家合作银行中为客户匹配最合适的融资

方式，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厘，最快一天

放款。 读者可前往位于成都金牛区西安

中路47号的快贷中心， 也可拨打热线

66623666咨询。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厘，放款快

在快贷中心， 笔者看到多名客户正

在听该公司业务主管杨琳讲解最新的银

行政策。据了解，合作银行专门为快贷中

心配备了放款额度，能保证顺利放款。同

时， 快贷中心还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

率20%、最低至5厘的贷款利息，品种有

随借随还、5年先息后本、 住宅可放大

150%、商铺可放大100%。在实际业务中，

个别客户因为征信、抵押物等问题，在银

行不能正常贷款， 快贷中心会根据客户

的实际情况， 在4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

最佳的贷款方案， 最高可以贷到150%，

不足部分可通过办理大额信用卡等方式

解决。

贷款品种多样，最快当天到账

需要资金的人如果有按揭房、车，在

快贷中心当天就能拿到钱。 并且最高额

度可达200万元， 不需要做任何抵押。据

介绍，快贷中心也可提供短期应急贷款，

有速度快、额度高、方式灵活等特点，最

快半小时放款， 额度最多可达评估价的

100%。

按揭房、按揭车也能贷，手续简单

快贷中心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

说，按揭房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购房

合同证明和稳定工作的凭证， 就可享

受由快贷中心提供的专业团队担保服

务，3天就能拿到贷款。 在快贷中心大

厅，笔者遇到了做杂货生意的周先生，

他希望扩大门店， 但不知如何解决启

动资金。通过朋友介绍，周先生打通快

贷VIP热线：028-66623666，当天下午就

凭借按揭车手续贷了30万元。 通过实

地调查周先生的门店，快贷中心又追加

了30万元贷款。

（文

/

张蒙）

果粉们的钱袋准备好了吗？

iPhone6今晨发布

大屏路上跨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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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向着一个方向， 等待着库克

像当年的乔布斯一样 ， 傲骄地带着

i鄄

Phone6

横空出世时， 我们还保持正常语

速且毫无热度地试图探究

iPhone6

值不值

这个价，这在果粉眼里一定要遭雷劈的。

我所说的值不值这个“价”，不是目

前各路信息透露的

5000

，

6000

，

7000

多元

的可能官方售价， 而是未上市先遭爆炒

最高至

2.8

万元的黄牛价，是网友惊呼“就

算卖肾也不一定能买到”的疯狂追捧。

可是，拥有了又怎样呢？苹果公司的

销售， 似乎从乔布斯开始就已经违背了

正常的经济规律。 在未公布任何产品参

数和详情之时，运营商们就获准展开“饥

饿营销”接受预订，这种营销手段从一开

始就缺乏对消费者起码的尊重。

事实证明， 苹果也并非没有让人失

望。天线门，掉漆门，漏光门等问题，使苹

果的诟病和美誉相伴而生。 你拿到手里

的苹果，并不一定完美如你想象。但奇怪

的是， 人们依然疯狂地助长着苹果公司

的霸道和不敬，这真是一个时代的暗讽。

看来， 苹果一定是满足了人们在手

机正常功能外的其他精神需求。 有励志

的粉丝就曾愤而发问：“我们不是虚荣不

是炫耀，

iPhone

不仅仅是一部手机，在我

们心中它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伟大的

乔帮主留给苹果最大的遗产， 就在于他

将自己和苹果产品都做成了一种高尚的

文化。但，这并不能掩饰他们用苹果在全

球赚取高额利润的商人本色。 这些试图

掏空腰包向“文化”致敬的粉丝们，显然

还误会了文化的传播方式， 与其拿在手

里，不如种在心里。买一个苹果产品，远

不如雷军的小米甚至罗永浩的锤子，更

具有向前辈致敬的价值和意义。

至于苹果的“时尚潮流”代言身份就

更显可疑了。我曾斥“巨资”

5000

多元人

民币， 买了一款美版

64G

的

iPad1

送给老

公；作为生日礼物，老公也曾送给我一部

iPhone4

。显然，我们都高估了苹果作为一

个电子产品之外的价值 。

iPad1

迅速被

i鄄

Pad2

踢进了历史， 以至于我每每看到尘

封的它，就会念叨老公对我的“薄情”，虽

然它确实很慢。 而每当我在公交车和地

铁上掏出

iPhone4

时， 满车和我一样挥汗

如雨的人都会以同样的动作和款式提醒

我，这不过是一个毫无优越感的街机。

至于苹果的性价比， 我不敢擅加评

论，因为我几乎不使用多余的功能。但无

论把手机包装或制造成什么样子， 它也

就只是一个平常的消费品。 而当我们的

视野脱离苹果的“桎梏”，便会发现机外

有机，各有所能，没必要一条路走到黑。

iPhone6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屏幕尺寸的

增大，基本确定了4.7英寸与5.5英寸两种规格

的存在。而此前的大部分时候，苹果公司都坚

信3.5英寸才是智能手机的完美尺寸。那么，为

何苹果选择不再“做自己”转而跟风巨屏？手

机真是越大越好吗？

过去7年 手机屏幕尺寸近乎翻番

以往在苹果时代的大部分时候， 苹果公

司都坚信3.5英寸才是智能手机的完美尺寸。

这样的尺寸才能让用户一只手就握住， 而单

用一个大拇指就可以触摸到屏幕的每个角

落。但种种迹象表明，正是随着安卓平台不断

推动着设备屏幕尺寸越来越大， 而苹果对此

也无法视而不见。 从2012年推出4英寸的i-

Phone5开始，苹果就像其他的手机厂商一样，

开始标榜，大的才是好的。

数据显示，相较于2007年的智能手机，现

在的智能手机的屏幕增大了近乎一番。2007

年智能手机屏幕的平均尺寸为2.59英寸，当时

苹果发布的第一代iPhone为3.5英寸， 可算是

很大了。 到2014年这一平均尺寸已达4.86英

寸。仅仅7年，智能手机的屏幕尺寸便翻了近

乎一番，准确来讲是增加了88%。

研究人员称大屏或引发肌肉损伤

此前iPhone5的设计中扩大了屏幕的尺

寸，而缩小边框的范围，这样屏幕的实际尺寸

就扩大了，手机只是变得更长了，而不是更宽

了， 而大部分能在iPhone4和iPhone4S上完成

的操作，都可以同样完成，只有浏览到了顶端

的时候需要一些特殊处理。 根据2013年的一

份调查报告显示，59%的用户是用一只手操作

手机的，因此这种设计是符合使用习惯的。

而且除了用户体验之外， 大尺寸的手机

从人体工学的角度来说，也不合适，有研究人

员称，手指长期保持压力状态，会让操作精度

受到影响，最佳的尺寸其实是2.5英寸，超过太

多的话，还会引起肌肉损伤。

另外，小尺寸的手机还方便携带，超过4.5

英寸的手机一般的牛仔裤裤兜就不太好放

了。 当地时间9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也罕见地以漫画的方式“吐槽”了

即将发布的“大苹果”：“快6英寸的手机我能

放进裤子口袋吗？”

跟风为了巩固美国以外的市场？

那么， 苹果公司为何要出一款大尺寸手

机呢？分析认为，原因其实在美国之外。在美

国本土，很多人习惯使用多个移动设备，如手

机、平板电脑等。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用户希望用一只手机完全答复邮件，看电影，

读书等。这种习惯对手机设计产生了影响。今

年第一季度，全球出产的手机中有1/3尺寸超

过5英寸。

不过，也有许多网友的“吐槽”大屏手

机。网友阿兰表示，“我们已经有iPad了，还拿

那么大的手机来干嘛？ 或许苹果公司应该专

注于真正有改进上，而不是手机尺寸。苹果完

全令人失望。 他们正在退步。”“我只需要一

个信用卡大小的手机，厚度无所谓，这样的大

小用来打电话、 发邮件或者上网完全没问

题。”网友雷克斯评论道。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今日凌晨， 苹果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弗林特剧院举行2014年新品发布会，30年

前， 乔布斯正是在这里发布了首款Mac电脑。

事实上， 在苹果发布会前数小时， 新一代i-

Phone6手机的基本配置已经全面曝光。

7年中苹果发布了8款手机， 每次都掀起

一股热潮。 苹果此次推新是实实在在的更新

换代还是应付之举？昨日，本报记者连线了国

内多位手机评测人士，征求他们的看法。

用惯苹果的测评达人说：

屏幕增大，一定要买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登录中国移动湖南

官网看到，一个iPhone6预订页面透露了即将

发布的iPhone6配置。 预订信息显示，iPhone6

分为4.7和5.5英寸两个版本。 其中，4.7英寸版

有16GB、32GB、64GB、128GB四种配置； 金/

白/黑三色；分辨率1134×750像素（有网友指

出应为1334×750）； 搭配苹果A8四核处理

器；IOS8.0操作系统；8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

210万前置摄像头。

混迹手机圈10多年的孔华， 目前是国内

知名的手机评测人士。 作为一名资深 “果

粉”， 孔华拥有除iPhone5S外的所有苹果手

机。“屏幕小是我去年坚持没买iPhone5S的原

因。”孔华告诉记者，移动时代早已来临，人们

逐渐习惯在手机上网购、写邮件、读电子书，

手机屏幕的大小在使用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孔华说， 目前他对新一代至少4.7英寸屏幕的

iPhone6很期待， 并已通过多种渠道预订。河

北手机评测达人孙蕊也表示， 大屏是她最为

看重的iPhone6卖点，她将选择购买。

用惯安卓的测评达人说：

系统封闭，还是不买

目前， 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基本被苹果

的iOS系统和谷歌的安卓系统瓜分。 俗话说，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重庆手机评测达人尹烨

炫昨日就对记者表示，他一直使用安卓手机，

封闭的iOS系统是他放弃苹果最重要的原因。

尹烨炫说，虽然他不会购买iPhone6，但就

目前曝光的参数而言，他认为iPhone6有一定

进步，例如NFC移动支付功能。不过，就硬件

来说，他认为iPhone6曝光的诸多新配置都不

太显眼，使用体验有待新品上市后评价。

何时能买到iPhone6？

内地是首发地区 将第一时间上市

对于众多内地“果粉”来说，或许最关心

的问题是在内地能通过哪些渠道最快购买到

iPhone6。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根据苹果以往

每年的新品发布惯例， 新品将在发布会后一

周左右上市铺货。自从iPhone5开始，内地成为

苹果全球首发地区，这意味着，一旦iPhone6上

市，内地也将同步上市销售。

中国移动湖南官网的预订信息显示，4.7

英寸版将先于5.5英寸版销售，预计9月19日正

式销售。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三大运营

商、苹果直营店、苏宁、国美等都是推荐的购

买途径。虽然各方对于iPhone6的售价并无明

确确认，但有运营商人士此前向记者表示，4.7

英寸iPhone6的售价将在5288元， 蓝宝石屏幕

5.5英寸iPhone6的售价可能达到7000元以上。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网友吐槽“大苹果”：

近6英寸的手机

能放进我的裤兜吗

iPhone6来了

口袋囧了

苹果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

成都商报评论员 曾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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