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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被业年被业
界看作是界看作是55GG商用商用
化的开端之年化的开端之年，，年年
初国家发改委等初国家发改委等
十部门联合印发十部门联合印发
文件提出加快推文件提出加快推
出出55GG商用牌照商用牌照。。
而而20192019年又是资年又是资
费下降的关键一费下降的关键一
年年，，33月月55日的两日的两
会政府工作报告会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中提出，，20192019年年
中小企业宽带平中小企业宽带平
均资费要再降低均资费要再降低
1515%%，，移动网络流移动网络流
量平均资费再降量平均资费再降
低低2020%%以上……以上……

315315前夕前夕，，随随
着消费者对服务着消费者对服务、、
品质需求的不断品质需求的不断
提升提升，，网络通信领网络通信领
域三巨头开始不域三巨头开始不
断加速各自产品断加速各自产品
的竞争优势的竞争优势，，围绕围绕
网速提升网速提升、、资费降资费降
低两个关键环节低两个关键环节
展开了服务战展开了服务战，，而而
四川成都作为西四川成都作为西
南重镇南重镇，，也正成为也正成为
运营商们重要的运营商们重要的
角力点角力点。。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
今年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要再降低
15%，而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
20%以上。

据悉，这是自2017年以来，提速降
费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业内
专家指出，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提速降
费目标更为精准，运营商应取全方位措
施提升用户体验。

根据最新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
移动已推出七项降费举措：1、全面取消流
量“漫游”费。2018年7月起，全面取消国内
流量“漫游费”，即取消流量本地、全国差
别、统一为全国流量；2、推出大流量资费
体系，推广“任我用”、“移动王卡”等大流
量资费；3、推出合作内容丰富、权益更多
的定向流量资费和假日包等灵活周期产
品；4、针对流量标准资费客户全面推广

“流量安心服务”，减少客户流量超套餐费
用支出；5、持续下调流量国际漫游费用，
实现国际漫游流量大包多天资费的覆盖
率达到90%以上；6、家庭宽带全面提速：
开展家庭宽带“提速攻坚”活动，实现百兆
营宽带占比50%及以上、单位带宽单价下
降30%的目标；7、进一步下调专线价格：
再次下调互联网专线标准资费、简化小
微宽带产品，集中打造百兆宽带商务版，
推动企业实际接入成本降低15%。

而在5G技术提升领域，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赵大春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
到，目前我国5G第三阶段测试基本完
成，中国移动已启动全球规模最大的5G
规模试验网建设，联合产业伙伴加速5G
端到端成熟和规模应用。在四川，中国移
动已在成都、绵阳、乐山等市州开通5G
试验站点，联合设备制造商开展4/5G协
同组网和5G立体组网创新课题研究，共
计开通140多个5G基站，实现商业区、
CBD区域、交通枢纽、地铁沿线、旅游景
区等场景的5G网络覆盖，下行速率高达
2.5Gbps，并实现了VR/AR视频、4K高清
视频、5G无人机等业务应用。

315前夕三大运营商服务战升级
抢抢55GG提速提速 拼流量降费拼流量降费 打造匠心网络打造匠心网络

据悉，近日四川联通“匠心·沃
服务”服务品牌2019年再次进行升
级，四川联通方面表示，将秉持“客
户为本”的服务理念，紧跟互联网化
转型脚步，响应国家提速降费的号
召，不断丰富“百倍用心 10分满意”

服务口号的内涵。
2019年是5G元年，高速低时延

的优质网络，将逐步改变生活方式。
在四川，元宵佳节期间，四川联通用
5G技术对现场直播“花开高塔·最美
成都”烟花视觉盛宴，将绚烂壮观的
烟花带给无法到现场观看的人们，
让客户感同身临其境。

而在北京全国两会新闻中心，联
通5G信号则实现全面覆盖，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首次实现5G+4K+VR直
播，手机客户端720度实时收看两会
盛况火爆朋友圈，而5G融媒体车队
更是保障超高清视频的实时传输。

联通方面告诉记者，2019年四
川联通将坚持高质量的网络建设发
展之路，高起点规划和建设以5G为
重点的未来新网络，打造“高速率、
低时延、万物互联”的匠心网络。而
在创新产品上，则发挥混改优势，让
产品真正贴合用户需求。

可以看到的是，近两年随着消费
者对流量需求的不断扩大，四川联通
与多家互联网公司合作，提供热点应
用的免流服务，如腾讯王卡，客户使
用腾讯旗下100多款应用均享受免流
服务；阿里宝卡，使用阿里系应用和
抖音免流。推出的上百款互联网合作
产品，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而根据中国联通发布的2018年
首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显示，2018年

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利润
总额预计约105.46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约9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预计约34.7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约164.5%。面对亮眼的成
绩，有业内人士表示，联通之所以能
完成高速增长，还要感谢和互联网公
司合作的新业务，如定向免流卡。

在便捷服务和亲情服务方面，
四川联通则全面升级了异地服务，
提供亲情付、沃号码、异地补卡三项
异地服务，“亲情付”可以把家人所
有的话费由一人搞定，特别是让父
母省心，即使在不同的地区，也可以
保证全家不停机。“沃号码”可以多
号跨省一键查询，轻松了解自己和
对方的通信使用情况，统一管理，统
一办理业务。“异地补卡”让四处奔
波的人们，不必再因为出门在外需
要换、补卡而手足无措，不必专门回
当地，就近选择营业厅即可办理。

据了解，每年开展的“乒乓在
沃”、每月的“18会员日”等俱乐部
活动还为众多爱好客户搭建起线上
线下的沟通交流桥梁。值得关注的
是，精准扶贫上，中国联通还与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中国联通
积分助学计划”公益项目，四川联通
与四川省教育基金会合作，围绕青
少年成长各年龄阶段，还开展了多
样化公益捐助活动。

同样针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
别提出的提速降费问题，中国电信方
面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国家2019年
网络提速降费的有关要求，让用户切
实感受到网速更快更稳定，使降费实
实在在，享受到更多用得上、用得起、
用得好的智能信息服务。

而在2月14日，根据中国电信发布
2018年下半年服务质量公告显示，中
国电信加快网络建设，提升供给能力，
提速降费成果明显。通过取消流量漫
游费、推出全国大流量手机套餐等优
惠套餐，套内流量资费降幅超过30%，
套外流量资费降幅达90%，大幅下调
了60个方向国际漫游流量业务资费。
2018年平均单位带宽价格下降30%，
面向中小企业的商务专线产品资费降
幅超过50%，中小企业申请云主机提
供六折优惠。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电信在四川地
区的5G布局，2018年12月，中国电信
就在四川发力，在成都二环高架上正
式开通全国首条5G精品环线，据介
绍，中国电信在成都建成全国首个特
大型全光网城市、全国首个千兆省会
城市和建成新一代精品智能网的基础
上，开通了全省首个5G基站、成立了
全国首个运营商级5G开放实验室、建
成了西南首个基于国际标准的多基站
5G实验网。而在2019年1月，中国电信
四川公司与四川广播电视台合作，成
功实现“5G+融媒体”直播。

此后，四川电信还联合四川广播
电视台、成都东站，通过“5G+融媒体”
传播，实现了全国首次5G直播春运。
而成都东站作为中西部最大的铁路客
运站之一，2019年春运期间，每日开行
动车200对，高峰期单日客流将突破20
万人次，成为西南最繁忙火车站。中国
电信也携手成都东站和华为公司，将
成都火车东站建成全国首个5G车站，
实现了5G网络的良好覆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程

七大降费措施
在川已开通超140座5G基站

中国移动中国移动AA

拓展便捷、亲情服务
品牌服务再升级

中国联通中国联通BB

全面发力
深挖成都5G+应用场景

中国电信中国电信CC

一次误发
98岁“吃货奶奶”成网红

“奶奶，你以后不要喝可乐了”“奶
奶，你又在吃啥子喃”……

去年8月，一个抖音视频里的老奶
奶开始出现在网络空间，这个婆婆被孙
女蔡女士称作“吃货奶奶”。3月4日，红
星新闻记者采访报道了视频中的喊奶
奶的蔡女士。

“第一条视频是我拍了存在手机里
的，不小心传到了抖音。”蔡女士回忆道。
她是视频的拍摄者，也是视频里奶奶的孙
女。视频里她劝奶奶少喝可乐，喝一点红
酒，这也是奶奶第一次被她拍进抖音。视
频发布后被推送，很快就点赞过万了。

以心态年轻、爱笑爱吃的成都蔡女士
家奶奶的抖音账号粉丝不断增多。而最近
一次发布的视频，在不到24小时时间内，
获得了55.2W的点赞，而这一数据还在增
长中。截至记者发稿，抖音平台“吃货奶奶
九十八”话题已有超20340万网友看过，而
账号粉丝已接近60万，最新的“蒜苗味儿
蛋糕”视频发布后，增粉就达十多万。

旧冰箱串味
“蒜苗味儿的蛋糕”网友争论不小

3月11日，吃货奶奶最新发的一条
“蒜苗味儿的蛋糕”视频，其中“蒜苗味
儿的蛋糕”、“蒜苗味儿的苹果”让网友
捧腹大笑。

“奶奶，你冰箱是哪一年的？咋冰箱里
的蛋糕不是蒜苗味就是青椒味。”视频中吃

货奶奶孙子的话引来孙女大笑。
“我的冰箱好得很，闻不到闻不

到。”听说孙子要帮自己换掉用了多年
的老冰箱，吃货奶奶干脆耍了个小脾
气，装做听不到。“没听说过冰箱要换
的。”视频结尾奶奶这样说道。

网友们在祝福奶奶长寿，保持好心
情的评论的同时，还有网友直接向孙子
和孙女喊话，快奶奶把冰箱直接换掉。

“明天我就要见到你买冰箱给奶奶。”网
友“Delia”这样说。

也有网友出来比家中冰箱的年龄，
“真的我家的冰箱我幼儿园中班买的，
我现在22岁了，还是好的，就是有点串
味。”网友“已重置”说。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每年清
理一次冰箱内部，再老都不用换。”网友

“biubiu弓长小兑”却又不同的看法，她
认为保持一定的清洁，冰箱过年限也不
存在换新冰箱的问题。

换不换
家电专业清理师傅怎么说

针对网友们对老旧家电的争论焦
点，记者专门采访到了常年奔波在成
都一线的苏宁一线售后清理师傅邹
祥先生。

究竟冰箱过了年限需不需要更换，
又有哪些危害呢？

“我清理过的很多户业主家冰箱年
龄都不小了，超龄冰箱实际上还是有一
定安全隐患的。”邹祥告诉记者，他接触
过的超龄冰箱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声

音大、机身晃动、耗电量快速增加。
“不要小看这个耗电，和其他大家

电不一样，这个是一天24小时在运转。”
邹祥说，很多家庭看着老旧冰箱外表完
好，抱着节俭持家的态度就不打算更
换，其实一年算下来，电费花销就在增
大了。

“更重要的是有可能带来触电风
险”。邹祥进一步解释，一般电冰箱的安
全使用年限就是10年左右，超出这个年
限，不仅很多冰箱制冷效果下降，影响
保鲜效果，更重要的是机身绝缘功能也
在下降，带来触电风险。

除了邹祥师傅，从事了6年苏宁易
购电器运营管理工作的任启洪也告诉
记者，根据他多年的实际观察来看，其
实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并不会因为家电
彻底用坏了才会换新的。比如在苏宁每
年都会推出一些以旧换新的促销，加之
消费者的消费意识不断升级，这几年像
参加全民焕新节这样的顾客人数正在
逐步增加。

“平均每年有超万名顾客参与了我们
的以旧换新，今年的以旧换新计划将近新
一步深入老旧社区和村镇市场。”任启洪认
为随着家电产品功能的更新迭代和智能的
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顾客对于新产品、新
功能有强烈的需求，导致越来越多的旧家
电需要进行处理，也就造就了收旧市场的
发展，同时平台全面焕新节活动正好给顾
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不仅可以对旧
机进行处理，还可以获得新机的补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杨程

吃货奶奶带火“蒜苗味”蛋糕
网友笑称：老冰箱该换得了

3月8日的超级拼购日，苏宁
大胆喊话“女神，我养你一生的水
果”。而消费者发现，苏宁拼购的
9.9就能买到5个鸭嘴猕猴桃，9.8
元就能买到3斤四川塔罗科血橙。
不少人感慨，苏宁拼购真是够“拼
命”的。

其实，超级拼购日是今年苏宁
“315全民焕新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宁易购集团总裁侯恩龙一句“包
下山河湖海鲜活扑面而来”带来了
一场电商的拼购狂欢。据悉，苏宁的

“包山包湖包海”战略计划于3月份
落地20个“拼基地”，加快生鲜布
局，完成生鲜供应链第一阶段建
设。与此同时，苏宁启动十余天的
苏宁全民焕新节，打造出了属于上
半年的双11购物狂欢，优惠红包、
满减、新品首发、品质售后服务齐
上阵，让国内消费市场朝气蓬勃。

在这场堪称上半年最盛大电
商购物节的活动中，苏宁易购10亿
资金的“补贴焕新”让广大剁手党
心动不已，而苏宁易购上的各大会
场的优惠活动也是层出不穷，新品
陆续上架，爆品持续低价，时尚百
货和快消两大类别的产品也是争
奇斗艳，各种网红单品蜂拥而至，
不停撩拨着消费者的“剁手”之心。

说到苏宁的时尚百货和快
消，这两大集团都是2019年初被
苏宁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与
家电集团、消费电子集团、苏宁国
际集团并列为苏宁五大商品集
团。而两大集团的老总在全民焕
新节的发布会上也是“互掐”了起
来，纷纷号称要成为苏宁在家电

3C之外的第二大王牌。
为了助力消费者全面焕新，

三好电商苏宁将围绕产品上新、
以旧换新、服务用心上线“三新计
划”。“购物千万条，焕新第一条。”
三新计划的第一步，就是产品上
新--“超新星计划”，围绕用户购
物链路，提供全场景、全周期上新
解决方案，旨在让每一款新品都
能成为爆款，让新品不再“流浪”。

2009年5月，家电以旧换新政
策落地。到今年5月，正好是10年。
10年刚好是产品老化的年限，到
了产品更新换代的时候，再加上
10年间新技术新产品迭代涌现，
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持续高攀，
以旧换新市场有望迎来新爆点。

苏宁提出的苏宁补贴、回收
企业补贴、金融分期补贴这三项
补贴政策，全年补贴高达10亿，看
来苏宁是要把以旧换新做成真正
有自身特色的营销产品。

对有意向以旧换新的用户，
实行先补贴再回收，免除后顾之
忧。这种先补贴的政策，在业内属
首创，不仅能够在行业中打出“苏
宁标签”，推高行业操作水准，对
消费者来说，也是真正的大好事。

这次苏宁的“服务用心”计
划，在原本30365的基础上，又带
来了新升级。货到24小时承诺安
装、热水器安装200元封顶、自营
家装零安装费，还首创了空调安
装记录仪，确保全程透明服务，
用来消灭安装过程中的“乱收
费、乱承诺”等服务怪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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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三月购物堪比双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