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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8 月

中旬以来， 三大运营商 5G 手机全线

开卖。 开卖一周后，现在销售得如何？

据信息时报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了解

到，目前 5G 手机在天猫、京东、苏宁

易购等电商平台仍处于“被秒光”的状

态。 此外，在运营商渠道状况也类似。

但据信息时报记者了解， 随着本周包

括三星、vivo 等更多品牌开始发布 5G

手机，5G 终端缺货问题将得到舒缓。

线上线下 5G手机普遍缺货

据信息时报记者了解， 在多个电

商平台，5G 手机均处于“秒光” 的状

态。

在以卖 3C 产品而知名的京东，

在京东手机 App 的华为官方旗舰店，

记者看见华为 HUAWEI Mate20 X

(5G) 下面写着“所选地区暂时无货，

非常抱歉”。 同样，在天猫华为官方旗

舰店，记者看见“每日上午 10:08 分限

量开抢” 字样。 天猫方面一位负责人

向记者表示，目前 5G 手机数量很少，

几乎都是秒光。 在苏宁易购上该款华

为手机也处于抢购预约状态， 抢购预

约的用户数量为 5838 人。

华为 5G 手机缺货的情况在运营

商渠道也类似。 一位中国移动相关人

士直接用“缺货”来形容目前 5G 手机

的销售情况。 而本地中国联通一位负

责人则向记者表示， 营业厅的首批货

源已经卖光，目前紧急补了少量的货。

据分期乐方面数据，近两周来，分

期乐商城的“5G 手机”搜索和预约总

量已突破 10 万人次，创下该商城手机

新品预约量新高。

更多品牌推出 5G手机

在部分品牌 5G 手机处于严重缺

货的同时， 更多手机厂商发布了 5G

手 机 。 8 月 21 日 ， 三 星 Galaxy

Note10+ 5G 成为三星在中国市场推

出的第一款 5G 手机。 昨天，vivo 旗下

品牌 iQOO 发布首款商用 5G 手机：

iQOO Pro。 同时，中国移动自主品牌

的 5G 手机“先行者 X1”也在天猫首

发预售。

此外，据记者了解，伴随着 5G 启

动， 近期已有多个手机品牌开始大幅

下调 4G 手机售价，降幅在 10%左右，

个别的甚至超过 30%。号称“最保值手

机”的 iPhone，也没能扛住 5G 来袭的

压力， 在各大销售平台的苹果官方旗

舰店里，iPhone XS Max 系列旗舰机

已经普遍降价超 2000 元，在分期乐商

城 815 活动里， 该手机还会再降 600

元。

不过尽管 4G 手机降价卖， 但有

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 5G 成熟仍需时

间，国际大品牌显然并未完全放弃 4G

新品的发布。 三星在发布 Galaxy

Note10 5G 版的同时也在发布 4G 版

的 Galaxy Note 10。 分析师则普遍预

测， 苹果的 5G 手机最快也要等到明

年 9 月，下个月将要推出的 2019 年 i－

Phone 新品仍然是 4G 版。

开卖一周 5G手机一直“缺货”

更多新5G手机陆续发布，或可缓解“秒杀”局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

交集宣 粤通卡）

记者昨日从广东联合电子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粤通卡营运单位，以下

简称“联合电服”）

获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广东省分行开通线上办理 ETC 渠道，免费

申办安装粤通卡。

据了解， 目前粤通卡线上办理主要有

三大途径：联合电服公司官方渠道

（“粤通

卡

ETC

”微信小程序 、

APP

、公众号 ）

；合作

银行的小程序或 APP，包括：工行、农行、中

行、建行、交行、招行、广东农信；合作银行

ETC 办理专属二维码，包括：邮储、工行、农

行、中行。 此外，车主也可前往联合电服公

司在全省各地级市开设的自营网点、 城区

集中安装点、 高速公路收费站或服务区安

装网点， 以及与银行合作开设的线下网点

办理。 接下来，联合电服将联合银联、银行

等单位，在银联“云闪付”APP、“粤省事”微

信小程序开通 ETC 业务。

有分析人士认为， 考虑到5G网络

目前的使用体验， 国际大品牌在推出

5G手机的同时也推4G手机新品， 显然

是合理的选择。

比如，根据广东移动总经理魏明表

示， 该公司正全力加快推进5G网络建

设，在全省21个地市均已开通5G基站，

明年将实现全省县以上核心城区5G网

络的连续覆盖。据记者从广州移动了解

到，截至今年6月，省市重点政务办公场

所、南沙大桥、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珠江

新城、大学城等一大批重点区域已完成

移动5G网络覆盖， 年内将建成4500座

5G基站。

不过，尽管运营商在加速建网，5G

手机终端被秒抢的同时， 要体验5G网

络的方便，目前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有

了解5G网络建设情况的人士向记者表

示，由于5G基站非常耗电，因此在没有

人使用的区域， 运营商为了节省成本，

不得不暂时将5G基站断电。 因此5G网

络往往只有在部分区域才有信号。

免费申办ETC渠道多

据新华社电

工信部22日就社会

反映的4G网速变慢问题约谈三家基础

运营商。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

库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工信部将指导运

营商积极开展网络扩容升级，加大监管

力度，继续做好4G网络维护和改造。

闻库说，工信部指导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搭建了覆盖全国的监测平台，通

过技术手段监测4G网络速率。 监测显

示， 近年来全国4G平均下载速率持续

提升，2019年7月达到23.78Mbps， 整体

上未出现速率明显下降的情况。

针对有人提出的“发展5G网络会

带来4G降速”的问题，闻库说，工信部

从未要求，也不会要求运营企业降低或

限制速率， 也不存在建了5G就拆除4G

或限制4G速率，4G网络会和5G网络长

时间并存。

“我们将通过技术改造等多种方式

提高网络容量，持续推进网络体验速率

改善。 ”闻库说，工信部将利用5G高速

率大带宽特性疏导4G网络流量， 同时

继续做好4G网络维护和改造， 加大监

管力度，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边 通讯员

岳才轩）

今年以来，中央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广东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政策，按照中央授

权允许上浮的最高标准“顶格”减免

各项税费， 用足用好各项政策空间，

最大限度让利于企业， 减负效果明

显。

上半年，全省累计实现减税降费

1727.8 亿元， 超过全年测算数

（

2681

亿元 ）

的 64%，其中，减税 1509.4 亿

元；减轻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收费 136.9 亿元；降低社保费

率减轻企业缴费 81.5 亿元。

这次减税降费涉及面广、力度之

大，前所未有，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

实施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和小微企

业普惠性减税政策等多种方式，多维

度释放减税降费红利，稳定了市场预

期、减轻了企业负担，对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

作用。

从行业看，实体经济和生产性服

务业获益最大。制造业、批发零售业、

建筑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等四大行

业新增减税额占总新增减税额近八

成，为实体经济企业研发和技术改造

提供了资金和动力。

从企业类型看，民营企业和小微

企业获益明显。 据统计，全省民营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新增减税额占总新

增减税额逾 3/4；民营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小微企业普惠政策新增减税额

占比高达 88.5%；民营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因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

准和降低增值税税率新增减税额占

比达 68.5%。

据省统计部门数据反映， 上半

年，广东消费品市场增速回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7.7%， 增幅比

一季度提高 0.8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

投资保持平稳， 同比增长 10.5%；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其中，民营工业增长率最高，同

比增长 7.5%。

“顶格”减免税费，上半年全省减税降费1727.8亿元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获益明显

部分区域才有 5G网络暂难连续覆盖

5G手机售价

4G网速变慢？ 工信部就此约谈三家运营商

无限速 4G将与5G长期并存

中兴 Axon�10�Pro（5G）：5799元起

华为 Mate�20�X（5G）：6288元起

先行者 X1：4988元起

Galaxy�Note10+（5G）：7999元起

vivo�iQOO�Pro（5G）：3798元起

部分手机品牌推出

5G

手机。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