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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11线上渠道全系列降价

最大幅度达到20%，预计会引发国内手机价格进一步下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

文）

近段时间在疫情下居家娱

乐和网课刺激下，iPad 和任天

堂游戏机价格上扬， 但另一大

消费电子品牌———智能手机的

价格则备受压力。 清明节期间，

苏宁和京东等电商平台突然宣

布启动 iPhone11 全线降价，最

大幅度达到 20%。 据记者了解，

疫情影响手机市场， 导致国际

品牌的高端产品最受伤， 它们

在国内降价促销， 预计会引发

国内 4G 手机进一步降价。

iPhone11全线降价

记者昨日看到， 与苹果官

网售价相比，京东、淘宝、苏宁

等平台上的 iPhone11， 均有不

同程度的降价措施， 最大幅度

达到 20%。

在苏宁易购，64G 容量 i－

Phone 11 售价 4999 元，比苹果

官网上便宜 500 元；64G 容量

的 iPhone 11 Pro Max 售 价

7499 元， 比苹果官网上便宜

1600 元。 在京东，128G 容量的

iPhone 11 折后价 5499 元，比苹

果官网上便宜 500 元。 记者看

到， 卖得最好的 256G 版从

6799 元降至 6299 元，iPhone11

Pro 手机的 64G、256G、512G 版

均降了 1200 元，iPhone11 Pro

Max 各系列均降了 1600 元。

清明后， 荣耀更发布了一

款“白菜价”的超高性价比 4G

手机荣耀 Play4T， 拥有“6+

128GB 大内存”、“魅眼全视

屏”、“4800 万 AI 摄”、“麒麟

810”、“4800 万高感光夜拍三

摄”、“6.3 英寸 OLED 珍珠屏”，

售价却是令人震惊的 1199 元

起。

如果说只有 4G 制式的 i－

Phone 和荣耀 Play4T 均代表着

4G 手机价格大降，5G 手机的

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今年 2

月 12 日三星推出今年大作 S20

系列。 但让人意外的是，这款新

机仅开售 20 天， 价格就下降

1000 元。 目前在国内第三方电

商平台上， 三星 S20 的价格已

跌至 5999 元。

另外， 华为 Mate20 X 5G

的价 格 下 降 2300 元 ，8GB +

256GB 版本已经由原来的 6199

元跌至 3899 元。5G 版荣耀 V30

上市价格为 3699 元，但市场价

格也可以到 2600 元左右。

受疫情影响出货量大幅下滑

对于手机价格大降， 小米

产业投资部合伙人潘九堂表

示， 欧美疫情影响海外手机市

场， 导致国际品牌的高端产品

最受伤， 另一方面是苹果新品

发布在即。 作为行业的主要标

杆，他们在国内降价促销，可能

会引发国内 4G 手机进一步降

价。

根据 Strategy Analytics 公

布的最新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数

据，2 月份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降至 6180 万部，与去年同期的

9920 万部相比下降了 38% 。

Strategy Analytics 分析师表示，

尽管中国出现初步复苏迹象，

但全球智能手机行业仍将感受

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

因为“许多亚洲工厂无法生产

智能手机， 而数亿客户处于隔

离状态， 无法或不愿光顾零售

店购买新设备”。

在国内， 根据中国信通院

公布的国内手机市场数据显

示， 受疫情影响，2 月份国内手

机出货量大幅下滑 56%， 部分

手机厂商也随之下调了今年的

出货预期。

B站获索尼4亿美元

战略投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4 月

9 日，哔哩哔哩

（以下简称 “

B

站 ”）

宣

布获得索尼 4 亿美元的战略投资。 同

时，双方还将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尤

其是动画和移动游戏领域。 此轮融资

是 B 站自上市以来，继腾讯、阿里后

引入的又一重要战略投资人。

根据协议， 索尼将通过旗下一家

全资子公司以约 4 亿美元的总对价认

购 B 站新发行的 1731 万股 Z 类普通

股，购买价格为每股 23.1071 美元，交

易完成后索尼将通过其子公司持有 B

站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约 4.98%。

据悉，双方在动画、游戏、音乐等

多个领域的业务合作由来已久。 从

2014 年起，B 站与索尼全资子公司 A－

niplex 在动画版权采购方面展开了多

项合作， 并于 2016 年宣布独家代理

Aniplex 旗下移动游戏《命运-冠位指

定》近期，B 站还与索尼音乐达成战略

合作，用户可以在 B 站观看索尼音乐

旗下曲库 MV。

武汉解封

霸屏微博热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4 月

8 日零时，武汉离汉通道解封，与武汉

解封相关的话题持续霸屏微博热搜

榜，成为网友广为关注的话题。截至当

天 14 点，# 好久不见 # 的话题阅读量

超过 31.5 亿， # 武汉解封 # 的话题阅

读量超过 5 亿。

顺丰武汉发起

同心守护公益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4 月

10 日，由顺丰公益基金发起的“同心

守护计划” 公益活动在武汉市江汉区

汉兴街常远里社区正式启动。 顺丰志

愿者化身”社区管家”，为孤寡独居、行

动不便等特殊困境的老人送来包括

米、油、家用消毒液、洗手凝胶、口罩等

生活必需品在内的“关爱包”。未来，这

批顺丰社区管家还将成为老人们的生

活“守护者”，在帮助照料老人日常生

活中，持续传递爱心和正能量。

头部媒体有声化加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

《新

周刊》 杂志上周宣布正式入驻喜马拉

雅。分析人士认为，头部媒体有声化的

加速，将为新闻传播释放更大的势能。

近年来，已有央视新闻、新华社、

人民网、《半月谈》等 5000 多家各类媒

体机构入驻喜马拉雅， 借助移动音频

共享性、多场景、伴随性等特点，以及

大数据、智能推荐等技术手段，及时向

用户传递鲜活资讯。

iPad价格逐步回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从 2

月起受疫情下居家娱乐和在家上网

课影响，国内 iPad 价格一度上涨。 伴

随着全国各省市逐步宣布复课时间

表， 再加上国内疫情基本受控， 从 4

月起 iPad 价格已经逐步回落。

近日天猫一位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此前由于学生上网课、宅家

娱乐等需要，iPad 在经销商体系出现

一波价格小幅上涨，但目前价格已经

回落。

4 月 8 日，日本任天堂公司称，受

疫情影响， 任天堂旗下游戏机 Switch

暂停在日本发货。 返利网提供的全网

数据则显示，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3

月的客单价比 2 月上涨了 71.06%。 有

资深游戏玩家向记者表示，这次涨价

主要是更受欢迎、游戏更多的日版水

货。 而记者在闲鱼上看到，目前日版

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确实处于供货

紧张和价格上涨的状态。

哈啰出行新型共享单车落地广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近日，

哈啰出行宣布第五代共享单车“云行”

首批 300 多辆以新车置换方式落地广

州，并将于 4 月起陆续与更多城市的用

户见面。

据哈啰出行介绍，传统共享单车架

型因整合程度不够高，在运营一段时间

后，常因零部件松动带来“松懈感”。 新

车重点加强模块化设计，车把、挡泥板

等部位高度一体化。 模块化的应用，还

使得该车的维修效率及整车回收利用

率得到提升，长远来看，更是有助于增

效降本。

据了解，“云行”在产品设计上还更

强调女性友好。 跨高更低，及新车采用

链壳罩将动力系统包裹， 因此女性即

使穿裙子也可轻松骑行，并且无需担心

衣物被弄脏。

此外，哈啰出行宣布，其与宁德时

代、蚂蚁金服三方合资成立的福建宁德

智享无限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上市公司

中恒电气 2 亿元投资。中恒电气方面表

示：通过此次投资，将加深与哈啰出行

在智能产品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

字节跳动投入10亿助力中小企业复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4 月

11 日，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巨量引擎

宣布推出第二期“中小企业复苏计划”，

在原计划的基础上，将补贴力度增加至

2 亿元， 助力中小企业更快恢复经营。

据悉， 追加的资源投入将主要以广告

额度补贴的形式发放给中小企业，提

升他们的线上推广能力。

据字节跳动相关负责人表示，复苏

计划一期在 3 月推出后，得到了相关认

可，“随着复工复产陆续展开，中小企业

对于线上经营推广的需求强烈， 为此，

我们决定追加项目投入。 ” 字节跳动方

面估算，字节跳动在国内抗击疫情和复

工复产上已投入超过 1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