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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HERALD
经济导报

5G低价套餐渐行渐近
98元套餐打6折，应用场景有望加速落地

经济导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无论是5G用户还是“5G手

机+4G套餐”用户，都在热盼5G

的应用场景。

大多数用户感觉不到4G套

餐和5G套餐的区别，不管是看

视频，还是刷新闻。5G和4G的

区别，只有在下载大容量的App

和视频时，才有体现。“一分钟

下载一部电影，还是一秒钟下载

一部电影，对我的体验并没有太

大的差别。”刘刚表示。

“从前几代通信技术的发展

来看，产业链各环节的成熟顺序

将依次是：终端、网络、应

用。结合现在的5G时代，目前

也就终端基本成熟，网络逐渐

成熟，至于应用根本没有。”

江林表示。

在他看来，5G要想可持续

发展，就必须找到自己的“杀手

级应用”。只有如此，5G才能

进入市场的自我调节阶段，实现

用营收覆盖成本的良性循环。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推

动5G发展的道路上，应有场景

也在加速落地。

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先接触

到的将是5G消息，这是手机短

信的颠覆性升级，最快将在今年

二季度面市。5G消息集图片、

音频、视频、位置、联系人等功

能于一身，操作便捷智能。例如

带链接的短信，现在需要点击链

接跳转浏览器，5G消息则可直

接打开；查询银行账户信息，可

在5G消息内直接操作，无需下

载银行App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此外，飞机上万米高空可以

看高清直播。中兴通讯联合中国

商飞推出世界首个5G ATG解决

方案，今年有望在京沪、京广、

京蓉、沪蓉等航线应用。

江林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5G+VR/AR有一大波新设备新内

容在路上，普遍特点是穿戴更加

轻便、可与手机即插即用、内容

更具沉浸感，让用户解锁更多新

玩法，深圳的亿境、博乐、海

菁、惠牛等VR/AR新锐均引发

市场关注。

“5G场景落地的同时也将

推动5G的发展，这是一个相辅

相成的工作。”江林表示，“一

旦出现爆款应用，那么5G又会

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最近，很多人都感受到，

运营商的客服比以往更热情

了，他们隔三差五给用户打电

话，推销5G套餐。济南的余先

生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他最近

频频被客服“骚扰”，为此，

他不得不拒接客服电话。

但是，余先生似乎躲不

过，即便不接听客服电话，运

营商还是会以短信的方式送

达。在他看来，目前的4G网络

已能满足他的需要，对5G的需

求并不迫切。另外，5G套餐资

费太贵。

4G时代，三大运营商曾大

打价格战，但是，到了5G时

代，三大运营商的思想空前统

一，即放弃打价格战，确保利

润。目前来看，三家运营商的

5G套餐资费都差不多，经济导

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使

用5G手机的用户并没有更改手

机套餐，仍在使用4G套餐。市

民周晓峰就是其中之一。据经

济导报记者了解，周晓峰早在

去年10月份就更换了一部5G手

机，但仍在使用4G的套餐。

“我现在是5G手机+4G套

餐模式，感觉也挺好的，没

必要升级到5G套餐。”周晓峰

表示，“平常就是刷刷小视频，

看看小说，对于我来说，4G套

餐就能满足日常所需。”

“中国联通几乎每个月都给

我打电话，让我升级到5G套餐，我

一直没同意。”实际上，除了能满

足日常所需外，价格才是阻碍周

晓峰升级5G套餐的主要原因。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目

前周晓峰使用的是99元的冰淇

淋套餐，属于中国联通的集团

大客户，每个月只需要交30元

钱就可以了。“现在5G套餐动

辄100多元，和我30元的不限量

4G套餐相比，还是我现在的合

适。”

◆导报记者 刘刘勇勇 济南报道

随着基站越来越多，5G已

经大步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

连日来，经济导报记者在调查

中发现，目前三大运营商的5G

套餐价格有所松动，部分高价

套餐通过参与活动价格降低，

套餐内的流量也可以适当增

加。

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5G实现SA

商用，未来运营商也会推出低

5G价套餐。

“目前来看，除了套餐费

用高外，没有适合的场景也在

阻碍着5G的发展。随着5G用户

逐渐增多，各种5G应用场景也

会加速落地。而反过来说，随

着5G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也将

推动5G用户大幅增加。”互联

网独立分析师江林表示，“这

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结

果。”

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客服忙于推销5G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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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元可享受98元套餐

经济导报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目前，三大运营商虽然没有

对5G套餐价格进行调整，但对套

餐给出了折扣，同时增加了一些

家庭套餐。

“我刚升级了5G套餐，很合

适。”市民刘刚说，“98元的套

餐，我每个月只要交58元就可以

享受到。”

据刘刚介绍，此前他使用的

是78元的4G套餐，内含6G流量和

1000分钟通话时长。而新换的5G

套餐则是98元的，可以享受20G流

量500分钟通话时长。从表面看，

刘刚升级到5G套餐，费用是增加

了，但实际上，费用反而降低

了。

“因为我这个号码使用的时

间比较长，可以直接优惠20元，

相当于78元，然后还参加了一个

预存话费的活动，每个月返还20

元，相当于每个月我只要交58元

机可以了。”刘刚解释说，“此

外，在套餐内20G流量基础上，

再赠送10G流量，和128元的套餐

相当。”

经济导报记者大体测算了一

下，如果按照98元套餐档计算，

刘刚的套餐相当于打了6折；如果

按照128元的套餐档计算，相当于

4 . 5折。

“针对老客户，我们推出了

不同价位的5G套餐，推荐使用89

元的套餐。”在中国联通一家营

业厅，工作人员这样介绍。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中国

联通还推出了不同价位的家庭套

餐。如交699元办理239元的5G套

热点·广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拟对持有潍坊市海化百货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债权总额合计

人民币1654 . 93万元，其中收购贷款

本金1492 . 95万元，收购利息66 . 19万

元，孳生利息95 . 79万元(收购利息

计算截至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孳

生利息自2020年4月1日计算至2021

年3月20日，之后利息、罚息等依合

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计算。利息计算

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

额可能存在误差，具体依合同约定

和法律规定计算为准)。担保方式为

抵押、保证。债务企业所在地潍坊

滨海经济开发区。

抵押物为潍坊市海化百货有限

公司位于滨海经济开发区海源街中

段路北隆源商厦1号楼房产7536 . 04

平方米及批发零售用地用地4076平

方米。保证人李学武、刘志清。

关于上述债权资产的具体担保

方式、诉讼、抵押及查封资产等详

细 情 况 ， 请 见 我 公 司 网 站

(www.gwamcc.com)刊登的处置公告

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债务减免、协议转

让、拍卖、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挂

牌转让及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2021年4月7

日。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有效。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企业资产情况仅供参

考，以实际情况为准，请投资者自

行调查判断并自行承担购买债权后

可能存在的风险。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公告有效期届满日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

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

报。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薛经理

联系电话：0531-82079789

传真：0531-82079789

通信地址：济南市经七路168号

邮编：250001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

林经理

联系电话：0531-8207976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对潍坊市海化百货有限公司债权项目处置公告

<<上接1版

如一则处罚信息中显示，陈万里、赵峰在担

任鲁华泓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保荐代表人

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对发行人应收款项、固定

资产、股权变动等情况的核查不充分，被出具警

示函。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鲁华泓锦已尝试了多

次IPO，陈万里、赵峰任保荐代表人时，是公司

2018年首次尝试IPO。彼时，招股书显示，鲁华泓

锦位于淄博市张店区，是一家专业从事新型高分

子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然

而，公司在2019年就被证监会采取了出具警示函

的监管措施，这是因为证监会发现，鲁华泓锦在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存在未对

有关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部分固定资产入账

价值不准确、部分修理费确认不及时、部分政府

补助的会计处理不恰当、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及应

收票据的信息披露与事实不符等问题。

随后，鲁华泓锦称因需要对相关事项进一步

落实、整改和规范，向证监会申请撤回递交的申

请材料，其第1次IPO之旅也就按下“终止键”。

而作为头部券商，中信证券收到的罚单也与

IPO项目有关。

其中一件是因为在保荐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IPO申请过程中，提交的

申报材料存在财务数据前后不一致，披露口径出

现明显差异，信息披露内容前后矛盾，未履行豁

免披露程序，擅自简化披露内容等方面问题。中

信证券因此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并责令对内控

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的报告

报送证监会。

另外一件则是由于个别首次公开发行保荐项

目执业质量不高，存在对发行人现金交易等情况

关注和披露不充分、不准确，对发行人收入确认

依据、补贴可回收性等情况核查不充分等问题，

被证监会要求责令改正。

对此，受访投资人士也表示，近期IPO项目

“一查即撤”事件频发，券商等中介机构作为市

场“看门人”，应归位尽责、把好关口。监管层

加强对中介机构的执法力度，也是为了规范中介

机构行为，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中介机构是

整个资本市场的核心关键，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

责，对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相应责任。监管部门也要压实中介机构责任，

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从重处罚、追责。

IPO保荐成上市监管重点

餐，赠送1部5G手机，套餐内流

量为80G，外加1000分钟通话时

长，还可以带副卡，此外还有路

由器和高清机顶盒。此外，中国

联通还推出了一款入门级的5G

套餐，价格为49元，但只包含有

100分钟通话时长和10G流量。

在中国电信一家营业厅，工

作人员根据经济导报记者目前使

用的套餐，推荐了一款融合套

餐，“可以考虑这个90元的套

餐，1000分钟通话和30G流量。

按照您的使用年限可以优惠20

元，也就是每个月交70元就可以

了。”

“目前来看，随着基站的数

量大幅增加，运营商的套餐价格

也会随之降低，未来也会出现低

价5G套餐。”江林表示。

三大运营商近期也表示，将

优化更多价位区间的5G套餐，

以促进5G产业发展。

近日，国新办举行工业和

信息化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发布会上

表示，我国5G户均移动互联网

接 入 流 量 较 4 G 用 户 高 出 约

5 0 %，单价也降到了每GB 4 . 4

元，近两年下降了46%，未来还

会进一步下降。

据介绍，我国建设了超过

71 . 8万个5G基站，5G的投资也超

过了几千亿，现在已经基本覆盖

全国所有的地级以上城市，独立

组网模式规模部署，我国充分发

挥网络切片等技术优势提供大宽

带、低延时等方面的服务。用户

规模也快速攀升，5G终端连接数

超过了2亿。

肖亚庆介绍，去年手机终端

出货量达到1 . 63亿部，上市的新

机型款式218种，量很大。创新应

用日益丰富，在消费领域，5G+超

高清、5G+AR/VR等技术应用非

常广泛，像游戏娱乐、赛事直

播、居住服务等领域都在探索和

实践。教育、医疗应用5G+人工

智能+大数据技术，提供服务。

去年疫情防控，我们的家庭教

育、智慧医疗都得到了更大的发

展。我国近两年“5G+工业互联

网”的发展非常迅猛，全国在建

项目超过1100个，有很多非常好

的应用场景。

他指出，下一步，要在产业

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在深化融合

应用方面，推动各行业技术创

新。另外要扩大开放合作。5G的

发展包括研发、建设、应用都

需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在新

的发展过程中要营造全球协作的

产业生态，营造更加安全、更加

开放、更加互信的发展环境，5G

的创新发展成果要让全球都感受

得到。

(代睿)

E 新闻同期声

工信部：5G流量还要再降价

目前，除了套

餐费用高外，没有

适合的场景也在

阻碍着5G的发展。

而反过来说，随着

5G应用场景越来

越多，也将推动5G

用户大幅增加

运营商虽然没有对5G套餐价格进行调整，但对套餐给出了折扣，同时增加了一些家庭套餐 刘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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