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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5G手机上市，让5G时代悄然来到我们身边。5G手机的使用效果如何，流量费不费，价格高不高？昨天，

钱报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并体验了一台5G测试机。体验下来的感受是，下载速率超过4G网速10倍的5G，

每月20GB流量，可能只够5G一周的用量。另外，从目前各大运营商的友好客户套餐来看，每月100GB的流

量已经是标配。目前推出的5G手机，多是在4G手机基础上加了5G模组，手机稳定性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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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新经济研究院与支付宝、口

碑饿了么 8 月 6 日联合发布《小店经济报告》

显示，“码商”追赶“网商”，成为拉动内需的新

动力。2019年上半年，九成路边小店用支付

宝收钱成为“码商”后，生意变好，消费频次提

升三成，销售额提高2.5%。此外，花呗分期显

著提升单笔消费额，3C行业提升可达41%。

今年以来，消费成为持续推动经济增长

的“第一引擎”，而在城市小巷深处、拐角街边

的小店们已经成为内需的活力担当。移动支

付越普及，路边小店越红火，三四线城市的消

费潜力在这种趋势中，加速释放。

从商品类别来看，支付宝对食品百货、娱

乐、旅游等服务类消费“带货力”最强，上海、

杭州、广州吃货最密集，北京、上海、杭州、广

州、天津是最热衷看电影、话剧的“娱乐之

城”。报告中还提及，八成路边小店看好内需

潜力，今年计划扩大经营规模。

“移动支付给了小店店主迈入数字经济

时代的门票，让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群体对

经济的作用。我们应该为全国的小店店主提

供更多数字经营工具来降低成本、提升经营

活力，让他们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舞台上更好

的展露身手。”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余丰慧

表示。此前，支付宝曾表示，通过提供免费的

数字化运营工具、免费的数字收银工具、免费

的数字营销工具等，未来 3 年要为全国小店

主至少节省成本500亿。 本报记者 朱银玲

借移动支付消费频率升三成
路边小店追赶“网商”

体验：
不用换号，但4G套餐吃不消

在杭州一家运营商的营业厅里，5G被放

在显眼的位置。工作人员给钱报记者打开一

台测试机，插入 4G 的手机 SIM 卡，左上角的

信号自动显示 5G 网络。从 4G 到 5G，用户

只要购买一部 5G 手机，不换卡、不换号即可

登录 5G 网络。测速软件显示，当前的 5G 下

载速率为 1012Mbps，上传速率为 108Mb-

ps，这一速度已经是4G网络的10倍左右。

钱报记者下载了 QQ，耗时 10 几秒，下

载一款网络游戏，也只有几十秒，吃鸡游戏耗

费 1 分多钟，算是耗时较长的应用了。基本

上，叮咚一下，一款 APP 就下载好了。看起

视频，也没有卡顿现象，快进和后退，也都是

秒级反应，观看体验很不错。

但 5G 的速度太快，有点刹不住车，很快

记者的 4G 套餐就有点支撑不住了，才过了

10几分钟，15GB的流量套餐，只剩下了不到

10GB，按照这样的消耗速度，88 元的流量套

餐，只能支撑不到一天。

“5G 的速度是 4G 的 10 倍左右，意味着

它的流量消耗也要快10倍。”工作人员介绍

你可以选择在设置中关闭 5G 网络，这

样手机自动切换到4G网络中。

进展：
5G友好客户套餐本月上线

买了 5G 手机，却用着 4G 套餐，这好比

买了法拉利，却只开50码一样，不能发挥5G

的最大功效。

在采访中，一位运营商工作人员表示，

5G套餐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中，近期可能会

先推出友好客户体验套餐。至于套餐内容，

目前还处于保密状态。

从另一家运营商的5G体验套餐看，只要

用户今年8月、9月购买5G手机，都可免费申

请当月 100GB 流量，体验最高 1Gbps 的 5G

网速服务。每部 5G 终端只能办理一次免费

体验服务，该流量包不区分4G、5G，体验流量

包于9月底自动失效。至于5G网络正式的收

费标准，需要等到商用后。

5G套餐到底贵不贵？在已经商用5G的韩

国，5G用户在6月份平均消费数据流量24GB，

是 4G用户9.1GB月平均消费水平的2.6倍。

另外，之前有消息称有运营商暂停了流

量不限量套餐，这也被市场认为是 5G 套餐

推出的前兆。因为按照现在的 5G 网速，如

果流量不限量，很可能会占用过多的运营商

信号资源。

国际电信联盟 5G 网络服务质量专题副

主席朱国胜认为，我国前期的 5G 资费套餐

极有可能是让用户继续使用 4G 流量套餐，

然后在此基础上附赠部分 5G 流量，以供用

户先行体验。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认为，5G流量资

费将比4G大幅下降，目前全国1GB手机流量

均价约为5元，今后可能降至1元甚至更低。

价格：
明年见5G千元机

“你们是今天第三个来问5G手机的顾客，

基本上大家都不太关心5G手机，预订的客户

也不多。”一家运营商的工作人员称，5G手机尽

管开始陆续发布，但顾客还是偏爱价廉物美的

4G手机，对于5G手机多数人持观望态度。

“5G 手机就是在 4G 手机基础上加一个

5G 模组，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性能也存疑。”

一位颐高数码城的店主称，现在的 5G 手机

还是个试验品，除了发烧友，很少出现以往的

一机难求的盛况。

目前，市场上的 5G 手机也多了起来。

目前华为已经发布了 Mate 20 X 5G 版

（6199 元），中兴发布的是 AXON 10 Pro

5G（4999 元），而 OPPO、小米、vivo 和一加

的 5G 手机也都准备就绪，将集中在国内上

市，本月将有多款5G手机跟大家见面。

有分析人士认为，按照以往的定价模式，

年底 5G 手机会跌破 5000 元，明年底会出现

2000 元的 5G 手机，后年就将见到 5G 千元

机，届时5G手机将会真正全面普及。

本报讯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曾

立下 flag，华为的目标是取得国内一半市场

份额，也就是说每两个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当

中就有一个是华为手机。现在，他的目标越

来越接近实现——国际数据公司（IDC）最新

发布的手机季度跟踪报告显示，华为第二季

度出货量为 3630 万台，市场份额为 37%，同

比增长 27%，这也是国内出货量前五名中唯

一同比有所增长的厂商。

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2019 年

第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9790

万台，同比下降 6.1%。2019 年上半年整体

出货量约1.8亿台，相比去年同期下滑5.4%。

vivo 与 OPPO 则以 1830 万台和 1820

万台的出货量分列二、三位，市场份额分别为

18.7% 和 18.6%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8.2% 和

13.9%。

小米出货量为 1170 万台，市场份额为

11.9%，同比下降19.3%。苹果则以660万台

的出货量位居第五位，市场份额为 6.7%，同

比下降6.2%。

IDC认为，二季度及整个上半年市场，大

部分厂商新品发布与出货节奏有所前移，华

为在国内市场的投入力度加大，从出货量角

度看，表现略超预期。而未来，终端销售的良

性运转，4G 到 5G 切换初期对消费者选择的

引导，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本报记者 张云山

手机江湖期中考成绩单
华为份额占近四成

记 者 现 场 体

验，5G 下载

速 度 超 过

1G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