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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通信市场的新生
儿，虚拟运营商（简称“虚商”）
的试点运营已于2015年底结
束，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
我国虚拟运营用户数已达2050
万， 占全国移动用户总数的
1.5%， 新增用户数占行业新增
用户数近半。记者注意到，虚拟
运营商大多以“高性价比”、“差
异化”吸引眼球。不过，有不少
170号段的用户抱怨：“不少人
没听说过170号码，还以为是推
销或诈骗， 刚拨通就挂断了。”
据腾讯安全云库的黑号统计分
析，170号段中恶意电话占比达
8.6%， 平均12个恶意号码就有
一个是170号。 而1705号段的
恶意短信占比更是高达99.2%。

另外， 记者还了解到现已
有40多家企业获得试点牌照，

但几乎所有的虚商都处于亏损
之中。据悉，工信部最新发布的
指导意见已经针对开发电信市
场最关键、 最核心的批发价问
题，给出了硬约束。要求基础电
信运营商转售业务的批发价格
应低于平均业务单价或套餐价
格。这一利好，能否助力虚拟运
营商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中国虚拟运营商产业联盟
秘书长邹学勇表示，今年开始，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将实现全面
开放， 这无疑会为虚拟运营商
推出各种增值服务带来更多可
能。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则指
出，随着运营商提速降费，虚商
拼差价更难， 差异化服务才是
未来盈利生存的王道。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何嘉馨 何敏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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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寒冬 全能男神 408暖心相伴
今年的冬天已经不是北方

大雪纷飞， 南方如沐春风了，一
大拨冷空气从北向南贯穿东西，
飞机、 火车出行都受到了影响，
以汽车为主的驾车出行更考验
着每个司机的驾驶技术、每辆车
的安全性。 平安是福，一路出行
有“全能男神”东风标致 408 暖
心相伴，无惧寒冬，安全随行。

在雨雪天气下行车，车轮与地面
之间的附着力降低， 容易发生空转、
打滑等现象。 408拥有以预防安全为
主，主动安全随时介入、被动安全有
备无患的“3D� Safety 三维安全”，大
幅提高湿滑路面行车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C-NCAP五星安全绝非妄言。

东风标致 408 在极限条件下的
被动安全一丝不苟， 全系标配 HAS
坡道辅助、ESP9.0、 后驻车雷达、六
安全气囊、LED 日间行车灯等一系
列越级配置，大幅提高湿滑路面行车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在 1.6THP至尊
版车型中更添加盲区探测、前驻车雷
达、全 LED大灯、倒车影像等多重高
级智能配置加码，让驾驭更加安心。

冬季出行，车外温度低，空调使
用频率大大提高，车辆油耗也受到严
峻考验。“全能男神”凭借“T+STT高

效动力”挑战传统动力，即便寒风凛
凛，频繁使用空调，低油耗依然有保
障，让您的冬日出行温暖无忧。

说到东风标致 408节油能力，必
须提“节油神器”——— STT发动机智
能启停系统，STT 可以让 408 在保
证强劲动力的同时实现 15%的节油
效果，无需改变驾驶习惯，节能，更智
能。 在非极端环境下 STT 的介入不
会影响车内的空调、音乐等设备的正
常工作； 如遇极端条件，STT以保证
车辆安全及驾乘者舒适为前提，自动
停止工作。

“全能男神”东风标致 408 无惧
冬日，温暖来袭，春节前还有“购置税
减半”、“0 元保养 狮王加免”的厚礼
等你来拿！ 这个冬天，不妨就让 408
陪你过冬吧。寒风瑟瑟、道路湿滑，拥
有男神，如沐春风。

东风雷诺科雷嘉启动预售
16.6万 -22.8万元，诚意十足！

2016年 1 月 25 日，武汉，东风
雷诺正式公布其国产车型科雷嘉以
16.6 万 -22.8 万元的价格开启预
售。作为东风雷诺的重磅战略车型，
科雷嘉在设计、驾控、科技配置等方
面均领先同级，它是颜值控、是驾趣
王、亦是科技咖。 2015广州车展上，
科雷嘉惊艳亮相后便收获赞誉无
数。 现在， 这款拥有赛车基因的
SUV 正式在东风雷诺全国销售网
点接受预订。

科雷嘉由对标雷诺 -日产联盟
标杆工厂水准的东风雷诺武汉工厂
倾情打造， 其对品质要求的精益求
精， 展现了东风雷诺对中国市场和
中国消费者的诚意。 而在预售开启
之际， 东风雷诺还为全国前 200 名
预定科雷嘉的消费者奉上专属礼
遇：即日起至 3 月 18 日，凡到店预
定的消费者即可享受三重“嘉”礼，
激情领跑 4 月 10 日举行的 2016
东风雷诺武汉马拉松， 更有机会获

赠明星亲笔签名车钥匙。 同时，一
系列金融优享购车计划， 让您将科
雷嘉轻松带回“嘉”，新车主们还将
有机会前往东风雷诺武汉全球标杆
工厂对爱车生产过程进行探秘。

将赛车运动美学设计理念与
SUV进行完美结合，科雷嘉是同级别
中的率先挑战者。 而赛车基因也成为
科雷嘉征战 SUV市场的一把利器。

R-Sport�
Design 家 族
前脸、 堪比跑
车的 0.3 超低
风 阻 系 数 、D
型 运 动 方 向
盘、 赛车运动
型 座 椅 、 全
LED 大灯、钻
石切割 18 英
寸轮辋、 强劲
有力的 Power�
Wave 尾部造

型， 科雷嘉用 7 大诱惑让你一见倾
心，激发你的驾驭激情。

此外， 同级超大可开启式全景
天窗高于欧洲原版配置。 这一配置
专为中国消费者量身打造， 尽显诚
意。 不但能有效缓解驾乘者的头部
压抑感， 更为极具生活品味的消费
者打开一片自由开阔的驾乘空间，
享受更多窗外风景。

3万辆重新改写销量记录 强大商品力助推逆市增长
2015 年 12 月 ， 卡罗拉以

30360 辆的成绩再次刷新单月销量
纪录。2015年 10 月，为满足更多消
费者的需求， 卡罗拉推出了更加运

动的炫酷版车型。 卡罗拉还提供了
多重金融优惠政策。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何敏讷 何嘉馨

中国移动日前宣布4G资
费再次降价， 从2月1日起，4G
飞享套餐将会增加18元与28元
两个档次。

春节渐近，移动、联通、电
信三大运营商的促销大战已是
硝烟弥漫，各种促销纷纷上线，
一些活动的折扣达到5折，力度
远远大于往年。业内人士认为，
这主要源于目前电信市场越来
越大的竞争压力。

运营商春节争降4G门槛

记者登录三大运营商的官
网看到，湖南移动的4G飞享套
餐已经增加了18元与28元两个
档次， 在指定时间定制相关套
餐，还可以享受5折优惠。除了
大幅降低4G套餐门槛外，移动
还推出了99元购4G手机、流量
买一送一等系列优惠活动，还
为客户提供包括假日套餐、5元
全国漫游包以及特惠购机等众
多选择。

湖南联通则推出了“超低
门槛”的月费8元4G组合套餐，
包括100M全国流量或150M
本地流量，此外，还推出了4G
组合套餐5折、办卡5折、网卡5
折等众多活动。

湖南电信则大打融合套餐
牌， 装宽带就可以获4G手机，
此外，“秒杀” 活动也颇具诱惑
力，39.9元的4G卡内含100元
话费、300分钟全国通话和3GB
超大流量。

记者发现， 运营商今年的
促销主题继续围绕着“4G”进
行，但与往年相比，竞争不仅仅
在于简单价格战的比拼， 而是
从资费、流量、终端等各个层面

丰富用户的选择，不难看出，运
营商都在尽量降低4G门槛，尤
其是瞄准2G用户转网4G用户
的转移商机， 但各家多线出击
的竞争策略明显， 着力突出产
品差异化来获取市场， 如移动
加速争抢4G新用户并力推漫
游业务，联通继续打流量牌，电
信则以融合宽带套餐带动4G
终端市场。 但在消费者普遍关
心的运营服务质量， 比如流量
透明消费、 流量永久不清零等
问题上， 暂时没有看到明显进
步。

手机资费或继续降低

三家运营商挖空心思搞新
年促销， 与各自面临的竞争压
力有关。 一方面是提速降费力
度加大，另一方面，虚拟运营商
和民营宽带的初步发展也抢占
了一部分市场份额， 竞争程度
加剧。

数据显示， 中国移动去年
一年的移动用户数由8.07亿增
加到了8.26亿， 净增1936.6万
户； 中国电信的移动用户数由
1.86亿增加到了1.98亿。中国联
通3G/4G用户净增3474.5万，
总用户为2.87亿户，从数量看，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与中国移
动的巨大差距显而易见。 面对
压力，联通和电信开始“抱团取
暖”，如双方先是制定了《联通
和电信4G网络的共享建议》，
又联合发布《六模全网通终端
白皮书》，希望以此来联合压制
移动用户数的增长势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 春节促
销战的战绩也显得尤为关键。
业内人士指出， 未来三大运营
商之间的竞争将愈加白热化，
4G的资费也会越来越低，消费
者有望得到更多的实惠。

争降4G资费，运营商打春节价格战
套餐名目增加 重要问题未见明显进步

“虚商”扩张陷信任危机

维护线路
1月28日，嘉禾县晋屏

镇甫口村， 技术人员在
寒风中维护线路。 春节
前夕， 该县电广网络公
司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深
入城乡， 全面巡查维护
传输线路，并进村入户，
解答群众数字电视使用
疑难问题， 确保节日期
间群众能看到丰富多彩
的节目。

黄春涛 肖欣欣
摄影报道

1月28日，记者从湖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了解到， 曾进行
过国际冷链物流配送测试的优
憬巴氏杀菌奶已正式由欧洲法
兰克福国际机场空运至长沙，
长沙空港为其开辟了冷链运输
进口鲜奶优先报关通道， 实现
了2小时极速绿色通关。该批鲜
牛乳从荷兰牧场运抵长沙市民
餐桌，全程仅耗时48小时。

“过去因条件限制，国内鲜
奶普及率远低于国际水平，随
着运输、 通关等各方面条件的
具备，进口鲜奶有望获得普及。”
该批鲜牛乳进口企业负责人
称， 此批牛乳通过互联网进行
了多渠道的市场公测， 下一步
将继续在长沙市场进行推广。

■记者 朱蓉

荷兰鲜奶
2小时极速通关

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