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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讯热

各方混战的背后，最开心的当然是
苹果。因为根据10月10日启动至今的
预约信息显示，行货 iPhone 6/6 Plus
到目前为止的预约量已经急速突破了
2000万部大关，即使最后这些预约量只
有一半能够变成销量，也足以让苹果偷
着乐了。

运营商合约计划出炉

10月10日凌晨起，国行版iPhone 6
和 iPhone 6 Plus在苹果官方在线商城
正式接受预订。与此同时，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也启动预
售，他们卖iPhone 6最低合约价或零售
价分别是 5288 元、5499 元和 5288 元；
iPhone 6 plus 最低合约价或零售价分
别是6088元、6299元、6088元。其中中
国联通的合约价较高，而移动和电信都保
持了和裸机一样的价钱。

不过仔细对比后发现，除了还没有出
台详细合约套餐的中国移动之外，联通和
电信的合约计划都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
么“便宜”——首先是零元购机的月租套

餐的门槛都大幅提高，就连报价“最低”的
中国电信也需要选择299元/月的套餐，

“起步价”并不低。

由于“存话费送手机”这一优惠方式
基本取消，各大运营商此次推出的
iPhone 6/6 Plus合约计划大都改为买
手机送话费的方式，相应的补贴力度也
会有相应的降低。“整体来说基本都在
50%左右，iPhone 4年代的那种70%-
80%的补贴力度是不可能有了，这也是
一种回归市场理性的表现。”一位运营商
的内部人士这样表示。

即使如此，Reational AB的分析师
依然对联通、电信两家运营商的合约机
销量看好，“主要是那些 iPhone 4s、
iPhone 5时代购买合约机的用户现在
到了该换机的时候了。”而与联通、电信
相比，移动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裸机
销售上，因为移动并没有太多老的
iPhone合约用户需要维护。

虚拟运营商花样多

除了三大基础运营商之外，这次

iPhone 6/6 Plus首发，虚拟运营商们也
热情高涨。其中蜗牛移动早在10月1日
就宣布启动iPhone 6预约，甚至还抢在
三大基础运营商前面。据记者了解，早
在工信部发放iPhone 6进网许可之前，
蜗牛移动就已在筹备相关合约计划，计
划借用 iPhone 6/6 Plus的号召力抢夺
用户。

有此想法的当然不会只有蜗牛移动
一家。随后的几天里，京东、苏宁互联、国
美和迪信通都纷纷宣布推出iPhone 6合
约机计划，以吸引消费者关注。京东方面
表示，用户可以登录京东官网、手机客户
端、微信购物及手机QQ购物四平台同步
预约iPhone 6。

对于这些虚拟运营商推出的各种各
样“奇谋妙招”，有专家表示主要还是为了
抢夺眼球。“苹果方面的渠道管控严格，这
些虚拟运营商的资源累积有限，初期未必
能够有那么多货供应，各种促销归根到底
还是希望能够多放一些170号段的号出
去，和虚拟运营商相比，想第一时间入手
iPhone 6恐怕还是传统渠道商和基础运
营商靠谱一些。”

过完了悠长的国庆黄金
周假期，在长假期间“拼杀”的
互联网企业也纷纷亮出了自
己的成绩单，除了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之外，长假期间用户的
最新消费动态、消费倾向也让
互联网企业心里有个底，为年
底的冲量积极做好准备。

长假让互联网
有“收获”

作为目前中国使用最广
泛的交流软件，腾讯QQ在线
人数今年已经突破两亿。近
日，QQ公布了国庆节日期间
用户图片聊天以及QQ钱包
话费充值数据。数据显示，国
庆7天，所有QQ用户发布图
片消息量超过43亿，平均每
天发送图片超过6亿张，其中
手机端每日发布图片消息达
到3.6亿张，占比约为60%。
与此同时，用户在国庆期间使
用QQ钱包进行话费充值也
增长迅猛，节日7天平均为平
时的1.6倍，10月1日更是达

到最高峰，为平时的3倍。

长假给市场
注入“活力”

长假也带来了市民消费
热度的提升。据HRS的最新
统计数据，在过去的十一黄金
周期间，国内主要休闲旅游目
的地的酒店价格普遍上涨，三
亚、海口的酒店价格涨幅领跑
全国，达50%-300%，而黄金
周期间在线休闲旅游酒店领
跑市场。此外，在58同城等
分类网站看到，长假期间的出
游信息也比平日要增加不少。

除了长假带来的优势外，
进入十月，国内电商网购销售
旺季来临。据悉，主要的电商
购物平台京东、当当网等销量
均有大幅的增长。其中，鞋服
类电商受季节和气温影响，涨
幅更为明显，以百丽国际旗下
的鞋服类电商购物平台优购
时尚商城为例，10月中上旬
网站同比销量大涨120%，秋
季新品受欢迎。国庆长假给
市场注入了“久旱逢甘霖”般
的活力。

今天，苹果iPhone 6/6 Plus的内地行货正式上
市，围绕这一备受关注的年度明星智能手机，一场
空前激烈的渠道大战也在悄然上演。据目前得到
的消息显示，此次iPhone 6/6 Plus开售，除了惯常
的苹果Apple Store、在线商城以及三大运营商和
授权经销商之外，第三方电商、虚拟运营商等新兴
势力也纷纷加入了进来，而为了吸引眼球，各方渠
道的促销手段更是层出不穷，让人眼缭乱。

iPhone 6首发

运营商
“大打出手”

“长假效应”
带出互联网消费新趋势

市场 向风

10 月 17 日，备受期待的新一代苹果产品
iPhone 6终于正式亮相。今日，苏宁联合电信、
联通、移动三大运营商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多地
门店同步召开盛大iPhone6上市首秀仪式。海南
苏宁海口海秀东路店也联合中国电信召开了
iPhone 6首发仪式。

iPhone 6
苏宁预约量近千万台

9月 30日，苹果公司正式宣布在大陆发售
iPhone 6手机。与此同时，国内最大的商业零售
企业苏宁也宣布与苹果官方同步首发，并即刻启
动线上苏宁易购及线下门店的预订。

作为中国大陆唯一获得苹果双线授权的渠道
商，此次苏宁iPhone 6和iPhone 6 Plus均提供
16GB、64GB、128GB三个容量，以及金色、银色、
灰色三种颜色供消费者选择。记者从苏宁获悉，
iPhone 6自正式接受预约以来，苏宁线上线下的
预约总量已接近千万台。

运营商合作深化
海南苏宁今日首销

据了解，海南苏宁已联合中国电信召开
iPhone 6首发仪式，今天凌晨00:00开始发售。
此外，所有想要购买iPhone 6的用户，均可通过
以下三种途径预约：

方式一，通过苏宁易购进行预约。苏宁易购
会员通过短信验证码即可获取预约资格。而针对
金卡及以上级别会员，苏宁开放了免排队购买预
约资格，预约成功后会收到以短信形式发送的特
权码。在10月17日大陆开售的第一时间，苏宁
会员凭特权码就可以享受苏宁的新品同步首发特
权。

方式二，关注海南苏宁官方微信抢先预约。
即日起，关注海南苏宁官方微信，回复“预约”，填
写相关信息即可预约。

方式三，到海南苏宁各大门店前台，填写相关
预约信息，即可预约。

iPhone 6上市
海南苏宁今日首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法院
公 告

（2014）琼海法执字第526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2014）海仲字第366号裁决

书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陈彦合与被执行人黄江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上述裁决书裁决主文第2、3项的主要内容为：被申请人黄江应将“海口市
国用（2008）第0039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座落于海口市琼山区府
城镇城东管区桂雅园新村的126m2土地使用权和“海口市国用（2008）第
00405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座落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城东管区桂
雅园新村11排5号的126m2土地使用权过户至申请人陈彦合名下。由于被
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
行。如对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权属有异议者，应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0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河南省农作物种子南繁基地（施工）。2.招标人：海南豫

育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3.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生产科研用房12
栋，7095.56m2，及其包括大门、2个水池、道路、给水管网、排水沟、晒场等
配套设施(详见施工图纸)。4.投标人资格要求：申请人同时具备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
资质。业绩要求：投标人2011年至今至少完成过1000万(含)以上房屋建
筑工程业绩1个。项目经理要求：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
师资格。5.投标报名：（1）报名时间：2014年10月17日至10月23日。（2）
报名资料：由项目经理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建造师证、营业
执照、代码证、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业绩、进琼备案手册到三亚市
新风路创业大厦A栋801室报名。[以上资料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并
核对全部原件]。（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6.联系方式：招标人：王先
生13903811952 代理人：孙先生13389871007

2014年10月17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已将拥有的对琼海市华石醋酸厂等11户

企业，合计本金25,491,2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
给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现公告要求以下清单所列债务人及相
应担保人和其它义务人立即向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履行相应合
同约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
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
琼海市华石醋酸厂

石壁食品厂
万泉下坡灰沙砖厂
温泉开发公司
卜敖水产站

琼海市橡胶总公司

债权本金
14,070,000.00
1，185,000.00
595,000.00
180,000.00
105,000.00
5,810,000.00

债权本息合计
31,603，688.17
3,091,183.11
1,973,895.28
298,189.68
255,638.00

15,355,097.37

序号
7
8
9
10
11

债务人
琼海市五指山宾馆
琼海市 东升商店
顺发实业贸易公司
琼海市水产公司
琼海市种子公司

债权本金
1,838,000.00
168,000.00
200,000.00
100,200.00
1,240,000.00

债权本息合计
7,484,976.47
369,830.28
316,187.79
338,660.99
2,446,166.91

合 计 25,491,200.00 63,533,514.11

(利息计算截止至2005年12月31日) 单位:元

中标公示
龙华区遵谭镇道路照明工程项目于2014年5月16日在海口

市滨海大道金莲花荷泰海景大酒店公开开标，评标委员会依据招

标文件既定的评标办法和标准，完成了评标工作，现将中标结果

公示如下：

一标段（龙华区遵谭镇道路照明工程南片区）：

拟中标人（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海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标段（龙华区遵谭镇道路照明工程北片区）：

拟中标人（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琼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4年 10月 17日至 2014年 10月 21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诉

电话：66568045

海南银海开发建设总公司将均位于琼海市嘉积镇银海开发区兴海

北路西五横路的180.0m2的国有建设用地转让给黄楚南；225.0m2的国

有建设用地转让给黄楚烨；180.0m2的国有建设用地转让给区晖；

180.0m2的国有建设用地转让给黄楚东；298.1m2的国有建设用地转让

给区晖；299.1m2的国有建设用地转让给符豫姗，根据该权利人向本机

关的申请，现对上述变更事项登报公告予以公告，如对此公告事项有

异议者，请于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六十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机关提出

申诉，否则，公告期满之后，本机关将依法予以变更登记发证手续。

特此公告！

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关于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公告

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0月16日

海南中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在办理（2009）龙执字第 527-2号陈振

才与邓军借款纠纷一案，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经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涉案需
变现财产被执行人邓军名下位于海口市仁里村第 101房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面积 167.5平方米，参考价 330万元。竞买保证金 60万
元。拍卖时间：2014年 11月 6日上午 10:00；缴纳保证金时间：2014
年 11月 3日（到帐为准）；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
第 56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
账号：34010155260000167。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自见报
之日起至 11月 5日 11:00止。特别说明：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拍卖，
过户手续费及相关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单位：海南中
南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36号海外大厦三层；电话
66747557、13907628809；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66700691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56号

公 告
海口保税区天木林贸易有限公司：

根据我司与贵司2007年9月1日签订的《 土地使用权
出租修订合同》，截止2014年7月31日合同期满后，贵司在
我司位于海口港的土地投资建设的建筑物（仓库）无偿归我
司所有。现合同期限已届满，但贵司至今未向我司移交该
资产，因无法联系到贵司，特公告送达资产移交通知，请贵
司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向我司移交上述资产并办理
移交手续，否则，我司将依法采取措施自行接收资产，维护
我司合法权益，因此造成的一切责任由贵司承担。

特此公告。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