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4年10月24日 星期五 IT·家电周刊B11

E 热讯

市场 态动

值班主任：王琳 主编：毕军 责编：肖师明 美编：何子利
IT·家电工作室经理：王艺 电话：66810282 邮箱：379138298@qq.com

拼份额，洋品牌大势不妙

就市场份额而言，国产手机厂商目
前的确进入到了“盛世”。根据GFK的
报告数据显示，8月份，市场老大三星的
份 额 为 16% ，和 上 月 相 比 下 滑 了
0.7%。和去年同期的20%的市场份额
相比，三星则有“大跳水”的嫌疑；至于
苹果，销量份额一直都不是它的强项，8
月份更是只剩下了6%，已经落到了酷
派、联想、华为、vivo、OPPO、小米等一
大堆国产品牌的身后。

据悉，今年1-8月，我国手机销量
下滑趋势并未停止，并呈现加速趋势。
其中8月份，国内手机单月出货量为

2623 万部，环比下降 5%，同比下降
20%。

好消息是，4G手机的销量仍然增
速不错。8月份，国内市场4G手机销
量达713万部，环比增长21%，占总体
出货量的27.2%，占比已超过1/4。但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受到营改增和大
幅减少营销费用的影响，曾经在去年
底占到了国内手机市场的运营商渠道
的合约机销量正在持续下滑中，今年
1-8月份，国内总体市场运营商捆绑市
场的份额为54%，但8月份单月占比已
下滑至50%。“四季度这种趋势还有可
能进一步加快。”Reational 分析师黄
淞表示。”

拼利润，国产机提升明显

与运营商渠道为主的国产品牌相
比，主打公开渠道的国产手机厂商日子
明显好过得多，其中表现比较抢眼的则
是小米、OPPO、vivo和金立。据GFK
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小米的市场
份额从约3%提升至6.3%，vivo的则从
5%提升至7.1%，OPPO从约4.5%提升
至6.5%，进步明显。

根据GFK的数据显示，小米、华
为、金立等品牌的8月手机销售均价都
超过了1000元，vivo、OPPO两家厂商
的销售均价更是超过了1500元，甚至
逼近2000元大关。据了解，vivo、OP-

PO等在社会渠道中热销的机型其实不
仅只有 2000 元左右价位的产品，在
3000元以上价位的市场也有Find 7、
Xplay 3s、Xshot 等高人气产品。一
直困扰国产手机的利润难题开始出现
破局的迹象。

拼未来，谁胜谁负还难料

和三星、苹果相比，国产手机的份
额虽然看似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盈利
能力上，双方的差距仍然很大。根据
GFK的数据显示，8月份三星的手机销
售均价在2223元，而苹果的更是高达
3781元。而在3000-3500元价格段的

高端市场，8月份三星的份额仍然高达
49.1%，加上苹果的20.4%，对国产手机
厂商仍然呈现出压制性局面。

据了解，三星已经开始运作GAL-
AXY F等新品牌，推出不少更具性价
比的新款手机，其中甚至还有千元价
位的产品。不过所幸的是，国产手机
厂商在高端市场方面的攻势也在不断
加强。

“由于在Android系统上国产手机
的硬件整合和自主创新能力已经大幅
增强，再加上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
升，所以未来国产品牌和洋品牌的较量
将会进一步升级，谁胜谁负还很难说。”
有业内权威人士称。

随着家电厂商对于电商渠道的日
益重视，“双11”也成为线上市场又一重
要促销节点，尤其是空调、彩电等品类，
业界预计线上价格战难避免。

空调：价格战仍将持续

2014年空调线上市场发展迅速，
是线上家电市场增长最快的品类。来
自市场研究机构奥维咨询的数据显示，
1-9月，空调线上市场销量达291万台，

同比增长104.3%，销额达79亿元，增长
97.2%。不过据奥维咨询白电事业部总
经理何金明介绍，线上空调市场的高速
增长力挽线下市场下滑颓势，带动整体
市场规模实现微增长。

与线下格力、美的双寡头的格局不同
的是，线上品牌集中度相对较低，1-9月
线上市场前三品牌销量占比达39.6%，其
中海尔、美的集中发力，线上品牌销售份
额大幅提升。何金明表示，线上品牌格局
仍在动态变化中，行业洗牌压力较大，价

格竞争作为空调线上市场各品牌竞争主
题的局势仍将持续下去。

据了解，空调电商市场在今年1-7
月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然而8月份以
来，受异常天气及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
大的影响，空调行业整体萎靡，甚至在
各方未投入太多线上促销资源、全力备
战“双11”的情况下，8、9月份出现了罕
见的负增长，因此，“双11”争夺战必将
是第四季度空调线上市场最大看点，也
是各企业第四季度冲刺全年目标的最

大机会点。他预计今年的“双11”当天
全 网 空 调 销 售 规 模 将 同 比 增 长
149.3%。

彩电：销售促价格厮杀

而在彩电品类方面，市场的整体低
迷让彩电业界此前曾冀望国庆黄金周促
销期能有所起色，但由于房地产持续下
行抑制刚需、补贴政策提前透支市场、机
顶盒更新换代等因素，国庆促销期内彩

电市场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出现了
8.1%和15.6%的同比下滑，面对全年销
售任务压力的厂商，也希望在接下来电
商促销节点能够扳回一城。

据悉，包括TCL、创维、海尔、长虹、
夏普等国内外彩电厂商都在积极备战

“双11”。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彩电
的网购表现出中低价位占主流，纯电商
的彩电销售主要集中在中小尺寸产品，
不过此番“双11”大尺寸、4K电视产品
也将成为价格战的主力。

“视频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同行业和不
同应用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在如今最火爆的
微信看来，在更新了6.0版本新增了“小视频”功能
后，“视频时代”总算是到来了。

6秒的革新体验

“虽然只有6秒，但是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视频
的分享，还是觉得很神奇的。”作为微信的深度用
户，小华在升级了微信6.0版本后，对小视频功能
可谓赞不绝口。“用小视频来聊天的确挺特别的。”

据了解，随着对小视频功能的逐步了解，小视
频开始逐渐成为微信朋友圈内常见的一种分享形
式。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微信的小视频只允许
拍摄6秒的视频，但是对于用户而言，却是一种完
全革新的体验。而更加重要的是，微信以目前的
市场地位来进行小视频功能的推广，对“视频时
代”无疑起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推动作用。

6亿的庞大客户群

微信小视频功能的推出，直接促动移动互联网
行业的小视频领域将蛋糕做大。从安卓市场公开
的数据了解到，以美拍、微视和秒拍为例，目前在
360手机助手、91手机助手和应用宝等应用市场的
下载量中，美拍以超过4000万次下载领先于市场，
而微视和秒拍则紧随其后。有业内人士表示，无论
是目前小视频领域中的微视、美拍还是秒拍，都无
法和微信超过6亿的用户相提并论，而微信小视频
功能的出现，对于孕育小视频市场，推动视频时代
的到来，将起到其他应用无法媲拟的作用。

微信小视频
广受好评

日前，德国数据统计机构GFK发布了2014年8月份中国国内手机市场的
最新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运营商的大力推动下，4G手机市场的发展迅猛。
在8月份国内手机市场销量排名的Top10中，国产手机厂商占据了8席。不仅
如此，在2000元以上的中高价位手机市场，OPPO、vivo、华为等国产手机厂商也
实现了份额的快速提升。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国产手机厂商的“黄金时代”
已经全面来临，真的是这样吗？

国产手机
迎来“黄金时代”？

“双11”大家电价格战再起

海口市凤凰新村三套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410HN0113号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转让海口市凤凰新村F栋405、505、
506三套房。

一、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标的名称
凤凰新村F
栋405号
凤凰新村F
栋505号
凤凰新村F
栋506号

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面积

60m2

60m2

60m2

挂牌价
24.3万
元

24.1万
元

24.1万
元

备注

1、505、506房为同
一房产证，尚未办
理分户手续
2、三套房尚未办理
单独分割《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

本次转让房产位于海口市海秀路凤凰新村，房产约建成于1986
年，转让房产位于第4、5层，设计用途为住宅；凤凰新村地处海口市
中心，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和市政服务设施较完善，周边较多为住宅、
商铺、居住环境较好。

二、公告期为2014年10月24日至2014年11月20日。对竞买
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
65237542，海口市龙昆南路凤凰新华文化广场5楼海南产权交易
所 电话：66558034孙小姐、66558023李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10月24日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4〕5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
买。（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4年11月3日-2014年11
月21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五楼土地交易
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
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
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
到账为准）。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4年11月14日
下午16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4年11月24日下午16时整
（北京时间）。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

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事项：（一）2712-
201363号地块安排用于包装厂项目建设。（二）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
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
缴纳高于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三）
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
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成交价款
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
佣金按有关规定收取。（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http://www.ggzy.hi.gov.
cn、http://www.hnlmmarket.com/；电话：0898-67629052、67629310、
65303602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0月24日

地块编号
2712-201363

位置
澄迈县金马现代物流中心范围内

面积(公顷)
2.0930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20%

起始价(万元)
788

保证金(万元)
30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865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53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海南信联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海
口一祺建材经营部等追偿权纠纷一案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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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2号西城秀舍荣秀城商铺D幢
第 2层 201房、202房 (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182077、
HK182076号，建筑面积：201房539.95m2、202房647.56m2)进行公开拍
卖。参考价：201房352万元、202房422万元，保证金50万元/套。现将
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4年11月13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18号景瑞大厦23层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14年11月10日17:00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年
11月10日17:00前到账为准；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
年11月12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
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
口分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
法拍委字第53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1）标的
按现状拍卖、整体优先；（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
构电话：0898-66776033 13907535506 传真：0898-66786528；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秀星城项目设计方案变更及
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公示

海口新联众实业有限公司、海南融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
“海秀星城”项目位于海秀大道南侧，规划用地面积7687.25m2，拟建1
栋地上24层、地下1层商铺住宅综合楼，建筑面积地上24195.57m2/地
下5443.71m2。该项目原设计方案为1栋地上17层、地下1层商铺办
公综合楼，现调整为两栋对称的塔楼（建筑高度基本一致），此次调整有
利于减少主楼对海秀中路的影响，增加沿街界面的层次感。依据海南
城建业工程施工图审中心《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琼A
太阳能核字[2014]096号），该项目设计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
积160.44m2。该项目各项控制指标符合控规要求，因涉及设计方案变
更及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
10月24日至11月6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 15号楼南楼 2049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陈振涛、邓志敏。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0月24日

天地·凤凰城一期项目建筑设计方案
及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公示
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天地·凤凰城一期”项

目用地位于滨海大道南侧、中央公园西侧，属长流起步区1303地块，
用地面积24261m2。建设单位拟建5栋地上17-27层/地下3层商住、
产权式酒店，建筑面积地上88320.61m2∕地下25702.42m2、计容建
筑面积 84913.68m2、容积率 3.5、建筑密度 18.28%（塔楼密度
13.65%）、绿地率40.13%、停车位757个，建筑高度80米（27层）。该
项目申请增加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设计方案已经市图审中
心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1175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14年 10月 24日至 11月 6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
（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
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
查一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聂晓兰。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0月24日

天地·凤凰城二期项目建筑设计方案
及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公示
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天地·凤凰城二期”

项目用地位于滨海大道南侧、中央公园西侧，属长流起步区1302地
块，用地面积23962m2。建设单位拟建5栋地上19-27层/地下3层
商住、产权式酒店，建筑面积地上87061.66m2∕地下31427.12m2、计
容建筑面积 83866.38m2、容积率 3.5、建筑密度 15.64%、绿地率
40.54%、停车位758辆、建筑高度79.85米（27层）。该项目申请增加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设计方案已经市图审中心审查，可补
偿建筑面积1193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10
月24日至11月6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 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0月24日

受委托，兹定于2014年11月7日10:30在我公司拍卖大厅依法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物：

1、位于海口市文华路8号建信大厦1-3层（商铺）房产。房产证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07669号，建筑面积：2515.46平方米。

2、位于海口市文华路8号建信大厦第4层、第6层、第7层、第8层、
第9层、第10层、第13层，每层均为七套房产，整层竞买优先，每平方米
综合参考价为4260元，每套房产竞买保证金为10万元。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 11月 5日 17时止。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4年11月6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66532003（吴先生） 66705863（许先生）
联系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海口市世贸文华路8号建信大厦1-3层商铺等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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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拍卖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债务催收暨资产处置招商公告
各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义务人：

根据协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从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了下列债权（包括本金和利息）、股权、其他类资产及其相关权益等资产项
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下列资产项目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担保人、被投资人及相关义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海南联合资
产管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被投资人因各种原因如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接
主体、清算责任人履行义务。否则，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将通过包括法律诉讼在内的一切合法手段收回及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我公司有意
对下列资产项目进行处置，欢迎有意向的投资者垂询。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咨询电话：0898-68582221传真：0898-68511619。特此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 2014年10月24日
资产项目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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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ZQ滇版001
ZQ滇版002
ZQ滇版003
ZQ滇版004
ZQ滇德001
ZQ滇德002
ZQ滇德003
ZQ滇德004
ZQ滇德005
ZQ滇德006
ZQ滇德007
ZQ滇德008
ZQ滇德009
ZQ滇德010
ZQ滇德013
ZQ滇东001
ZQ滇东002
ZQ滇普002
ZQ滇绥001
ZQ滇绥002
ZQ滇红001
ZQ滇腾001
ZQ滇文001
ZQ滇玉001
ZQ滇玉002
ZQ滇玉003
ZQ滇玉005
ZQ滇玉006
ZQ滇玉007
ZQ滇玉008
ZQ滇玉009
ZQ滇玉018
ZQ滇玉019
ZQ湘益008
ZQ滇红金003
ZQ滇大金001
ZQ滇沧金001
ZQ滇镇金001
ZQ滇红金001
ZQ桂桂平001
GQ滇禄001

债务人/项目名称
泰国清迈蔡兴利金行、梁景芳债权项目
景洪市洪丽商行债权项目
景洪金鑫商行债权项目
王春华债权项目
便南（缅甸籍）债权项目
排早利（缅甸籍）债权项目
米旺（缅甸籍)债权项目
张小团（缅甸籍）债权项目
鲜旺（缅甸籍）债权项目
吴温贤（缅甸籍）债权项目
温奈（缅甸籍）债权项目
吴毛吞（缅甸籍）债权项目
德宏州宏银公司对洪南、莫荣杰债权项目
张华债权项目
刘兴、孟必森债权项目
东川市兴达印刷厂、昆明市东川区新华书店债权项目
马德良债权项目
思茅地区交通工程公司借款债权项目
四川省南溪县日杂废旧物资公司、四川省南溪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债权项目
俞培云债权项目
朱锦成债权项目
腾冲县宣纸厂债权项目
云南省禄丰县金龙城市信用社债权项目
昆明金剑商贸中心债权项目
云南恒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债权项目
陈争鸣债权项目
昆明腾升技贸有限责任公司债权项目
昆明协和大恒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债权项目
昆明创新拍卖租赁有限公司债权项目
玉溪市棋阳贸易责任有限公司债权项目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野生资源水果开发公司、卢正云债权项目
昆明商品批发中心（邹剑）债权项目
沈阳春蕾经贸实业有限公司（王德印）相关权益项目
德宏州团结报社债权项目
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黄金生产服务公司金银专项贷款债权项目
杨鸿星债权项目
沧源县金矿债权项目
镇沅县黄金公司债权项目
云南省元阳县黄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项目
平乐县房地产管理所债权项目
云南恒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本金
1,164,100.00
750,000.00
495,000.00
406,700.00
58,000.00
288,115.00
20,000.00
16,500.00
454,728.60
2,500.00
33,256.00
108,000.00
627,181.87
6,606.18
17,000.00
60,000.00
13,000.00
222,200.00
193,450.18

0.00
40,000.00

0.00
20,000,000.00
3,500,000.00
70,000.00
200,000.00

15,238,740.00
3,991,000.00
15,530,000.00
7,369,270.00
25,000.00

7,650,000.00
9,500,000.00
1,150,000.00
2,008,000.00
46,000.00

7,250,000.00
34,132,090.00
7,050,000.00
130,000.00
700,000.00

利息

28,600.00

105,834.28
10,490,000.00

1,093,318.00

56,900,350.53
4,876,493.04

合计
1,164,100.00
750,000.00
495,000.00
406,700.00
58,000.00
288,115.00
20,000.00
16,500.00
454,728.60
2,500.00
33,256.00
108,000.00
627,181.87
6,606.18
17,000.00
60,000.00
13,000.00
222,200.00
193,450.18
28,600.00
40,000.00
105,834.28

30,490,000.00
3,500,000.00
70,000.00
200,000.00

15,238,740.00
3,991,000.00
15,530,000.00
7,369,270.00
25,000.00

7,650,000.00
9,500,000.00
1,150,000.00
3,101,318.00
46,000.00

7,250,000.00
91,032,440.53
11,926,493.04
130,000.00
7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