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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时评
时维七月，手机品牌
又“ 厮 杀 ”了 半 年 。 这 半 年 间 ，苹
果、小米、华为、三星……群雄逐鹿依旧，又有大神
与乐视入场搅局，奇酷初露锋芒；高配的华为荣耀也于 7 月 1 日启
动预定，
将于 7 月 7 日上市。
海南本土两大手机零售商——米井通信与王者天创提供的信息显示：动辄以 5.5 英寸屏、
1300 万像素、八核驱动等核心硬件为标配，国产品牌手机凭借硬件优势，已在海南市场前五名中占得四席，三
星这个传统的手机行业巨擘步步退却，
已从前五名跌出，仅剩不到 15%的
“地盘”
。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硬件配置随机“硬”
变，市场销售放下“身价”

国产手机打了
“硬仗”还拼啥
国产智能手机
“一条道”拼硬件拼高配
联通、电信今年宣布 4G 混合式组
网正式商用，对于手机商来讲，这是一
个很好的机遇。特别是在 4G 手机的
更新换代方面，甚至包括一些低端机
型在内，诸多国产品牌都配备了至少
四个核心的处理器。
“上半年上市的几款新机，总体来
讲市场表现都不错，而且性能优越，特
别是在硬件方面，竞争很激烈。”王者
天创市场部负责人艾建军说，
“ 去年，
国产手机的逆袭，很大程度上靠的是
硬件过硬，在今年更是如此，MTK 的
芯片已成了‘低配’，1300 万像素的摄
像头也成了普通配置。”
硬件方面的竞争是当下的趋势，
手机屏幕越做越大便是表现之一。连
一度拒做大屏的苹果，也在去年 10 月
首次推出了大屏手机作为市场主力机
型，而在今年 4 月下旬上市的三星 S6，
除了保持大屏外，
还设计了曲面屏。
在电池方面，这种“攀比”风也开
始显现。据艾建军介绍，如今的智能
手机除了语音、短信以及上网之外，还
承载了诸多功能，加上机身越做越薄，
对电池的电量需求也就越来越高。
“上
半年上市的金立 M5，电池容量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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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6020 毫安，而在此之前，容量 4000
毫安就算大电池了。
”
“功能机时代，产品拼的是外观设
计，内置硬件相差无多；智能机时代，
外观上有同质化的趋势，加上安卓与
IOS 两大系统深入人心，拼硬件几乎成
了国产品牌抢占市场的唯一通道，也
是当今智能手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米井负责人丁荣欣如是说。

互联网企业“搅局”
意在博“用户入口”
艾建军认为，从用户角度考虑，手
机硬件之争，是一大利好，毕竟可以享
受更好的产品体验。
“ 从这点看来，硬
件之争也是手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而互联网品牌的加入加速了这一
趋势，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情况又有
所加剧。
”
互联网企业做手机一向打着“不
以硬件赚钱”的旗号。小米于 3 年前进
军手机行业，以较高的配置、较低的售
价以及“粉丝文化”，一举占有了不小
的市场份额。也几乎是从那时起，不
少消费者心中也产生了“国产手机也
有精品”
的认知。
今年 6 月，大神 FI Plus 与乐视手
机的上市，在中低端市场，引发关注。
大神 F1 极速版搭载了行业领先的高

通骁龙 410 处理器，64 位 Cortex A53
架构的运算速度比传统手机的 32 位
CortexA7 架构提升 50%，图形处理器
能力比上一代大神手机提升 50%，配
合 2G 的大内存，玩 3D 手机游戏、拍摄
播放高清视频，可以说都应付自如。
而乐视手机性价比同样出彩，不仅机
身采用无边框设计和全金属机身，配
有超 2100 万高清摄像头、超高清“乐
彩屏”，内置 Hi-Fi 芯片，在软件方面
还有专属的乐视应用市场。
“相同的价格，更高的配置，若想
在这一档的市场站住脚，那么就必须
要有更好的配置，更高的性价比。”丁
荣欣说，
“很多互联网企业做手机的思
路与小米一脉相承，拼硬件，却不靠硬
件赚钱。博取用户入口，才是现阶段
的首要目标。
”

很低的手机行业，这是一场不得不打
的商战。
”艾建军坦言。
一名业内人士透露，在手机行业，
有着低价机抢占市场、高端机完成盈
利的共识。然而，要完成盈利，则必须
先占据相当数量的市场份额。
“拼硬件
的另一面实际是拼低价，但最终谁能
赢得消费者，除了这两方面要表现优
异，还要有更好的用户体验。这也就
要求企业还需从 UI、应用等方面入手，
甚至研发更胜一筹的系统。”该人士如
是说。
然而，在以高配硬件抢占制高点
的交替战之后，在“不以硬件赚钱”的
低价厮杀之后，国内 4G 智能手机下一
步还拼什么？对消费者而言，或许是
期待；对生产商来说，更大的挑战还在
后面。

各路手机商
拼硬件把价格拼低了
迫于竞争压力，互联网企业的“搅
局”手机，硬件标准越做越高，而售价
却越来越低。一场价格战不期而至。
“大神 F1 Plus 降价至 399 元。乐
视宣称‘购买 5 年会员，手机免费’，迫
于压力，红米也降价一两百元。所以，
与其说是比拼高性价比，不如说是一
场互联网企业挑起的价格战。在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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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初，海尔智能空调全面接入苏
宁云，这是海尔智能空调的又一个跨界
合作。无独有偶，在海尔智能空调接入
苏宁云后，美的也宣布携手苏宁推出智
能计划。另据媒体记者爆料，喊出向互
联网转型的格力，正频繁与 360 接触，主
题依旧是智能空调。种种迹象显示，中
国空调业即将迎来一次大洗牌。
高库存让国内的空调制造商们如坐
针毡。去年十一黄金周，
格力、
美的、
奥克
斯等空调品牌纷纷扛起降价大旗，
试图用

近期，国产手机市场好不热
闹，各路知名品牌你方唱罢我登
场 ，不 但 一 会 儿“ 酷 ”，一 会 儿
“乐”，还有“大神”跳，指纹识别
更看“荣耀”……要说有竞争是
好事，但若发展到自相残杀、恶
性竞争的地步，相关各方便可能
尝到市场的
“报复”
。
权威数据显示，一直高速增
长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在今年第
一季度出现首次下滑，这对目前
仍以国内市场为主，且试图通过
强悍的硬件配置和超低的价格获
得关注度的国产手机厂商而言，
无疑有些适得其反了。
虽然 2015 年华为、小米等
手机厂商纷纷喊出了 1 亿部的
销售目标，但究竟谁会率先完成
这个目标？尽管目前还不好说，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非良性市场
竞争中往往并无真正的赢家。
在商言商，眼下国产手机如
此低价地拼杀，即便要保住微利
也是困难。在技术没有实质性
突破的现实情况下，又如何保证
产品的质量和用户体验，如何避
免在消费者心中留下“同质化高
配、低质量低价”的不良印象？
这些成了国内品牌手机生产商
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智能手机芯片从最初的单核
到双核再到今天普及的四核，甚
至部分高端旗舰机的所谓八核，
真的越多的
“核”
就意味越强的核
心竞争力吗？该更侧重去看手机
整体的优化。随着手机“硬件军
备竞赛”
的巨大投入，
国产手机的
高配实在难以成为炫耀的资本。
手机厂商应该适时跳出这个怪
圈，
围绕用户体验多做文章。
“杀”得一时兴起或许是勇
者，但绝不是智者。若想让自己
在智能手机的商战中胜出，不妨
把眼光放长远些，切莫陷入恶性
竞争的泥淖。

如果电视机只具备 3840×2160 分辨率
的屏幕显然是不够的。为了保证真正的
4K 超高清视觉享受，屏幕上显示的视频
内容也必须达到超高清的级别才行。
“当前市场上的假 4K 彩电通常有
两种，一是只配备了 4K 屏幕，内置的芯
片却不具备 4K 视频播放能力，或者解
码的格式不齐全。”谢秀春说，
“ 另一种
则是在屏幕上做了手脚，厂商偷工减
料，整个屏幕总共只有 600 多万像素，而
真正的 4K 屏幕应该有 820 多万像素。
”

市场上假4K多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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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

■ 萧清

这台夏普爱上关机重启
张女士买了一台 40 英寸的夏普电视机。
电视机刚使用不久，就突然自动关机，间隔几
秒钟后又重启。当时，张女士以为是偶发故
障，但发展到后来，每隔五六分钟就重启一
次。张女士报修后，夏普维修人员上门察看，
给电视机作了系统升级，
但随后电视机故障依
旧。夏普维修人员上门多次，问题始终没解
决。维修人员称，电视机总归存在一定返修
率，但为何这么短的时间就出现问题，还需要
进一步检修。记者看到，
电视机检修报告上写
着：
“原因确认：初步判断主板故障”。因为已
超过 15 天，所以不能退换机，只能继续维修。
夏普电视机售后热线工作人员称，
目前只能给
张女士更换电视机主板。
（
《新民晚报》
）

这台小天鹅口碑飞不起
湖南常德的姜先生花 3000 元买了一台小
天鹅冰箱，
才用了 3 个月，
冰箱就频频出问题。
维修人员在第二次检修中发现是冰箱主板出了
问题，
但经过几次维修，
冰箱仍无法正常使用。
厂家售后服务人员称，
由于冰箱已进行过
一次维修，且主要是冰箱主板的问题，因此厂
家发送了一块新主板，
到货后将为姜先生免费
更换。但工商执法人员指出，根据《部分商品
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消费者购买的电冰
箱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
通过售后上门维
修了多次还无法正常使用，
且从维修至今超过
了 3 个月的，
消费者可选择免费调换同型号同
规格的产品。经调解，
小天鹅厂家同意为消费
者更换一台同型号的新电冰箱。 《常德晚报》

这台康佳
“身体欠佳”
福建仙游的林先生在当地购买了一台 55
寸康佳电视。但才用了 3 个月多，
电视的电路
板就出现问题，
商家维修后不到一个月，
电路板
又出现问题。他怀疑是质量问题，
要求更换电
视，
但商家以过了包退包换期为由拒绝更换，
只
答应维修。
工商人员表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
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
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
修理等义务。没
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
消费者可以自收
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
七日后符合法定解
除合同条件的，
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
不符合法
定解除合同条件的，
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
修理等义务。林先生的电视虽然过了七日退货
期限，
但在保修期内两次维修仍不能正常使用
的，
商家应给换货。最终，
商家同意给林先生更
换一台新电视机。
（
《湄洲日报》
）

4K彩电有“山寨
山寨”
”几招教你识“李鬼
李鬼”
”

本报讯 （记者张靖超）消费者购买
了 4K 彩电，搬回家后，却发现无法观看
4K 视频？据了解，现如今，不少厂商在
热炒 4K 概念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寻
找办法降低成本，其中竟然有生产山寨
4K 产品的
“招数”
！

工信部数字电视标准符合性检测中
心副主任张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只有能接收、处理、显示 3840×2160 像
素分辨率的电视产品，才称得上 4K 产
品，言外之意，达不到该标准的均是“近
似 4K”电视，NPD DisplaySearch 液晶
电视分析总监杨静萍透露，为了降低 4K
面板成本，
面板厂商开发了一种 4K 规格
面板，称为 RGBW 或 GreenUHD，目前
很多产品都在应用这类面板。
据披露，
“4K”
中的
“K”
是英文
“kilo”
（千）的第一个字母，4K 表示水平方向约
有 4000 个像素，为了方便称呼，将 3840

国产手机
切莫恶性竞争

制图/陈海冰

几招识别山寨4K

个像素称作 4K。而 UHD（Ultra- HD）
电视指的则是屏幕分辨率和像素点数量
高于普通 FHD（Full-HD）电视 4 倍的电
视。如若公然打着
“4K UHD 电视”
的幌

子，
定价与真正的 4K 产品处于同一水平
线上，
已涉嫌欺诈消费者。
据海信海南分公司负责人谢秀春介
绍，虽然 4K 只规定了屏幕的清晰度，但

那么，消费者在购买 4K 彩电时，该
如何避免掉入山寨产品的陷阱呢？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介绍了一种区
分 真 假 4K 电 视 的 办 法 ：假 4K 显 色 模
糊，
用放大镜看的话，
可以看到白线。
苏宁电器的一名导购人员称，目前
有一种被行业内广泛斥为假 4K 屏的液
晶屏。这种屏幕采用 WRGB 技术，总共

只有 600 多万像素。在选购电视时，消
费者要注意产品介绍中是否有
“WRGB”
的字样，
如果有，
就可以确定是山寨 4K。
“还要看该彩电是否有 4K 视频片
源。”小米科技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由
于 4K 片源难找，很多消费者都对 4K 电
视寄予厚望。真正“有料”的 4K 电视品
牌，不仅电视产品本身做得好，在内容
服务上也要跟得上。如果厂商能免费
提供片源，就能吸引更多消费者去购
买，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说服
力的证明。
据了解，目前国内一些知名电视品
牌就有免费提供 4K 片源的服务，
例如创
维会在其销售点设有“4K 加油站”，其电
视系统内部还有 4K 频道；
TCL 已在自己
与爱奇艺、芒果 TV 合作的机型中加入了
4K 专区，里面有数十部 4K 电影；小米电
视也与优酷、搜狐视频的资源库相连，
同
样拥有大量视频资源。此外，
乐视 TV 推
出的 X50Air，其 4K 专区也已有了数百
部 4K 超高清电影和电视剧。

家电
帮手
小心患上
“空调腿”
“夏季来临，最近发现因常吹‘空调’引
发‘滑膜炎’的患者有所增加。”暨南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骨关节外科教授查振刚提醒，随
着 盛 夏 的 到 来 ，办 公 场 所 开 始 进 入“ 空 调
季”，于是也就衍生了一种被称为“空调腿”
的夏季膝关节病症。

怎样预防
“空调腿”
？
1.空调温度不宜太低，一般控制在 25℃
~27℃，
避免正对着空调风口吹。在空调室内
要适时起身活动四肢和躯体，以加速血液循
环。2.尽量避免长时间吹空调，
尽量减少吹冷
气时间，
建议午休时离开空调房，
让身体稍作
“休息”
。3.做好保暖护好膝盖，
在空调室内，
最好以长裤、丝袜等衣着保护膝关节和脚底
心，
亦可用衣物覆盖膝部予以保护。4.适当锻
炼腿部肌肉，
可以通过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锻
炼腿部肌肉，
改善关节功能，
有效预防疾病。
）
制图/陈海冰 （黎秋玲 张艺奕/《新快报》

智能空调井喷增长 企业创新才是正轨
经济杠杆清理库存，
但效果并不理想。然
而与此同时，智能空调迎来了井喷式增
长。有专家称，在过去的一年里，智能空
调销量增长 300%，未来仍有很大的增长
空间。一边是传统空调的滞销，
一边是智
能空调销量的井喷式增长。在智能家居
大潮之下，
空调市场洗牌已成定局。
当下空调高库存的隐患，并非简单
的市场受挫，而是国内空调市场多年积
累下的顽疾。一直以来，国内空调制造
商都沉迷于市场份额争夺战中。2013 年

10 月，变频空调新能效标准（APF 标准）
正式实施，以格力、美的为代表的空调制
造商遭遇了一次小劫难。
再看技术变革方面，十年前，日本和
欧美市场的变频空调技术已经成熟，
国内
才开始研究变频空调技术。准确地说，
在
过去十年时间里，
国内空调制造商都在为
争夺市场份额而活。接连不断的价格战，
是各大空调品牌抢夺市场的表现。
不可否认，
格力和美的是国内空调市
场的两大巨头，
但在高端市场却依然是大

金、
三菱重工等日系品牌的天下。一味追
求规模，让格力、美的们迷失了自己。在
去年，
美的曾经召开了两场规模空前的智
能家居发布会。时至今日，
美的并没有相
应的产品上市。格力与小米对赌之后，
推
出了格力手机，
在智能家居的布局仍然是
纸上谈兵。追根溯源，格力和美的，都在
乎的是空调市场第一和第二这个位置。
相比之下，市场份额较弱的海尔，在
创新方面的步伐更大一些。从喊出向互
联网转型的口号，到推出成熟的智能空

调产品，并构建基于互联网思维的互联
网工厂，海尔的转型步伐还是很快的。
与美的停留在战略口号的做法相比，海
尔的转型更实际。
在互联网时代，空调制造商们要利
用好互联网平台，洞察用户需求，并以此
确定转型的方向。在空调市场的这一轮
洗牌上，空调制造商面临产品、销售渠
道、供应链的全方位变革，要实现这些变
革，
唯有靠技术创新。
（贾敬华/《中国产经新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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