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阿里巴巴、
腾讯等行业巨头的进入，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
ty）概念近期明显升温。

然而，什么是虚拟现
实？它能做什么？海南的
市场运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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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移动
“流量降费”八大举措

海南移动在4G领域行动最早，早
在2013年4月29日，中国移动海南公
司宣布正式启动4G网络商用。数据显
示，截至2016年4月底，海南移动的4G
客户占比已经超过4成，达到200万户。

截至目前，海南移动城区4G覆盖
率已达到99%，行政村4G覆盖率已达
到87%。

海南移动自2015年陆续推出流量安
心包、语音短信不限量套餐、假日流量套
餐、4G流量卡、夜间流量套餐、夜间流量
促销、4G流量大派送、国际及港澳台流
量包天不限量“流量降费”八大举措。截
至2016年4月，享受到上述流量降费举
措的客户累计约400万户。

海南移动自2015年10月1日起向
所有手机客户默认开通固定包月套餐
内流量当月不清零服务，套餐内当月剩
余流量可以结转至次月使用。截至
2016年4月，超过600万客户开通流量
当月不清零服务，其中，约380万客户
享受到该服务。

国家工商总局：

网店必须实名
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公布了《2016网络市

场监管专项行动方案》。落实网店实名制，
规范网络经营主体，是此次专项行动的重
点任务之一。不少网民对此纷纷叫好，并表
示落实网店实名制，网店违法的机会少了、
成本高了，从而倒逼网店遵纪守法，净化网
购环境。网店规规矩矩经营，消费者的权益
才有保障。

对此，舆论呼吁相关管理部门严格执法，
将网店实名制全面落实，并进一步加强对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刷单等行为的监管和处
罚力度，为消费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网民“乔美眉”表示，网店实名制后，网店
店主的违法动作就会暴露在阳光下了，为治理
假货、防范刷单行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网络购物投诉呈现爆发式增长。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刷单炒信等违
法行为是网购市场的主要顽疾。网民“倪恒
虎”表示，落实网店实名制，是攻克这些顽疾的
重要一环。网店无法借助“马甲”隐身，也就不
敢公然违法。

网民认为，网店实名限制的是那些违规经
营者的自由，而对大多数网店来说是更好的保
护。当然，净化网络购物环境，仅仅依靠网店
实名制还不够。在加快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经
营资格审核的同时，监管部门应严厉打击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刷单等行为，对其依法问
责，为消费者与商家创造一个良好的交易环
境。 （据经济参考报）

智能家电看起来很美
三大问题待解

在三大白电巨头的2015年年度报告中，
发展智能家电成今年的重头戏之一。但与智
能电视等产品相比，智能白电的渗透率很低，
价格也较高。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白电市场存在价格
高、渗透率低，又欠缺标准化的现状。

问题1：价格高但功能少用

记者看到，某品牌的冰箱中，凡是提供“智
能”操作键的，规格差不多的情况下，一般比普
通冰箱价格要高五成左右。

有产品经理说，智能家电只是增加了一个
无线通信模块，目前以wifi为主，技术上并不
难做到。不过由于市场策略原因，智能家电第
一阶段上市的都是高端机型，未来才会在终端
和低端产品上体现，所以目前价格较贵。

问题2：噱头多致渗透率低

目前，格力、美的、海尔等白电巨头都看上
了智能家电这块蛋糕，但至今智能白电的业绩
仍不够理想。三大巨头的2015年年度报告
中，只有海尔提到了去年白电智能化的销量。

该人士认为，目前市面上“空冰洗”的智能
产品仍然停留在噱头多一些，新增的功能并不
能真正改变消费者的生活，所以消费者并不买
账。

问题3：智能化无统一标准

“真正的智能化是所有家电在一个系统里
协同工作，单个家电智能没有意义。”家电人士
如此表示。

各个品牌平台各自为政，最终无法让消费
者感受到便捷，智能家居能够互联互通非常关
键，没有一个统一的接口标准，再智能化也是徒
劳，但标准制定是一个漫长过程。

（据广州日报）

“五一”黄金周家电促销
影响力正在弱化

据奥维云网（AVC）推总数据显示，“五
一”当周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为121万台，
同比下降27%，零售额规模达42亿元，同比
下降39%。造成“五一”当周彩电市场规模
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家装市场回
暖以及婚庆高峰再现，4月促销热点多，乐
视414、国美415、苏宁天猫418的大规模促
销，提前截流消费者对传统家电的购买需
求。

奥维云网分析认为，“五一”的促销节
奏正在发生改变，促销高峰前移至 4 月中
旬，“五一”当周的促销影响力正在弱化。
未来彩电市场的“五一”、“十一”两大传统
促销节点将逐渐演变成技术产品孵化与升
级的舞台。

目前，在日益严峻的市场环境下彩电企业
正试图通过硬件的创新寻求一线生机，HDR
技术、OLED电视、8K电视和激光电视作为电
视未来发展的方向，成为“五一”促销彩电企业
和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据人民网）

“海口首个VR虚拟现实体验馆落
户！”“五一”小长假期间，海口西海岸一
家房地产项目的这一动作吸引了近千人
体验VR看房。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房
地产项目的VR体验间配套不复杂，市
民只需戴上眼镜就可以获得真实的看房
体验。

“我只要戴上眼镜，调控手柄，就能
开灯、开冰箱，感觉像真的在样板间看
房！”海口市民周小姐一下就被VR虚拟
技术吸引，喜欢新事物的她虽不是第一
次接触VR产品，但却是初次体验VR虚
拟看房。

“目前项目新一期实体样板间还没
做出来，采用VR看房不仅能让客户提前
看到样板间，又能增加科技感。”该项目
企划经理余甜甜告诉记者，在海南VR看
房还是很新鲜，吸引了近千人体验，大多
是20岁到40岁的人。

余甜甜介绍，因为海南本土没有开
发VR产品的公司，他们目前与广州一
家软件公司合作，“我们将样板间的户型

模型、装修风格设计稿等材料发给对方，
半个多月时间对方就能做出配套软件，
真实还原样板间室内装修风格、材质、大
小等。”

另外，看房同时推出的冲上云霄、切
水果等虚拟游戏也吸引不少市民眼球。

最近一段时间，海南大学“Oculus
VR”（虚拟现实眼镜）学生研发团队收到
了一些房地产项目抛来的合作橄榄枝，
这也印证了余甜甜的话，“在房产推介会
上，房地产项目方更愿意通过VR看房拓
展客源，客户远在千里就能参观样板间，
玩转科技。”

虽说已是一比一真实还原的实体样
板间，但仍有市民心存疑
虑，“感受一下还是可
以的，但依照虚拟的
样板间来买房还是
需要考虑，眼见为
实，我们还是希望
看到实实在在的
东西。”

马云帮你VR购物
让你愉快地

科技的进步，正让线上购物
进一步蚕食实体店生意。4 月开
始 ，淘 宝 推 出 全 新 购 物 方 式
Buy+，使用了 Virtual Reality（虚
拟现实）技术，生成可交互的三维
购物环境。简单说，戴上一副连
接传感系统的“眼镜”，就能“看
到”3D 真实场景中的商铺和商
品，实现各地商场随便逛，各类商
品随便试。

“这真的不是败家吗？”网友
表示。据说 Buy+可以 100%还原
真实场景，也就是说，使用Buy+，
身在广州的家中，戴上VR眼镜，
进入VR版淘宝，可以选择去逛纽
约第五大道，也可以选择英国复
古集市，全世界去买买买。

据说，这一技术最大的挑战
是如何快速地把淘宝10亿商品在
虚拟环境中1：1复原。比如在选
择一款沙发的时候，你再也不用
因为不太确定沙发的尺寸而纠
结。戴上VR眼镜，直接将这款沙
发放在家里，尺寸颜色是否合适，
一目了然。真有这么神吗？网友
们不妨拭目以待。（据北京日报）

虚拟现实技术VR加速“闯入”现实

看房玩游戏 海南人开启VR生活

比资费 赛网速 竞服务 三大运营商4G争锋

业
内
说
：

V
R

这
样
改
变
你
的
生
活

什么是VR，专业地讲，它是指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三
度空间的虚拟现实世界，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
拟，让使用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

业内人士介绍，VR虚拟技术主要应用在电子游戏、现场
直播、影视娱乐、医疗健康、房地产、零售业、教育、工程和军
事等领域，不久前阿里也宣布4个月后将推出Bye＋虚拟现
实网购模式。总之，VR将会使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而很多变化你以前可能从未想到过。

VR虽已开始渗入海南生活，但记者走访发现，在海南亮
相的VR应用层面仍有些简单，大多存在于房地产行业和游
戏行业。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研发眼镜属于硬件配套研发，最近
我们也陆续收到有关旅游项目的合作意
向。”海南大学虚拟眼镜研发成员廖望
说，为了可以达到VR观赏景区的目的，
一些摄影团队有意识地拍摄海南旅游景
区的3D全景视频。“这其实也算AR技术
的应用，虚拟与现实相结合，考虑到了与
人的互动性。”

“VR很时髦也很有前景，就目前来
看，VR在海南行业应用不深，海南也缺
乏VR技术性企业。”已在海南拓展诸多
项目的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赖建乐认为，VR核心技术在于芯片研

究，而国内厂商大多在原有的基础上进
行研发，核心技术的掌握仍有待提高，可
以预见，未来几年VR在海南的应用也将
加深，这是大势所趋。

赖建乐举例说，在AR（增强现实技
术）方面，很多研发虚拟技术的公司已经
通过调整指标改变房间设计和摆件，通
过展示不同的光线和视野，给用户更好
的体验和互动。接下来，用友新道公司
将进军VR教育领域，与技术性企业合作
打造VR教育产品。“我们的研发中心将
设在北京，因为海南目前仍缺乏VR研发
的政策、人才等外部条件。”赖建乐说。

VR看房受追捧

VR缺技术支撑

例说虚拟现实：

买 买 买

海南联通
“4G+”流量王套餐

在中国联通“4G+”战略部署下，海
南联通4G网络建设取得成效，从2016
年1月开始，海南联通在4G基础上基
本完成了“4G+”网络规划和建设，全新
的“4G+”网络峰值速率超过300Mb-
ps，比现在的4G网速提高了两到三倍。

5月1日，海南联通推出“4G+”流
量王套餐。该套餐每月50元含5GB
流量或100元含10GB流量，优惠力度
大。“4G+”流量王套餐，解决了用户的

“后顾之忧”。
据海南联通相关负责人介绍，联

通“4G+”流量王有四大优势：一是套内
流量大，能充分满足用户上网需求；二
是流量资费低，该套餐流量资费低至
0.15元/MB，同时还有流量放心用功
能；三是不强制捆绑语音，“4G+”流量
王既可上网又可拨打电话，用户打多
少算多少；四是不捆绑任何“包”，

“4G+”流量王每月除了月租，不再强制
捆绑其他功能包，用什么、怎么用，完
全由用户说了算。

海南电信
4G套餐“长市漫”价格一体化

2016年上半年，海南电信加大光
网建设和4G精品网络建设的投入和推
进力度。据统计，截至今年第一季度，
在4G精品网络建设上，4G网络已覆盖
全省城区、乡镇和农场场部及主要景
区，城区覆盖率达到97%。

2015年以来，中国电信针对不同
的用户群体，推出三款4G新套餐，即新
乐享4G套餐、新飞Young4G套餐以
及4G易通卡业务。值得一提的是，这
三款套餐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长途、市
话及漫游价格一体化的资费标准，来电
接听也全部免费。

近 期 ，海 南 电 信 又 推 出 天 翼
4G+。极速300M的新业务应用，1秒
钟即可下载300张高清图片、100首歌
曲，下载一部高清电影仅需27秒，比
4G更畅快，如套餐基本费89档的套餐
产品，可拥有1000M省内上网流量和
2000分钟的国内通话时间，真正“资费
省，流量足，上网快”，让用户随心享受
到信息下载和轻松娱乐的体验。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VR购物指日可待，希望借助VR科技

帮助商家促进销售。

指挥家（厦门）科技有限公司CEO曾子辕：
现在的VR技术相当于2005年的智能手机，虽

然还不完善，但已经可以让人想象对社会的改变了。

北京末元科技有限公司CEO姜威：
到那个时候，人们很难分清真实世界

和虚拟世界的区别。

脸谱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
2016年将会成为VR消费元年，VR与

智能手机未来的结合或将成为市场主流。

近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先后发布了2016年第
一季度财务报表。其中，4G业务方面，经过了一年的基础铺垫，
三大运营商都步入了快车道。

据统计，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移动4G用户达到3.77亿
户，净增6423万户；中国联通4G用户达到5930万户，净增
1515万户；中国电信4G用户达到7491万户，净增1645万户。

自2014年海南4G商用正式启动以来，三大运营商纷纷加大
投入和研发力度，随着4G网络的全面建成、4G手机的普及和流量
资费的不断下调，三大运营商比资费、赛网速、竞服务，争相为用户
创造质优价廉“畅享4G”的商业环境。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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