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买苹果手机，现在的渠
道也很多，业内人士介绍，运营
商包括移动和联通，都专门为苹
果定制了不同的话费补贴活动，
消费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求，考虑运营商渠道，对话费有
一定补贴，也降低了自己的购机
门槛。

如果选择运营商渠道买苹果
手机，究竟怎么买最划算？为此，
天府早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成都联

通副总经理屈罡。
据屈罡介绍，今年联通主推

“冰激淋套餐+苹果”的组合，分
为存费送机和购机送费两个活
动，以 iPhone8P 256G 的手机为
例，存费送机预存话费 7999 元，
选择398元/月的冰激凌套餐，联
通每月返还话费 220 元，2 年合
约期，总共返还话费 5300 元，相
当于购买手机只花了2700元，用
户每个月只需要交398-220=178

元，两年的总花费是 178×24+
2700=6972 元，比买裸机再加入
4G 套餐划算，而且以苹果的质
量，用 2 年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此外，还有1年期的购机送费等9
款套餐选择。

究竟哪种套餐适合自己？屈
罡表示，说到底，按需选择，根据
自己每个月的通话和流量需求，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套餐，是买手
机的不二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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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何颖）昨日，乐
山商行龙泉驿支行正式开门迎
客，该行是乐山商行成都分行向
下延伸的第2家支行，标志着乐
山商行机构建设再次迈出坚实步

伐，标志着乐山商行以“成都区
域、乐山区域”为双核发展战略进
一步走向深入。今明两年，乐山
商行还将在成都市武侯区、高新
区、天府新区等地布局多个营业

网点。届时，乐山商行在成都区
域网点布局和服务架构将进一步
完善，将更有基础和条件为成都
经济建设和市民生产生活提供高
效、便捷、灵活的金融服务。

早报讯 昨日，成都市天府新
区三宗地块正式拍卖，合计出让
面积447亩。本次天府新区的土
地公开出让，是今年以来该行政
区域内的第二次公开拍卖。其
中，成交楼面价最高的是位于天
府新区华阳街道办事处一心村六
组，鹤林村四组的宗地，通过118
次竞价，12次配建基础竞买，最终
由万科竞得，成交楼面价 12000
元/平方米（需配建无偿移交人才
住房125套），但实际楼面地价却
高达 16477 元/平方米，最终在

1600万/亩达到最高限价，成交总
价6.54亿元。

另外两宗土地均是位于天府
新区正兴街道，包括田家寺村三、
四组，田家寺村集体的土地由保
利竞得，成交楼面价 9600 元/平
方米，最终在配建745套人才住
房成交，总价为27.27亿元；而田
家寺村四、五组，大安桥村一组的
土地再次由万科竞得，成交楼面
价 9600 元/平方米，真实楼面地
价为14067元/平方米，总成交价
为37.71亿元。 （沈婷婷）

早报讯（记者 吕越）近日，通
用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
丽·博拉在上海召开媒体见面
会，分享公司关于构建未来个人
出行的蓝图。在城市化快速发

展的当今社会，通用汽车始终致
力于减少事故、降低污染、改善
拥堵，最终实现“零事故、零排
放、零拥堵”的美好愿景。通用
汽车认为，电气化、智能网联、自

动驾驶和共享服务相结合，将驱
动未来个人出行方式的实现。
预计到2050年，通用汽车全球所
有生产及办公场所均将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发电。

iPhone8/8P今日开售，成都市场几乎无“水货”

货源充足价差不大“水货”商热情不高
■ 天府早报记者 江南

越骂越买，这似乎是每次苹果发布新品后的市场反应。
前一刻还在朋友圈吐槽的，后一秒也许就已经下手在预约新
一款iPhone手机了。今日，iPhone8/8P系列产品正式上市
开卖，天府早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通过正规渠道基本
上都能购买到iPhone8/8p系列，成都本地几无“水货”。

“现在成都的大小经销商都
在等待11月 iPhoneX开卖”，张哥
透露，“从8月份开始，iPhone就走
不 动 了 ，都 在 等 新 款 ，预 计
iPhoneX能达到一个销售高潮，我
这里得到的内部消息是，开售的
前几天，一台iPhoneX估计能卖到
一两万元。”

上述说法天府早报记者在成
都太升南路采访时也得到了印
证。“我能保证新品上市第一天就
可以发货”，成都太升南路一手机

“黄牛”向记者保证，“但你要提前
预定，要付全款。”该“黄牛”同时
称，“现在约的是优先发货权”，最

终的购机究竟要加价多少，则“要
看到时行情最终定，现在只是报
价”。

谈到今年的“行情预期”，一
个“黄牛”告诉记者，按照往年的
套路，发售前几天的价格肯定会
炒得很高，最初阶段新机的价格
每天都会剧烈波动，像坐过山车，
上午和下午的价格都相差很大，
因此很难预测。去年 iPhone 7
Plus的亮黑色版，最高炒到2万多
元。今年iPhoneX官方起售价就
挺高，他预计“水货”卖价肯定是
水涨船高，人气旺的话低配版也
有可能过万。

一“水货”商表示，“iPhone8/8P 的 OLED
屏，如果不小心摔坏，更换成本都能占到整个
手机价格的 1/3，iPhoneX 还要加上‘刘海’，整
个更换成本占手机价格1/2了，这样算下来，谁

还敢买‘水货’？再加上国行还有碎屏险可
以购买，随着市场的成熟，这两年大

家基本上都买国行了，‘水货’
也就没人卖了。”

天府新区再次土拍 楼面价最高12000元 乐山商行双核发展战略再进一步

通用汽车董事长详解未来个人出行

黄牛对iPhone8/8P不感兴趣的原因

iPhone 8、iPhone 8 Plus、iPhoneX起售价对比
中国内地：5888元、6688元、8388元
中国香港：5007元、5760元、7182元
美 国：4566元、5220元、6526元
日 本：4670元、5322元、6685元（折合人民币）

可以看出，今日开卖的iPhone8/8P都只有约
1000 元的差价，加上人民币汇率变
化以及运输等成本费用，对“黄

牛”来说利润空间太低，风险太大。

价差不大11

货源充足2
据内部人士介绍，今年成都地区首批

供货达到了近300万台，基本上已经能够
满足需求。

保修政策33

全球各地差价不大
根据苹果中国官网显示，

iPhone8系列共有64GB和256GB
两种配置，价格分别为5888元和
7188元。iPhone8P系列共有64G
和 256G 两种配置，价格分别为
6688 元和 7988 元。说到苹果，

“水货”是绕不过去的坎。一般来
说，影响“水货”价格的因素有两
点，分别是发货周期和发货价格。

天府早报记者昨日登陆苹
果官网预约，iPhone8/8P发货周
期都较短，网上显示1—2周就能
发货。

在价格上，就中国内地、中国

香港、美国、日本这几个以往“水
货”产品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来看：
中 国 内 地 iPhone 8、iPhone 8
Plus、iPhoneX 起 售 价 分 别 为 ：
5888元、6688元、8388元；中国香
港为5007元、5760元、7182元；美
国为4566元、5220元、6526元；日
本为4670元、5322元、6685元。

可以看出，除了 iPhoneX地
区间有近2000元差价外，今日开
卖的 iPhone8/8P 都只有约 1000
元的差价，加上人民币汇率变化
以及运输等成本费用，对“黄牛”
来说利润空间太低，风险太大。

成都市场无“水货”
往年新款 iPhone开售，水货

市场也是一片繁荣景象，来自中
国香港、日本、美国的手机一机难
求，甚至出现加价上万抢购的场
景，但从今年的市场情况来看，
iPhone正在悄然丧失魔力，很难
重现前几代产品的火爆。

昨日，天府早报记者在成都
太升南路“水货”渠道聚集地采访
发现，各“水货”商对 iPhone8/8P
热情不高，甚至手里都没有“水
货”在售。“现在我这里都没有‘水
货’，只有行货”，“水货”商张哥表
示，“不止成都，整个西南市场都
只有行货。”究其根本，苹果的保

修政策是重要原因。“iPhone8/8P
的OLED屏，如果不小心摔坏，更
换成本都能占到整个手机价格的
1/3，iPhoneX还要加上‘刘海’，整
个更换成本占手机价格1/2了，这
样算下来，谁还敢买‘水货’？再
加上国行还有碎屏险可以购买，
随着市场的成熟，这两年大家基
本上都买国行了，‘水货’也就没
人卖了。”

而且往年缺货导致加价购买
的情况如今在iPhone8/8P身上很
难再现。据内部人士介绍，今年
成都地区首批供货达到了近300
万台，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需求。

加价高潮或许在 iPhoneX

播报 iPhone 7系列价格直降800元

随三款新手机的发布，包括
iPhone SE、 iPhone6s 以 及
iPhone 7 系列的旧机型昨日起
全线降价，其中iPhone 7系列价
格直降800元。

苹果官网信息显示，目前
iPhone SE 国行起售价为 2988
元 ，iPhone 6s 国 行 起 售 价 为
3788 元，iPhone 6s Plus 国行起
售价为 4588 元，iPhone 7 国行

起售价为4588元，iPhone 7 Plus
国行起售价为5588元。相比之
下，此前上述机型的起售价分
别为3288元、4588元、5388元、
5388元、6388元。

提醒 买苹果，按需选择算清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