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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最新产品iPhoneXs系列9
月 21日正式发售，按照官网价格，
iPhone Xs 64GB、256GB和 512GB售
价分别为8699元、10099元和11899
元；iPhoneXs Max 64GB、256GB 和
512GB售价分别为9599元、10999元
和12799元。

27日，一份销售商刚刚发出、最
新 的 手 机 渠 道 销 售 价 格 显 示 ，
iPhone Xs系列稍有“跳水”：64GB报
价为8300元，比官网报价低400元；
256GB报价为9400元，比官网报价
低700元；512GB报价为11500元，比
官网报价低400元。相比来说，双

卡双待的 iPhone Xs Max 系列“跳
水”水花更大：iPhone Xs Max 64GB
报价为8900元，比官网报价低700
元；256GB报价为 10300元，比官网
报价低 700 元；512GB 报价为 11900
元，比官网报价低900元。手机商
曾老板告诉天府早报记者，“总体
来说，今年新 iPhone的价格，确实
没稳起，从上市第一天就开始降
价，第一天就降了两三百元。这几
天还算回升了点，像iPhoneXs 64GB
的，今天报价 8300 元，只降了 400
元；前两天最多时降了600元，8100
元就卖了。”

日前，中国民生银行正式发
布“远程银行1.0”，旨在全新变革
金融服务模式，着力打造“有温
度的线上银行服务”，成为客户
全方位、可信赖的贴身金融管家
和专业金融顾问。

民生银行“远程银行1.0”提
供的“有温度的线上银行服务”，
融合了“有人”的温情服务品质
和“互联网式”服务的高效便捷，
彻底地解决了传统银行服务在
时间限制、空间约束和服务触达

上的痛点，打造直达客户、全面
专业、实时快速、超乎预期的全
新金融服务模式，从而满足客户
足不出户、触手可及、个性化的
服务需求。

据介绍，民生银行“远程银
行 1.0”将逐步对外提供 4 项服
务：一是是基于面对面“视频”的
交易服务：二是基于多媒体咨询
服务的“云管家”服务模式；三是
财富管理服务；四是直客贷款服
务。 （沈婷婷）

!""#"$!!

$%&'

!"#$

!"#$%&'()*+ !" ,-./01234 #$%& 5 ''# (()*)*+,%*

%&'()!!* "+ ",-#$. #+/

0123)!"#$%&'(

)%*+,-. /0*+1$"

2345)%6 789:;<=

>?@ABCDE6 F"GH/

"I*+JKLMNOPQRS

4567!"

89:;)<=>?@ABC!"DEFG

HIJK

TUVWXYZ[0\]^_`

8abDcdefg!"#$%%"$&$

'(%$hijklm`85nop

qrs5TUtuv5m wfn

"'(%'#)*#S

!cxy3nz{hy|}E~

��g#$%$('"%%%(+'(&� z{

����I�D~��,#$%$&(

$'+#%&%#%%(#f1ijkl

!��,����D #$%$$($'"#%

+%$%%(%� (%$)� '� (+�ij

!�������TUhP��

�/��P����P�}|

D��ijm}|Dfn$#$%$(

%$$$%'")'%"m ¡]¢kl

!£¤¥m��Df¦#$%)(&$'

+($$((&))'§¨©ª«¬ + $

®¯$$%(f°§°±²³´(#)

)'*-%%¯C./0µ¶ijkl

!·¸¹xº»�¼»½¾¿

ÀmÁÂÃÄ�|�ÅÆ|DÇ

cDÇÈfn$*%&+$(%$"%"%%%

##*hijklm¡ÉÊË6

!TUÌÍÎÏ�Å»ÐÑÒ

�Æ|DÇcDÇf $$##&$(%

$#%"%%%)&&hijkl6

!ÓÔÕÖ×Ø×ÙÚÛÜÝm

(%$* � ) � $$ �Þß�àá

âm}|Ø�ãäDåfn#$$&

$*%*%('%ijklm¡ÉÊËS

LMF"

TUæçÅè0\]^1ãäf

#$%$%'%%%#"++**2é¤êëì

íîï]^m<]^�ðñò4

]¢ó�ôÓõö�÷øTU

Îùúûüý """f $ $(þ

$$fÿ]^!"#$%ðñS

TUæçÅè0\]^!"#

(%$)� '� ()�

!'&'()t*+*,[x

y-1ãäf #$%$(("%%*(%%+

+3y|}E�./0ijkl

NOF"

TU1¯2345Åè0\]

ĉ6µ7ê*8�¦ '$#$%$

%%45"$6"78)9hxé¤êì

ím 9]^/ãä:. :òq

;3 <=>¯?@ABCD>

¯?S <]^ðñò4]¢E

%ó�ô *# �÷øTUÎù

úûüöý )) f &  * þ #

fÿ]^)FGHð�I3)

%ð�NJ<Km LMN?@

OPOPQÜS

RSòn¾T $#)()#)("&+

TU1¯2345Åè0\]^

(%$)� '� ()�

!tuúUVWLXy|}E

~�.c6µYê*8�¦ '(#

$%$%"45"(;+#<";hijkl

PQRSTUV

Z[Ë\ÓÔ]�^_`a0\

]^n

.òbT� (%$) � ) �

() �cd!efgh iðñj

klímm.ò9HZ[Ë\ÓÔ

]�^_`a0\]^n0�

c(%$#h opqqrs (&( f

tq�uìÇm vw�±-ðñ

jxyhd!em<Z[Ë\ÓÔ

]�^_`a0\]^ÿd!e

z5�{uìÇvw�ð�S

¡Éª|

bT

!TU�}Uú}~����

ý��^�|®�OòDÇ�

.S 6µYê*8�¦ $(#$%$

(*4<%=*&(+>"ijÊËkl

!��ú����Xy|}E

:ãäfn#$%$%#"%%*#(#&+3~

�.ijkl

HIJK

}'TU�4��]^���

? �JÛ������#��

�s5}'v5�`8abD

:def ="#$%%%%+)##%$mw

f #$%%$#'+(%)%#'%%$"'#3i

jklS }'TU�4��]

^��� ? �JÛ����

��#]� :#$%$(*#%%$&'+3

ijklS }'TU�4��

]^��� ? �JÛ���

���#¹��8�:#$%$(*

#%%$&')3ijklS��:¹�

��3��:#$%$(*#%%)"*"3i

jklS

!p)���ÝTU���ú

��ÝÞß�ÓÔ����Á

Â0\]^p���I�D~

�.Ô�r #$%$%+&(&&#$+%(

fijklS

!TU�� :0\] ĉ6µ

7ê*8�¦n'$#$%$%%#"'"#

)#$>!hx]^é¤êìíìP

ã¡.]^S <]^�?@ðñ

ð�ò4.]¢E%ó�ô *#

�÷mÿ¢]^G"#$%ðñ

ð�m¡É]¢

!9²ò£�¤G�ijµz

³´n ³´�Mn(%$+ � & �

$" �m³´÷¥n]^¦§¨�

©�MÎþª� @&&#A«ñ�

¬m³´fnBC?DEF%(*""mt

n*)$) ¯m9²òn£�¤m®

z³´ÊËklS

HIJK

¯°n±²³G´°nÂµ¤mó

¶n Â·¸� (%$& � $ � (+

��¹º'»�J¼½Fr�

tFr½»DËmåfn4#$%((

&$#"ijm¡ÉÊËklS

近日，中信银行在业内率先
推出银联“人脸支付”与银联手
机“碰一碰”付款方式，这是继二
维码支付方式后，为持卡人提供
的全新移动支付选择。

中信银行此次推出的银联
“人脸支付”通过持卡人在微信
公众号预先绑定头像信息与支
付账户信息，从而真正实现“无
感支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大幅提升支付体验。

据悉，另一项银联“碰一碰”
付款，是依托银联最新的标签支
付技术，商户仅需在柜台上粘贴

脱机芯片贴纸，用户手机直接碰
触标签贴纸即可完成付款。该种
支付方式具备商户接入成本低，
收款便利性高的特点。同时，

“碰一碰”标贴里的标签数据具备
防复制、防篡改的优点，用户选
择“碰一碰”付款时，支付过程中
受到手机内置安全芯片的保护。

目前“人脸支付”和“碰一
碰”两种付款方式，可以广泛应
用于公交地铁、餐饮、校园、商超
便利店、医疗卫生等银联“移动
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场景建设。

（沈婷婷）

上市刚一周，新iPhone成都全线破发

最高“跳水”900元 老款反而涨价
■天府早报记者 江南

“史上最贵”苹果iPhone
Xs Max正式开售刚刚一
周，成都手机市场出售的
iPhone Xs/Xs Max，价格
与官网相比均有不同程度
降价，幅度从几百元到近
一千元不等。在9月21日
首销当日，iPhone Xs系列
价格就已经破发，比官网
价低200元—300元。27
日 ，512G 版 iPhone Xs
Max成为“跳水”最厉害的
手机，差价达到了900元。

iPhone Xs
64GB报价为8300元
比官网报价低400元

256GB报价为9400元
比官网报价低700元

512GB报价为11500元
比官网报价低400元

iPhone Xs Max
64GB报价为8900元
比官网报价低700元

256GB报价为10300元
比官网报价低700元

512GB报价为11900元
比官网报价低900元

（27日成都价格）

27 日中午成都泰升路通讯市
场，市场里几乎看不到新iPhone的
广告，而回收和维修iPhone的招牌
倒 是 有 不 少 。 同 样 ，来 买 新 款
iPhone的买家也不多，约1小时内，
只有2个人前来问价。

“新iPhone那么贵，哪个买哦，
简直不感兴趣。”正在通信城里闲逛
的高先生向天府早报记者吐槽，“比
如 iPhone Xs，它就是 iPhone X 嘛，
样子差不多，不能双卡双待，价格一
下就贵了两三千元，拿到手上，哪个
晓得你拿的是新iPhone嘛，都以为
你还在用 iPhone X。”在高先生看
来 ，买 新 款 iPhone Xs 还 不 如 买
iPhone X划算。

此外，国人一向喜欢的金色款，
这次也没成为“畅销色”，价格仍旧
赶不上灰色。手机商曾老板说，“颜
色不一样，价格肯定会有点变化，市
场定价嘛，很正常。比如，灰色肯定
就比银色报价贵，金色虽然说是新
推出的颜色，但卖得并不好，大家都
不买账。”

关于今年新iPhone上市一周的
销量，“太恼火了”，曾老板透露，“只
卖出去10多部，惨得很，一部手机利
润百八十块钱，简直没做头。”对最
近有媒体报道的首批新iPhone出现
信号问题会发生无服务情况，曾老
板表示：“没遇到过。”

泰升通讯城相关负责人透露，
从9月13日新 iPhone发布日起，老
款 iPhone7/8/X的价格每天都在变
化，发布当天就涨100—200元，以后
每天都有不同幅度的涨幅。

到27日中午，iPhone7/8的价格
维持不变甚至略有下降，iPhone X
价格逆势上扬，64GB iPhone X 从
6000 多 元 涨 到 了 7100 元 左 右 ，
256GB iPhone X 从 7000 元出头涨
到了8300元左右。

业内人士表示，iPhone Xs由于
和去年的iPhone X相比，在外观上
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同时又不支持双
卡双待，所以竞争力较差，而价格又比
去年的iPhone X贵了这么多，跌价几
乎是必然的。随着新iPhone的港版
大量供应后，国行的第三方售价还会
继 续 走 低 。 另 外 ，更 为 廉 价 的
iPhone XR马上就要发布了，对双卡
双待有需求，又觉得iPhone Xs Max
太贵的，它也是不错的选择。

价格跳水
最高比官网价低900元

市场惨淡
一周只卖出去了10多部

老款涨价
iPhone X价格逆势上扬

中信银行首推
“人脸支付”和手机“碰一碰”支付方式

民生银行发布“远程银行1.0”
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

助力新经济 高新税务再亮大招

价格跳水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当热
门科技公司、知名独角兽孵化企
业、主流媒体牵手税务、科技部
门，会产生怎样的头脑风暴？

为激发社会双创活力，加快
本土独角兽培育，助力成都经济
进一步发展，10月中旬，成都高
新区税务局、成都高新区科技与
新经济发展局将携手毕友全球
资本服务中心、天府早报，联合
举办“共话财税 智创未来”科创
企业论坛。届时，成都高新区税
务局、成都高新区科技与新经济
发展局将与成都市部分特色科
技公司展开深度讨论，普及重要
的财税常识、解读与科创企业紧

密相关的财税政策，邀请专家就
如何借助资本力量提升企业运
作能力、如何树立良好企业品牌
形象进行辅导，并为科创企业提
供一个良好的互动对话空间。

据了解，目前，成都市仅有1
家企业被评为“独角兽”企业，来
自高新区，在成都市31家“潜在
独角兽”名单中，有30家来自高
新区。围绕高新区努力打造

“新经济聚集区、独角兽成长
地”的工作目标，高新税务采取
了诸多有效措施，对区内的“独
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提供
精准优质的纳税服务，助力企业
高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