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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 江南

优势功能凸显
云闪付APP
用户数突破2亿

早报讯 近日，中国银
联正式宣布云闪付APP用
户数突破2亿。从1亿到2
亿，云闪付APP用了不到10
个月。云闪付APP用户数
仍保持快速增长，得益于优
势功能愈加凸显、便民服务
不断完善、产业集聚效应显
著。

作为中国银联与各商
业银行共商共建的银行业
统一APP，云闪付汇聚了银
联及各大银行的支付工具、
支付场景及特色服务。强
大的跨行账户管理功能已
成为云闪付APP的核心功
能。截至目前，云闪付APP
已支持在线申请包括工行、
农行、中行、交行、等25家银
行的180余种信用卡；支持
国内所有银行卡的绑定，
230多家银行的持卡人可通
过云闪付APP使用银联二
维码支付，在云闪付APP
内，卡对卡转账、逾140家银
行信用卡账单查询、还款等
均0手续费。

近日，云闪付APP走近
全国逾600所高校，开展“生
活高手”超市节、银联卡惠
节，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银
联便捷的移动支付。此外，
在境外30个国家和地区，用
户也可使用云闪付APP便
捷支付。在公共交通领域，
云闪付乘车码已在成都、上
海、广州、天津、南京、杭州
等50个城市的公交和地铁
上线。 （沈婷婷 张倩）

百度升级
公立机构

官网保护计划
早报讯 百度11日宣布

升级“公立机构官网保护计
划”，进一步加强对公立机
构官方网站百度搜索结果
的保护。据了解，通过该计
划，网民在百度搜索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等公立机构
时，百度将优先展示经过认
证的公立机构官网或相关
信息，并对搜索结果标注官
方认证标识。

截至目前，百度“公立
机构官网保护计划”已引入
超10万家公立机构官网，涉
及700万个搜索词，覆盖政
府机关、事业单位、医院、殡
仪馆、学校、博物馆、景区等
公立机构，未来覆盖范畴还
将持续增加。

“在百度搜索中，每天
有上千万次的搜索是寻找
官方网站的。网民对搜索
服务的权威性要求，永远是
百度搜索最重要的进化方
向之一。”百度搜索产品部
负责人表示，成立近20年
来，对官网信息的识别，让

“官网有保障，搜索更放
心”，是百度持续深度研究
的重要方向。

目前，百度通过“基础
数据+搜索策略+前端展现”
等手段，来保证公立机构官
网的优先呈现。 （沈婷婷）

外 | 观
摄像头升级

被网友戏称“浴霸”

由 于 摄 像 头 的 升 级 ，
iPhone 11 Pro系列尝试了一种
此前iPhone从未有过的外观设
计，被网友戏称“浴霸”。

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两款手机拥有深空灰、
深夜绿、银色、金色四种配色，
背部玻璃都采用磨砂质感，与
过去的亮面不同，正面依然是
刘海全面屏设计。背部三摄位
于机身左上方，苹果LOGO下移
并取消iPhone标识与小字介
绍，与iPhone XS在一起，一眼便
可认出。

iPhone 11 Pro与 iPhone 11
Pro Max对比iPhone Xs系列手
机，尺寸与重量都更大，尤其是
iPhone 11 Pro Max，厚度增加
5.1%，重量从208克提升到228
克，练成麒麟臂指日可待。

配置上，iPhone 11采用了
铝金属搭配玻璃设计，6.1英寸
视网膜显示屏，搭载A13芯片，
后置双摄像头。iPhone 11 Pro
及Pro Max采用了不锈钢搭配
玻璃设计，配置了超级视网膜
XDR屏幕，A13芯片，后置三摄
像头，亮度提升到800nit，对比

度翻倍，同时屏幕的保护玻璃
的保护性也得到升级。

改 | 变
配备三个后置摄像头

可提供更多拍摄创新玩法

这 次 摄 像 头 升 级 让
iPhone11系列终于具备了很多
国产手机的拍摄功能。

iPhone 11两枚后置摄像头
分别是1200万像素的广角镜
头，以及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
支持2倍光学变焦和4K摄像。
增加了根据主题渲染照片的

“语义渲染”功能，以及自适应
方式下的夜景拍摄模式。

两款iPhone 11 Pro则配备
了后置三摄像头，具体来说，这
三颗摄像头其中一颗为1200万
像素广角镜头，另一个为1200
万像素超广角镜头，最后一颗
为1200万像素长焦镜头。通过
它们的组合和系统算法加持，
iPhone 11 Pro可以提供更多拍
摄创新玩法，等效焦距达到
13mm，角度达到了120°，拍摄
的更广。视频拍摄方面，两款
Pro都提供双OIS防抖，可拍摄
4K高清视频，在拍摄并编辑视
频时，摄像头之间可相互实时
切换。

软件方面，iPhone 11系列
提供了非常多的新功能，包括
全新的相机界面设计、新一代
的智能HDR拍摄、夜晚模式拍
摄、全新人像光效、连拍照片合
成视频、夜间模式、音频变焦、
宠物虚化、4K 60FPS高动态范
围视频拍摄等，一下子补齐了
短板，期待其成像表现重新称
霸智能手机。

价 | 格
上几代产品

成都上月就已降过一次价
新产品发布，旧产品降价，

这是数码产品的自然规律，也

是多数品牌的营销策略。对于
苹果也是如此，每年新一代的
春季和秋季发布会后，往往就
意味着上几代的产品需要下架
或降价销售了。iPhone 11和
iPhone 11Pro系列发布之后，苹
果立即下调了iPhone和Apple
Watch前几代产品的销售价格。

记者登陆苹果官网比较，
其中iPhone XR从去年定价的
6499元起，下调到4799元，高配
的 128GB 版 则 是 降 到 了 5299
元。2017年发布但至今在售的
iPhone 8和iPhone 8 Plus，本次
再次调价，调整至3499元和
4499元起。

“其实太升南路的iPhone
价格上个月就已经降过一次
了。”记者在成都太升南路采访
时，一位手机“串串”向记者介
绍，“所以这次发布新款，市场
价格就没动。现在iPhone XR
64G售价4450元，128G售价4800
元；iPhone XS 64G售价 6600
元。下一次调价估计要等到新
iPhone正式上市的时候了。”

▼延伸

苹果缺失5G
5G是今年苹果迈不过去的

坎。纵使苹果耗费10亿美元收
购了英特尔调制解调器部门，
最快也要到明年才能推出5G版
iPhone。因此此次所有的新款

iPhone都没有提及5G相关的内

容。5G版本的缺失引来竞品厂

商的关注。荣耀总裁赵明发布

微博称，这一举动“意料之中，

情理之外，更期待5G时代”了。

在安卓阵营，继麒麟990系

列发布，日前荣耀首度对外开

放5G实验室，展示领先的5G技

术和针对未来的5G布局。华为

已经推出了Mate 20X 5G，还有

即将于19日推出的Mate 30 和

荣耀Vera 30，三星推出了S10
5G 和 Note 10 5G，小 米 、
OPPO、vivo等也都纷纷推出了
各自的量产商用5G手机。在
可预见的今年下半年至2020年
上半年内，全球5G手机市场将
会被安卓厂商们统治，用户能
买到的5G终端也只有安卓一
个备选项。

iPhone 11 Pro系列

没有5G、5499元起
新款iPhone你买吗？

上几代iPhone上个月就已降过一次价，所以成都价格无变化

9月11日，苹果如期发布
三款新机：iPhone 11、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以
及新的iPad和Apple Watch。
其中 iPhone 11 替代 iPhone
XR，iPhone 11 Pro与 iPhone
11 Pro Max替代iPhone XS与
iPhone XS Max。 两 款
iPhone 11 Pro在屏幕、配置、
拍照方面完成了进化，但重量
与三围却变大变厚重，不过相
比iPhone XS系列初售价格没
有改变，算是瑕不掩瑜。

售价方面，iPhone 11国行
售价5499元起，iPhone 11 Pro
售 价 8699 元 起，iPhone 11
Pro Max售价9599元起。

成都首套房贷利率两连涨
近期房贷利率上涨潮进一

步蔓延。11日，融360大数据研
究院监测数据显示，8月全国首
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47%，环
比上涨了3个基点；二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为5.78%，环比上涨2
个基点，相当于在目前的5年期
LPR水平上分别加了62个基点
和93个基点，均高于新政规定
的利率下限。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近期
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但这
轮政策主要是为了降低实体企
业的融资成本，房贷利率下降
的可能性不大。

数据显示，首套房方面，17

城市房贷利率水平有所上涨；
一线城市中，8月广州地区首套
房贷款利率平均水平环比上涨
了4个基点，其他城市维持上月
水平不变；二线城市中，苏州、
无锡、沈阳、长沙四个城市首套
房贷款利率平均水平均“三连
涨”，沈阳涨幅高达23个基点；
昆明、佛山、成都、杭州地区也
实现“两连涨”。综合来看，与
六七月相比，8月房贷利率上涨
趋势的覆盖城市数量和上涨幅
度，均呈现出上升态势。

尽管8月多个城市再次上
调房贷利率水平，但首套房贷
利率水平最高10城市名单未发

生变化。苏州8月利率水平环
比上涨1个基点，仍为最高；南宁
也加入首套房贷款利率破“6”
行列，成都排在第9位，平均利
率5.65%。排名前五的城市，参
照新基准LPR来看，其利率水平
的加点都超过了100个基点。

在监测的35个城市共533家
银行分（支）行中，除停贷银行
外，共有19家银行首套房利率水
平仍低于4.85%，116家银行的二
套房贷款利率水平低于5.45%。

下半年来，各监管层全面
封堵房产融资的密集动作，表
明了坚决遏制房地产市场杠杆
率进一步提升的决心。据悉，

虽然目前已经有部分地区部分
银行对新增房贷采取LPR方式
报价，但报价方式调整对实际
房贷利率的影响不大。

上述研究院分析，这一轮
的房贷利率上涨趋势，各地也
多是国有行及股份行带头上
调，其他银行跟进。从资金成
本的角度上讲，国有大行的资
金成本往往较低，而个人住房
贷款又是国有银行非常重视的
个人信贷资产，上调房贷利率
的内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对较
小，这波调整可能更多地带有
政策意味，预计未来短期内房
贷利率难以回调。 （沈婷婷）

iPhon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