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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青藏 璀璨历程
8月 11日，碧桂园珑悦兰庭案名发布

暨 媒 体 见 面 会 ，在 索 菲 特 酒 店 盛 大 开
幕！房地产业界大咖、西宁各大主流媒
体等齐聚一堂，共话一场碧桂园珑悦兰
庭与城市生活的人居畅想！

碧桂园珑悦兰庭项目地处城中区南
川片区，项目总面积约 170亩。项目作为
西宁第四个项目，深入了解西宁人居需
求，从园林、交通、物业、第四次产品、装
修、户型空间、区位配套等各方面对西宁
人居全新定义。最后，在全场嘉宾的见
证下，碧桂园青藏区域副总裁张占国先
生、青藏区域营销总经理王雄威先生、
青藏区域运营部总经理姚付德先生、青

藏区域设计开发副总监罗昌盛先生、碧
桂园南川项目执行总经理安东先生、碧
桂园南川项目执行总经理张智林先生、
嘉宾刘帅先生共同启动碧桂园珑悦兰庭
项目的 LOGO，现场氛围达到了高潮，相
信碧桂园珑悦兰庭项目必定会如这璀璨
的 LOGO一样，在西宁发光闪耀。
8月17日西宁万方城，西宁首个新中式

展厅华美绽放
展厅开放前夕有机会获得由珑悦兰

庭派发的“ting”可乐，带可乐到访展厅也
可获得精美定制礼品，参与展厅开放活
动集赞 38 个（具体以活动宣传内容为

准），到访就能领取“兰庭”系列高端定制
伴手礼。

展厅开放当天还有精彩舞狮表演和
拇指琴 diy 制作，更有华为 P30 手机等奖
品现场抽取。

尽藏山川之美一宅雅境流芳，重新定
义西宁理想人居

8月17日，万方城展厅开放，恭迎品
鉴！！！

项目地址：西宁城中.沈家寨立交出
入口西南角

咨询电话：0971-6286666

碧桂园珑悦兰庭案名发布会完美落幕，8月17日万方城展厅开放恭迎品鉴

日前，中国电信宣布 9 月 1 日起停售
达量限速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表
示会跟进，一时间引发热议。有不少用户
担心，取消不限量但达量限速套餐就是变
相涨价，此举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 5G 时
代做准备。

“取消达量限速套餐可能是为了给未
来 5G 的流量定价做准备。因为 5G 流量
使用量较大，进行不限量或者达量限速这
种计费方式不大现实。但取消达量限速
套餐并非变相涨价，未来的 5G 资费应该
会在用户可承受范围之内。”赛迪顾问信
息通信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李朕说。

下调套餐外资费
事实上，中国电信停售达量限速套餐

并不意味着老用户不能使用该套餐了。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解释说，本次套餐升级，以前使用畅享
套餐的老用户不受影响，将继续执行原套
餐规则。老用户如果不想“达量降速”，可
以进行套餐变更使用新版畅享套餐，或叠
加放心用流量包（3元/GB，不用不收钱）。

对此，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表示，这
并不是第一家推出低价“套餐外高速流量
资费”套餐的，之前，中国移动新推出的畅
享 30GB/50GB 资费方案，也采用了类似的
计价模式。

李朕认为，取消达量限速套餐并非变
相涨价。由于达到限额后流量速度减慢，
用户本身也对此褒贬不一，有的用户认为
需要更快的流量，有的用户则需要更经济
的计费方式，因此运营商提供了更多选
择。

“此次电信的套餐外流量价格低至 3
元/GB，价格很有竞争力，而且计费简单清
楚。”付亮说。

其实，“不限量”套餐并非国内运营商
首创，而是借鉴了国外运营商的模式，其
特点是套餐简单，运营商可限制恶意消耗
流量。“但是，‘不限量’套餐也带来了很多
问题。”付亮说，有些“不限量”套餐体验很
差，甚至有运营商推出了 5GB以下就限速
的套餐。同时，有些“不限量”套餐被认定
为虚假宣传，运营商被要求整改，然后就
出现了内容不变、但名称变为“达量限速”
的流量套餐。

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当月，
我 国 户 均 移 动 互 联 网 接 入 流 量 达 到
7.84GB。“ 这 也 是 之 前 运 营 商 普 遍 推 出
10GB 达量限速套餐的原因，因为对大部
分人来说，10GB够用了。”李朕说。

但在 5G 时代，用户户均流量将大幅
上升，传统达量限速套餐的“上限”很容易
触达。对此，付亮表示，取消“达量限速”
套餐后 ，有利于运营商统一规划 5G 套
餐。运营商可以根据流量使用情况，逐步
降低套餐内外的流量资费，让用户可以放
心大胆地看高清影视、高清直播，玩虚拟
现实角色扮演游戏等。

流量单价将下降
公开数据显示，在推出商用 5G 服务

后，韩国移动用户 5月份的平均 5G移动数
据使用量达 24GB，是 4G 用户平均使用量
9.1GB的 2.6倍，同时达到整体市场平均值
7.4GB的 3.2倍。

“以韩国为参考，可以推断，预计在 5G

时代，我国智能手机用户平均流量使用量
将达到25GB至30GB的水平。”李朕说。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韩国推出的
5G 套餐价格很是“惊人”——折合人民币
后，8GB流量套餐为 325元、150GB流量套
餐为 444 元、200GB 流量套餐为 562 元、
300GB 流量套餐为 739 元。并且，当前所
有运营商都不支持不限量套餐。

据了解，目前我国三大运营商对部分
客户推出的 5G 体验套餐，流量上限都达
到了 100GB甚至 200GB。

那么，未来我国的 5G 套餐也会是这
样高的价格吗？

记者此前采访的运营商和专家都曾
表示，我国 5G 的单位流量价格不会高于
甚至会低于 4G单位流量价格。从目前大
部分运营商的资费套餐来看，我国每 GB
流量的单价一般不超过 8元。

“若单从传统流量资费单价角度看，
5G将比 4G更便宜。因为 5G时代，网速容
量更大，相应地平均到每一个单位的流
量，成本就更低。”工信部赛迪智库无线电
管理研究所所长潘文说。

李朕也认为，由于 5G 时代流量消耗
较大，运营商会平衡资费，降低每单位流
量价格，以此来保证 5G 流量资费与目前
4G资费差别不会过大。

付亮预计，5G 资费套餐的价格不会
高于目前的 4G 资费套餐。5G 资费套餐
或将采用两种形式，一种为沿用此前的
4G 资费套餐，将套餐中的流量转换为 5G
流量；另一种为用户继续使用目前的 4G
资费套餐 ，在此基础上赠送部分 5G 流
量。

套餐将更为细化
多名业内专家表示，随着 5G时代的到

来，运营商将会推出多种多样的套餐供用
户选择，套餐将更为细化，会在不同应用方
向上各有侧重，计费模式也会发生改变。

“传统的流量计费在5G时代已不适用，
5G资费将更多样化，即根据网络不同用途
来规定不同的资费标准。”潘文举例说，像网
络直播和游戏业务等，为基础计费；像智能
家庭、高清直播等，则为大流量计费。

也有相关专家表示，目前的视频免流
量、APP 免流量等方式，在 5G 时代也会延
续下去。而各种各样移动应用程序的不断
优化，将为5G的收费方式提供新的思路。

总而言之，5G 时代，每个人的通信费
用肯定会有所上升，但随着规模化应用，
资费总价不会增加太多，并将保持在用户
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且增加的费用会让用
户获取到更高的价值。

业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5G 的意义
在于生产端，消费者并不需要。这一观点
在 4G刚出现时也出现过。但工信部官方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我国 4G 用户
规模为 12.3 亿户，已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7.6%。

“5G 重新定义了新的通信方式，其高
速率、低时延和广覆盖三大特点，既覆盖了
生产端的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等场景，也
会服务消费者，推出超高清视频、VR/AR虚
拟现实等适用于消费端的产品。因此，个
人用户在 5G时代将享受到新通信方式下
的新体验、新便利，用户升级 5G是大势所
趋。”李朕说。 据《经济日报》报道

A股反弹未能延续，13日沪深股指双双收跌。上证综指
2800点再度失守，创业板和中小板指数跌幅双双超过1％。

当 日 上 证 综 指 开 盘 就 跌 破 了 2800 点 整 数 位 ，报
2798.05 点。此后沪指在阴线区域弱势震荡，盘中摸高
2802.04 点，探低 2790.61 点，尾盘收报 2797.26 点，较前一
交易日跌 17.73点，跌幅为 0.63％。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8902.63 点 ，跌 75.89 点 ，跌 幅 为
0.85％。创业板指数跌 1.01％至 1524.36点，中小板指数跌
1.09％至 5531.33点。

沪深两市上涨品种总数不足千只，远少于下跌数量。
不计算 ST个股，两市 20多只个股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跌。摩托车、保险两板块表
现较弱，跌幅达到约 2％。机场服务、贵金属、珠宝零售板
块录得 4％以上的涨幅，航空公司、船舶、生物科技板块涨
幅超过 1％。

沪深 B 指同步回调。上证 B 指跌 1.12％至 259.74 点，
深证B指跌 1.26％至 915.81点。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市继续缩量，分别成交
1540亿元和1857亿元，总量降至3400亿元以下。 新华社电

《经济参考报》8 月 13 日刊发
题为《7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06 万
亿元》的报道。文章称，根据央行
8 月 12 日公布的数据，7 月人民币
贷款增加 1.06 万亿元，同比少增
3975 亿元。初步统计，7 月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为 1.01万亿元，比上年
同期少 2103 亿元。7 月末，广义货
币（M2）余额 191.94 万亿元，同比
增长 8.1％，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
同期均低 0.4个百分点。

7月信贷增量环比同比都有一
定程度的回落。交通银行金融研究
中心发布报告称，除季节性因素
外。银行体系内的信用分层压力也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银行的风险偏
好，加之当前实体经济运行压力仍
大，表内信贷融资供需两端都不同
程度受到影响，进而导致信贷增速
明显回落。并且 7月企业短贷减少
2195 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1284 亿

元，也表明当前部分金融机构信贷
投放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流动性约
束，以及对实体经济信心不足。

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也小幅回
落。上述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报告指出，信贷投放低于预期，小
幅拖累社融增速。未贴现银行承
兑汇票大幅减少 4563 亿元，则是 7
月社融增速小幅回落至 10.7％主
要因素。另外，尽管地方专项债同
比增速较快，然而今年地方债发行
已经有所减速，对于 7 月社融增速
的支持有所减弱。不过，该报告也
指出，考虑到对于存量不合新规的
表外融资清理期限有所延长，短期
的表外融资收缩过快对于社融增
速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表示，7月金融数据偏弱，一方面与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融资
需求放缓有关；另一方面，当前货

币政策传导机制还有待疏通，“宽
货币”向“宽信用”传导仍面临一定
阻力。最后，当前严控地方隐性负
债、严格房地产监管，也对居民、房
企及城投资金来源构成较强抑制。

王青表示，预期后期货币政策
将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具
体措施包括：全面及定向下调存款
准备金率，加大 TMLF、再贷款再贴
现规模；通过 MPA 考核指标调整，
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流入制造业、民
营及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环
节。另外，央行接下来还会加快推
进“利率并轨”，引导当前较高的一
般贷款利率适度下行，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由此，未来央行或将从数
量和价格两个纬度，加大“宽信用”
政策实施力度。预计伴随各项稳
增长政策加码，8 月 M2、社融和信
贷 增 速 等 重 要 金 融 指 标 有 望 反
弹。 新华社电

取消达量限速套餐并非变相涨价，资费会在用户可承受范围内——

5G时代 计费模式有大变化
传统的流量计费在5G时代已不适用，5G资费将更加多样化，即根据网络不同用途来规定不同的资费标准。总的来看，在5G时

代每个人的通信费用会有所上升，但随着规模化应用，资费总价不会增加太多，并将保持在用户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且增加的费用
会让用户获取到更高的价值——

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06万亿元 A股反弹未能延续
沪指2800点再度失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