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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投诉方式：
1.拨打投诉热线
0371-65795637、18037685131

2.关注“大河3C俱乐部”微信公众号，
直接回复微信后台留言

3.扫码右方二维码直接进行投诉

黑猫投诉方式：
1.打开新浪网首页，
点击左侧黑猫标志进行投诉

2.下载黑猫APP，点击页面最下方中间图标，
注册登录后投诉

3.扫码右方二维码直接进行投诉

大河报C先生维权与黑猫投诉共同发起成立的
媒体维权联盟，将继续一起围绕“天天都是3·15，共同
守护消费者美好生活”的主题发声，为消费者消费维
权提供各种便利和帮助。

大河3C俱乐部

黑猫投诉

品牌商之间的“明战”

7月23日，国内首款开售
的 5G 手机中兴天机 AX-
ON10 Pro 5G版开售，紧接
着 7月 26日，华为Mate20X
5G 手机发布，之后，平均每个
月就有2到3款手机发布，截
至目前，在中国市场上约有15
款5G手机。

发布时间上不仅追得紧，
价格也在一次次刷新。

首款开售的5G手机中兴
天机 AXON10 Pro 5G版售
价4999元起，价格令不少消
费者却步，同时也宣告5G手
机处于5000元档位。

7月到10月，华为发布的

Mate 20 X 5G、Mate 30
5G、Mate 30 Pro 5G、
Mate 30 RS 保时捷版以及
5G 折叠机 Mate X，售价从

4999元到16999元不等，均为
高端5G手机，一路飙升的价
格也让人觉得高不可攀。 三
星则分别在8月和10月发布

了Galaxy Note10+ 5G以及
Galaxy A90 5G 两款 5G 手
机，起售价分别为7999元和
4499元，价格也属偏高。

正当大家直呼5G手机用
不起的时候，vivo、小米的介
入，让普通消费者看到曙光，8
月 22 日发布的 vivo IQOO
Pro 5G起售价为 3798元，9
月24日发布的小米9 Pro 5G
起售价为3699元，一度成为手
机圈热议的话题。11月，联想
Z6 Pro 5G 和荣耀V30系列
发布，起售价再度拉低，为
3299元。这时，价格基本被拉
低在3000元档位，仅过半月，
Redmi K30 5G 系列发布，
1999元的售价再次刷新了5G
手机的底线。

未来价格或可降至
1000到1500元

客观来说，Redmi K30
5G 手机的配置并不算高，骁
龙 765G 处理器定位也属中
端，但诚意十足的价格，给了

消费者看到了未来价格会更
低的可能。

在 11 月 15 日 举 行 的
2019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
大会5G泛智能终端渠道生态
合作峰会上，中国移动发布的
2020年终端规划预计，4G向
5G过度，5G泛智能终端将迅
速普及，5G终端价格快速下
探，明年底5G手机产品价位
将下探至1000-1500元，甚至
可能出现5G终端下探至千元
以下情况。当日，小米集团创
始人兼CEO雷军在2019中国
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也
表示，明年小米至少发布10款
5G手机，2000元以上的手机
全是5G手机。在荣耀发布了
首款5G旗舰机V30后，荣耀
总裁赵明表示，除了Play系列
外，荣耀其他系列手机到2020
年都将支持 5G 功能。未来
5G手机肯定会走到2000元以
下，甚至1500元左右。据透
露，vivo明年上半年将会推出
2000元价位档和千元价位档
的5G手机。

12月7日，1MORE耳机在郑州举办
年度新品体验会，与粉丝聚集分享
1MORE品牌文化和故事。同时，本次体
验会在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同步开启。

在旗舰新品体验会上，1MORE真
无线降噪耳机C位出道，满满黑科技获
得了一致好评，据了解，该款产品获得了
2019 CES官方奖项创新奖，获得海内外
众多媒体推荐。在体验会上，发烧友们
也针对音乐性和降噪性进行了细致测
评。在嘈杂的环境中，1MORE真无线降
噪耳机有两档降噪功能，能够屏蔽绝大
部分环境音量，“动圈+动铁”的声音结构
也使它维持了高水准的音乐播放。据了
解，1MORE真无线降噪耳机邀请格莱美
大师Luca Bignardi为主观声学部分定
调，声音更加温暖耐听。

据介绍，1MORE万魔耳机是中国原
创耳机品牌，专注专业声学与智能软硬
件的研发。以简约时尚的北欧设计融合
热情温暖的南欧定调风格，斩获34项国
际设计大奖，海外进军28个国家。人气
产品三单元圈铁耳机荣获海内外媒体十
多个音频奖，美国知名媒体 CNET、
Consumer Reports等均向消费者推荐
1MORE耳机。1MORE耳机连续三年
获得CES官方奖项：CES创新奖，成为唯
一一个连续三年获得该奖的耳机品牌。
本次体验的1MORE真无线降噪耳机已
于11月正式开启预购，发布后一举成为
天猫真无线降噪类别销量前三产品。

12月10日，红米Redmi在北京
召开新品发布会，正式发布拥有“5G
先锋”之称的Redmi K30以及多款
AIoT产品。

作为本次发布会上的重点，
Redmi K30系列的出现让不少米粉
眼前一亮。这部手机全系标配
120Hz流速屏，全系搭载索尼6400
万像素前后六摄。其中Redmi K30
配备骁龙 730G 移动平台，内置
4500mAh大电池，Redmi K30 5G
则首发骁龙 765G移动平台，支持
NSA/SA双模5G，拥有30W快充。

在网络选择方面，Redmi K30支持
5G Smart智能网络调节，可以自动
选择4G与 5G网络状态切换。5G
MultiLink技术将4G/5G、2.4GHz、
5GHz Wi-Fi三路峰值网络并发，
保证下载网速。售价方面，Redmi
K30 售价 1599 元起，Redmi K30
5G售价1999元起。

除手机外，Redmi还为我们带
来了多款AIoT产品。其中Redmi
小爱音箱 play拥有 350cc的大音
腔，内置第三代小爱同学，起售价仅
为 79 元。另外，Redmi 路由器

AC2100也在此次发布会上与广大
消费者见面，该路由器拥有6根高增
益天线，内置6路信号放大器，起售
价为169元。

同时，全新的RedmiBook 13
也在发布会上亮相。这款笔记本采
用四窄边全面屏设计，全系标配十
代酷睿处理器，更有11小时的长续
航。

Redmi官方表示，目前Redmi
K30已经开启预售，其他三款AIoT
产品均在9日上午10点首销，Red-
mi K30 5G将在明年一月开售。

12月9日，2019中国（郑州）汽车智能科技大会
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在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举行。

在本次大会上，由中兴通讯与郑州天迈科技联
合打造的5G城市公共交通自动驾驶生态实验室也
正式落地，中兴通讯与郑州天迈将共同携手在5G智
慧公交及公交信息化等领域深化创新合作。

作为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中
兴通讯一直重视5G关键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中兴
通讯将5G、物联网等技术充分融入垂直行业数字化
转型中，在车联网、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等应用领域
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天迈科技对公交的车辆运
营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双方的此次合作可谓强强
结合，未来，中兴5G通信技术与天迈科技将以智能
公交生态领域优势为基础，探索5G+AI技术与公交
自动驾驶产品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各自在行业内
的技术、人才等优势，从提供高质量、高科技、高感知
的智慧公交需求出发，提供优质5G网络和切实可行
的5G赋能方案，探索实现无人驾驶公交车辆编队的
自动化运营管理，推动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发展。

没买5G手机的先等等——

明年或可降至1500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核心提示 | 近日，小米RedmiK30系列手机发布，有着“价格屠夫”之称的小米
这次依旧没有让人失望，直接给出了5G版1999元起的价格，瞬间击穿人们的心理
底线。从7月首款5G手机“高冷”的价格，到现如今的不足2000元，不知不觉中，
5G手机价格战早已打起，据专业人士分析，只要有足够耐心，明年或将等来1500元
价位的5G手机。

5G先锋Redmi K30发布

2019中国（郑州）汽车智能科技大会召开——

中兴通讯
和天迈科技“联姻”

1MORE
真无线降噪耳机
品鉴会郑州举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