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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豫拍〔2019〕第63期（总第1562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8月21日上午
10时30分，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
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
卖本田奥德赛等旧机动车一批。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8月19日17时前
向我公司咨询详细情况后交纳1万元竞买保证
金（开户行：建行郑州行政区支行，账号：
41001503010050208059，以实际到账时间为
准，不成交全额无息退回保证金），并持有效证
件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报名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07728 13838317170
网 址：http://www.hnpm.cn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3日

拍 卖 公 告
豫拍〔2019〕第64期（总第1563期）

受辉县市共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
年8月20日16时，在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东路与新二街
交叉口市民中心4楼第四开标室公开拍卖辉县市豫辉投资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辉县市共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旧热力管道
及补偿器（扣除拆除费用）等国有资产。

竞买人条件、竞买手续办理及其他事项参见河南中原
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 15日至8月9日期间在其
网站（http://www.zycqjy.com）发布的《辉县市豫辉投资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辉县市共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旧热力管道
及补偿器（扣除拆除费用）等国有资产转让公告》（项目编号
HA2019DF100123）。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07283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3日

辉县市豫辉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辉县市共

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旧热力管道及补偿器（扣

除拆除费用）等国有资产转让项目

随着5G手机即将上市，近期各大销售平台掀起
了一波4G手机降价热潮。

据天猫平台统计显示，近期该平台上有超过30
款4G手机启动降价。首批5G手机的上市，引发消
费者浓烈的期待，一周内，“5G手机”在天猫的搜索
增长270%，预示着5G商用元年将正式到来。

业内专家认为，考虑到短期内5G的使用体验，
当前入手一部价格优惠的4G手机还是比较划算的。

其中

2G手机

3G手机

4G手机

5G手机

4G手机大降价 抄底还是等5G
近期各大销售平台掀起4G手机降价热潮 部分机型降价千元
专家：即便买了5G手机，现阶段体验也不会太好

想用上 5G网络，首先用户得具备 5G“三要素”：
5G手机、5G套餐和5G信号覆盖。

有分析人士指出，消费者即使购买了 5G 手
机，但现阶段体验也不会太好，因为 5G 基站的建
设还没有跟上。

据了解，今年国内 5G仍处于预商用/商用阶段，
三大运营商 5G 网络覆
盖的城市数量将超过
50个。

这一阶段虽然有
相应的 5G NSA 单模、
5G SA/NSA 双模 5G 手
机上市，但功耗和成本
仍比较高。

预计到 2020年，国
内 5G 才能真正实现规
模商用，届时国内的 5G
网络可能将会覆盖数百
个城市，5G手机价格有
望下探到 3000~3500元
价位段。

而 5G 真正迎来大
规模商用的时间段将
是 2021~2027 年，届时
数百万量级的宏基站

和千万量级的小基站，将实现对所有城市和县
城的覆盖。

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此时是抄底 4G手
机还是静候5G手机呢？

孙燕飚表示，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要达
到 5G 网络全覆盖以及何时何地都能畅快使用
5G 的程度，最起码要等到明年 8 月份。二线城
市实现 5G 全覆盖要等到 2021 年上半年，距离现
在有近 20 个月的时间，这基本上是一部手机的
使用周期了。

“在未来 12 个月里，消费者对于 5G 的使用体
验是一般的，而且 2019 年手机市场进入高配低
价的竞争态势，小米、OPPO、荣耀等各大手机品
牌，比起往年来说，即使不降价也是比较优惠
的。降价后，厂家的利润空间应该已经被压到
了极限。总的来说，目前入手价格优惠的 4G 手
机是非常划算的。”

付亮表示，买手机还是要看性价比，5G手机达
到和4G手机一样高的性价比还需要一段时间。

“现在买一款性价比高的 4G手机先用着，等到
5G手机完全成熟了再换也完全可以。5G手机要达
到非常好的使用体验，还要等到2021年，那时候再换
5G手机也不吃亏。”付亮说。

（据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国际金融报》、
《北京晚报》）

抄底4G手机还是静候5G

记者在天猫等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不少
手机品牌都开始下调 4G机型的售价，甚至包括很
多热销机型。

比如华为P30 Pro售价下调 500元，这款手机的
发售日期是今年 3月 26日。小米 9、vivo x27也纷纷
降价 100元至 400元不等，OPPO Find X更是将价格
下调 1000元之多。据天猫方面透露，近期天猫平台
有超过30款热销4G手机下调了售价。

除了线上，线下实体店也掀起了 4G手机降价的
热潮。

据媒体报道，在杭州某数码商品市场，华为
P30 Pro 起价降到了 4800 元左右，比官方定价低
了近 200 元；Mate20 Pro 顶配价格从 6000 元降到
5200 元。

降价的还有 iPhone，与上个月相比，iPhone 全
线产品售价下降 300~500 元。其中，中低端的
iPhone 8、8P、XR 等机型降幅最大，卖得比较好
的 128GB 容量的 iPhone XR，目前已经跌破 5000
元；顶配的 iPhone Max 距离跌破万元也只有一步
之遥。

有分析认为，此次 4G手机大规模降价或与 5G
手机接连发布（发售）有直接关系。

电信分析师付亮表示：“每年 7、8、9月份，手机
厂家都会为了促销与产品换代进行一波波降价，可
以说4G手机降价与5G手机上市没什么关系。”

不过，某手机品牌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虽然本
次降价与 5G手机的推出没有直接联系，但由于大家
对 5G的期待，导致很多准备买手机的消费者转为对
5G手机的等待与观望。在此背景下，今年上半年手
机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0%~30%，迫于库存、

资金压力，本轮 4G手机降价的主要目的是消化现有
存货。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对此持同样观
点。他分析称，本次 4G手机大规模降价主要是手
机厂商担心形成库存风险。“5G手机接连上市使市
场处于观望时期，消费者在观望，手机厂家也在观
望。对于后者来说，他们担心 4G手机有形成库存
的风险，需要通过降价来提升市场热度。而当一个
厂家有这样举动的时候，其他厂家也会跟进。”孙燕
飚说。

降价是为了消化现有存货

4G手机迎来降价潮

中国信通院最新发布了 7月份国内手机市场运
行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 1~7月，国内手机
市场总体出货量 2.20亿部，同比下降 5.5%，其中 5G
手机出货量7.2万部。

今年 6 月 6 日我国正式发布 5G 商用牌照，进
入 5G时代。牌照发放之后，就有 5G手机上市的消
息。

vivo通信研究院总经理秦飞曾预测今年中国5G
手机销量有几百万到一千万部。运营商以及手机厂
商均预测 2020年年底将有 1000~2000元档的 5G手
机推出，届时5G手机将实现大规模普及。

获首张中国 5G进网许可证的 5G手机——华为

Mate 20 X（5G）将于 8月 16日现货上市，售价 6199
元。另外，最早开启预售的 5G 手机——中兴 AX⁃
ON 10 Pro 5G，目前正在力推12GB+256GB版本，京
东预售价为5799元。

中兴 5G手机在官网、天猫和京东的预约人数
已突破 10 万，在华为商城预约 Mate20X（5G）手机
的用户数达到 30万，形势颇为惊人。而据工信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包括中兴、华为、小米、OPPO、vi⁃
vo 等品牌的 5G 手机在内，已有近 20 款 5G 手机可
上市。

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5G千元机最快
明年年底上市，慢的话也会在2021年上市。

5G手机7月出货量7.2万部

7月国内手机出货量

总体出货量3419.9万部

1~7月国内手机出货量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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