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

婷）昨天上午，国内首款 5G 手机
正式开售！ 据悉， 首款开售的 5G
手机系中兴天机 Axon 10 Pro 5G
手机，售价为 4999元。在全国位于
长宁路上的首个 5G 体验店内，孙
先生作为首位 5G 手机用户，通过
“以旧换新”服务，仅仅支付了 499
元就用上了 5G手机。

多款5G手机本月开售

“之前就听说 5G手机比较快，
平时自己又比较喜欢打游戏，所以
先买个手机尝尝鲜。” 孙先生此前
就通过苏宁 V 购在线上预约了新
机，并选择了门店自提服务，并在
苏宁 5G信号下体验。他表示，首个
5G 手机 4999 的价格也大大低于
自己的预期，“本来觉得 5G手机的
价格可能在七八千左右。”

在现场， 孙先生同时通过了
苏宁以旧换新拿到了新机补贴 ，
孙先生原本用的苹果手机， 在现
场测试估价 4000 元，再加上苏宁
5G 的额外 500 元补贴 ， 最终以
499 元买下新机。原来，针对购买
5G 的用户，苏宁易购也特别推出
了 “换 5G 手机， 以旧换新再省
500”的活动 ，旧机满 500 返 500，
活动时间将从 818 期间一直延续

到 12 月 31 日。记者了解到，接下
来， 各品牌 5G 手机将陆续上市，
如 8 月 16 号华为的新款 5G 手机
市场售价约为 6199 元，待到 8 月
20 号左右开售的 vivo 5G 手机价
格约为 5000 元左右。

而作为上海苏宁首位购买

5G 手机的用户，孙先生也获得了
苏宁易购首位 5G 手机购机者的
证书， 并获得了由苏宁易购赠送
的联通 5G 流量包。

国内首款 5G 手机卖出，消费
者有无计划购买 5G 手机？ 昨天，
新浪科技发起了这一则关于 5G
的话题。 截至记者发稿前， 已有
20.3 万人参与投票，其中 2.3 万人
表示“有计划，想迫不及待购买”，
有 7.2 万人表示“观望中，信号覆
盖还不完全”，有 5.2 万人表示“有
点贵，想等降价再买”，另有 5.3 万
人表示“短期内不会考虑”。

5G速度为4G的10倍

孙先生说 ， 在这款 5G 手机
开售前，就已经来到苏宁中山公
园店内的 5G 体验店“尝鲜”了一
把中兴 5G 手机 。“在 5G 网络覆
盖下 ，5G 手机不管在游戏还是
视频及操作体验等各方面 ，相比
我之前用的 4G 手机 ， 都有很大

提升 ，网络非常流畅 。比如之前
想要下载 ‘ 绝地求生 ’的游戏大
概需要 2 分钟 ， 现在 15 秒左右
就能搞定。”在现场，孙先生下载
了 1.7G 的“王者荣耀 ”游戏用时
约 20 秒，1.5G 的 “穿越火线”游
戏则更快 ，5G 的速度大约是 4G
的 10 倍左右。

5G 快到什么程度？中兴相关
负责人指出，下载 1GB 视频在 4G
信号下，需耗时 53 秒，而在 5G 信
号下仅需耗时 4 秒；下载 40GB 的
视频，在 4G 信号下需要 2100 秒，
而在 5G 信号下则仅需要 160 秒。
通过革命性的缝隙天线解决方

案、优化谐波和互调、控热散热、
工业设计等技术，让 5G 手机“起
飞”。新技术也让 5G 手机更轻薄，
以今天开售的这台中兴天机 Ax鄄
on 10 Pro 5G 手机为例， 其厚度
仅为 7.9 毫米。

4G手机可继续使用

使用了 5G 手机 ，4G 手机会
不会马上被淘汰？不会。上海苏宁
消费电子总经理蒋攀告诉记者 ，
目前购买 5G 的消费者更多地还
在尝鲜的阶段，随着 5G 信号的进
一步覆盖和更多的 5G 手机上市，
预计今年下半年会集中爆发，“现

在三家运营商均已局部覆盖 5G
网络， 上海运营商今年将建设超
过 10000 个基站， 到那个时候相
信 5G 手机也会逐渐普及。”

“有了 4G 手机后，3G 手机仍
可以使用。同样，5G手机也可兼容
5G以下的任何网络， 所以老款手
机还可以继续使用。”蒋攀告诉记
者， 到 2019年底，5G 信号将会覆
盖上海的市区和郊区重点区域和

重点商业场所、 高校等场合 ，到
2020年实现上海 5G网络全覆盖，
2021 年则将建设完成超过 30000
个基站。

另据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在

818 发布会上透露，8 月份将有四
款 5G 手机上市，除了首款开售的
中兴 5G 手机，还有华为 Mate20X
5G 版和三星 、vivo 的 5G 手机都
将陆续在苏宁 818 期间上市开
售。目前，在苏宁易购 5G 体验店，
均可进行体验。

但对于市民关心的资费问题，
尽管此前有不少运营商进行表态，
但目前均未正式推出。“5G 资费套
餐预计 9月 30日后才会公布，目前
三家运营商均推出了 5G体验包活
动。”蒋攀表示。目前，为了抢夺 5G
用户，运营商也做了相应的活动，如
中国联通针对首批购买 5G手机用
户，将赠送联通 5G网络体验礼包。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
燕婷）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披
露 ，今年 7 月 29 日 ，上海云
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申领到

了全市首张“一窗通”证照联
办食品经营许可证。

为进一步方便申请人，7
月中旬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试

点对非实物方式销售预包装

食品的商贸企业实施证照联

办新政。 企业在一窗通平台
申请营业执照的同时， 可以
同步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

企业仅需在 “一窗通”平
台申报营业执照的同时，同步
网上申报食品经营许可的申

请，在领取营业执照的同时无
须提交任何材料即可申领到

食品经营许可证。闵行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作为证照联办试

点区之一，第一时间对办事群
众进行宣传，并派专人在窗口
自助办理区从申请到提交全

程指导企业，并将试点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

市局相关处室，保证了全市首
张许可证的核发。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表示，
证照联办新政， 可全程实现
“不见面审批”、让申请人“最
多跑一次”，将便民举措落到
实处。

“更像水库的水位，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劳动报记者 邵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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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像水库水位
有涨有落是正常的

该人士表示， 受单边主义和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

关税预期等影响， 今日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突破了 7 元，
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

稳定和强势， 这是市场供求和国
际汇市波动的反映。

他说， 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
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
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

性作用，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由
这一机制决定的,这是浮动汇率制
度的应有之义。 需要说明的是，人
民币汇率“破 7”，这个“7”不是年
龄， 过去就回不来了， 也不是堤
坝， 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
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 ，丰水期
的时候高一些， 到了枯水期的时
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
常的。

他表示， 尽管近期人民币对
美元有所贬值，但从历史上看，人
民币总体是升值的。 过去 20 年国
际清算银行计算的人民币名义有

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升值了

30%左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
了 20%， 是国际主要货币中最强
势的货币。

人民币汇率走势
长期取决于基本面

谈到人民币汇率走势， 他表
示，长期取决于基本面，短期内市
场供求和美元走势也会产生较大

影响。 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有
利于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平衡

的作用， 在宏观上起到调节经济
和国际收支 “自动稳定器” 的功
能。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制造业门
类齐全，产业体系较为完善，出口
部门竞争力强，进口依存度适中，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

有很强的调节作用， 外汇市场自
身会找到均衡。

他指出， 近年来在应对汇率

波动过程中， 人民银行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和政策工具， 并将继续
创新和丰富调控工具箱， 针对外
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馈行为 ，
要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
坚决打击短期投机炒作， 维护外
汇市场平稳运行，稳定市场预期。
人民银行有经验、有信心、有能力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基本稳定。

股市与汇市
有强正相关性

人民币汇率贬值， 也影响了
企业和百姓的钱袋子。 此前有分
析师认为， 我国汇市与股市存在
正反馈效应。

首先， 汇市和股市正相关的
逻辑基础在于它们都反映了经济

基本面的预期， 因此从不同历史
汇率与股市的走势来看， 在货币

政策中性的条件下， 汇市与股市
都表现出较强正相关性。

其次， 两类资产从资本流动
以及市场情绪和预期的角度能够

产生相互正向影响， 例如人民币
汇率升值导致市场对人民币资产

的配置需求上升， 内外资加速流
入 A 股形成正反馈效应。

因此， 若汇率波动形成一定
趋势，将通过影响市场情绪、资本
流动等方面综合影响国内股市 。
从数据方面看，4 月以来股市与汇
市相关性高达 0.91， 具有强正相
关性。

人民币贬值， 对出口构成较
大利好。 一般来讲，纺织（人民币
每贬值 1%，纺织服装行业销售利
润率上升 2%至 6%）、家电 、海外
工程承建 （海外合同多以美元计
价，以人民币为记账单位 ）、海外
业务占比较多的会直接受益于人

民币贬值。

过去20年升多降少
留学海淘成本增加

该人士指出，对普通老百姓而
言，过去 20多年，人民币对美元和
一篮子货币升的时候多、 贬的时
候少， 中国的老百姓主要金融资
产在人民币上，受到最好的保护，
其对外的购买力稳步攀升， 这些
均能从老百姓出国旅游、 境外购
物、子女海外上学中反映出来。

业内人士指出， 汇率变化对
老百姓的钱袋子也会产生影响 。
留学生的生活费、 学杂费付出的
成本都会相应地增加。 有子女正
在留学，特别在美国留学，但没有
换足够外汇的家庭， 可能要多花
一大笔钱。

对于海淘族，购买外国的商品，
折合成人民币会比以前贵。出国旅
游的人到了国外，交通、酒店住宿等
花销都会变多，而在境外购买化妆
品、名包、名表的人，也不得不多掏
腰包了。旅行社也可能提高境外游
的报价，尤其是去往美国的线路。

此外， 人民币贬值是航空公
司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航空公
司属于高举债型企业， 而且负债
多数是购买和租赁飞机等形成的

外币债务， 每年需支付一定数量
的利息费用和本金。

相对来说， 贬值对出口型企
业， 尤其是小型制造业有一定好
处。 分行业来看，纺织服装、玩具
鞋帽等将是最大受益者。 纺织服
装行业由于对出口的依存度较

高， 人民币贬值一方面有利于公
司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企
业将拿到更多订单；另一方面，有
利于出口型企业获得汇兑收益 。
而人民币贬值意味着外国货币购

买力增强，这将进一步刺激消费，
有利于玩具行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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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9元！上海昨卖出首部 5G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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