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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量不会再限速，但要开始收费了……
再见，“不限量套餐”！

特斯拉一年中
已调价7次

购置税免了，税前车价反而上涨？猪肉价格已连涨 12周

本报讯 从 9 月 1 日起， 三大
运营商推出两年多的 “不限量套
餐”、“达量限速套餐”或将逐步成
为历史。

不限量套餐下架停售

劳动报记者注意到， 昨天上
午， 中国移动 APP 已经不能再办
理“达量限速”套餐，取而代之的
是每个月超过流量上限的部分需

要另外加钱购买的新套餐 （之前
是超过部分限速， 无额外费用）。
此前已经办理的则不受影响 ，老
用户现在恐怕要偷笑了。

根据之前运营商的公告看，停
止不限量套餐的原因是，为了减少
达量限速规则带给用户的困扰，并
进一步满足畅享套餐用户流量不

降速的需求。 不过，之前办理的不
限流量套餐还可继续使用。

与此同时，在中国联通官网，
除了大、 小冰神卡以外，4G 全国
及本地套餐中，也已无“不限量套
餐”出售。

而中国电信也在全国范围内

停售达量限速版畅享套餐， 省内
B 类达量限速也须同步停售。 停
止的原因是 “为了减少达量限速
规则带给用户的困扰， 并进一步
满足畅享套餐用户流量不降速的

需求。 ”

最高封顶不允许再用

“达量限速”套餐在国内出现
最早可追溯到 2017 年初。 当时最

积极的要属中国联通 （当时完成
混改，并获得 BAT 入股），公司推
出的冰淇淋套餐、 大王卡等业务
也广为人知。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接下来的推广活动，让运营商“老
大”中国移动后来不得不跟进，消
费者也在这场厮杀中获利不少。

取消不限量套餐后， 记者梳
理了目前三大运营商的套餐外流

量收费标准。
中国移动方面，129 元及以下

畅享套餐套餐外资费为 0.03 元/
MB、5 元/GB，199 元及以上畅享

套餐套餐外资费为 0.03 元/MB、3
元/GB。 用户当月套餐外流量消
费超 600 元的情况下， 暂停当月
上网服务，下月自动开通。

中国联通表示会提供更加优

惠的套外资费：199 元以上套外国
内流量资费优惠为 3 元/GB;199
元以下套外国内流量资费优惠为

5 元/GB。 此套餐新老用户均可办
理； 中国电信则有 10 元 500MB/
次的流量加餐包。

从上可看到， 中国移动当月
套餐外流量消费超 600 元封顶 ，

而以前不限流量套餐虽然超过

40G降速，但仍然免费。也就是说，
几十元就随便用的套餐结束了 。
今后最高要是 600元，且不是随便
用，而是当月停用，下月再开通。

是否变相涨价？

在已公布的套餐调整方案

中，运营商新的计费逻辑类似：以
固定流量套餐为基础， 超出套餐
部分的流量进行类似阶梯式的计

价方式。

对于 “达量限速 ”套餐停售 、
套外资费时代又将到来一事 ，许
多用户认为三大运营商明为调整

套餐，实则“变相涨价”。
有网友就表示，“对于我这样

的学生，限速套餐还是很好的，可
以避免不知不觉就多收钱”。 也有
人表示，“原来是超出套餐还能凑
合用，现在是超出直接收费，说白
了就是涨价了。 ”

可以看到， 有用户还是很怀
念 “达量限速”套餐。

对此， 资深电信分析师付亮
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表示，2017 年
我国 4G 用户人均每月流量使用
量在 1G、2G 左右，现如今已达到
8G 左右，“在用户流量使用大增
的情况下，运营商调整套餐，给了
用户一个达量之后不降速、 购买
低价套外流量包或享受低价套外

资费的选择 ”，1G 的较低计费单
位也减少了用户不必要的考虑。

性价比方面，付亮认为，收取
套外资费、 取消网速限制未必是
变相涨价，“性价比高低还是要看
用户特点。 ”

事实上， 部分用户对 “达量
限速 ” 套餐的需求是 “假性需
求”， 其刷短视频、 看高清视频等
高耗流量的行为会在达到限速点

后急剧减少， 套外资费出现可能
会降低这类用户流量使用的性价

比。 相比之下， 一些移动互联网
深度用户则需要在 “达量限速 ”
套餐流量超出后购买加速包， 以
确保正常进行， 套餐调整后整体
性价比也更高。

而关于即将正式亮相的 5G
新套餐，付亮则认为，“达量限速”
模式不会再被采取。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陈宁）日前，特斯拉官方宣
布 对 旗 下 在 售 进 口 版

Model 3、Model S 以 及

Model X 进行售价调整，部
分车型的涨幅区间在 0.8-
1.98 万元。 几乎在同一时
间，工信部发布了《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

型目录》，覆盖特斯拉全系
车型。 购置税免了，税前车
价反而上涨， 不少车主直
呼“看不懂”。 不过，这已经
不是特斯拉第一次调价 ，
一年时间不到， 特斯拉已
经对旗下车型调了 7 次
价， 理由大部分是由于汇
率浮动。

此次调价， 具体来看，
Model 3 标准续航升级版
（进口版） 价格从 35.59 万
元 上 调 至 36.39 万 元 。
Model 3 高性能版从 49.99
万元上调至 50.99 万元 。
Model S 高性能版从 87.57
万元上调至 89.39 万元。

根据特斯拉官方人员

的说法， 特斯拉此次的调
价主要是因为汇率的波动

而带来的调整， 当汇率超
过一定额度时， 特斯拉无

法为市场承担这一成本 ，
所以在近日带来价格的调

整。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中，
特斯拉共带来了 7 次价格
调整。

几乎在同一时间，工信
部发布了 《免征车辆购置
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第二十六批）》，目录包括
Model 3、Model S 及 Model
X 在内的特斯拉全系 11 款
车型，也就是说，进口版特
斯拉车型可以像国产新能

源车型一样享受免购置税

政策。
特斯拉官方微信称，购

置税占比税前车价 10%，全
额免缴后， 最高可省约 9.9
万元。 具体来看，百万级别
的 Model S 和 Model X 将
免征 10 万元的购置税 ，30
万元级别的 Model 3 免征
购置税之后， 购车成本将
减少 3 万元左右，可见优惠
力度还是相当大的。

不过 ， 从这次一涨一
跌间可以看到， 特斯拉车
价总体还是下降的，Model
3、Model S 及 Model X 的
降幅在 2.2 万元到 8 万元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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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婷）
上海市农委信息中心 8 月中旬
发布的数据显示 ， 上海江杨 、
上海农产品中心 、 西郊国际和
七宝农产品交易四大批发市场

数据显示 ， 8 月中旬上海猪肉
批发均价 23.72 元/公斤。

昨天 ， 根据市农委披露的
最新数据 ， 上海猪肉均价目前
达到 33.69 元/公斤 ， 较之半月
前上涨近 10 元/公斤 。 另据猪
价格网披露 ， 猪肉价格行情已
连涨 12 周 ， 业内呼吁应对快涨
市场需保供、 稳价。

均价同比上涨10元/公斤

记者了解到，根据市农委昨天
披露的价格， 昨天上海猪肉最高
价 35.55 元/公斤、最低价 31.8 元/
公斤，均价为 33.69 元/公斤。另据
猪价格网披露的实时数据，昨天，
上海宝山猪肉白条肉均价 35.01
元/公斤、上海浦东新区猪肉白条
肉均价 33.31 元/公斤、 上海徐汇
猪肉白条肉均价 29 元/公斤。

而市农委 8 月 14 日公布的最
近一期、 2019 年第 32 周 (08.03-
08.09) 上海猪肉行情分析显示 ，
上海江杨、 上海农产品中心、 西
郊国际和七宝农产品交易四大批发

市场数据， 8月 3日至 8月 9日期
间， 上海猪肉批发均价 23.72元/公
斤， 环比上涨， 涨幅为 5.49%； 猪
肉日成交量在 630-790 吨之间 ，

周成交总量 4955 吨 ， 环比上浮
11.94%。

打开生鲜平台， 各品牌猪肉
的价格稳中有升。如盒马平台上，
日日鲜冰鲜肋排 （带软骨）400 克
装， 售价为 46.8 元； 冰鲜梅条肉
（小里脊 ）340 克装售价 33.8 元 。
在社区智慧微菜场食行生鲜的平

台上， 爱森品牌的小里脊肉 350
克装售价 36.8 元 ； 爱森精腿肉
350 克装售价 23.8 元； 爱森梅肉
350 克装 27.9 元。

后期肉价有望回调

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统计 ， 8
月 1 日湖北省洪湖市发生非洲猪
瘟疫情 1 起 ， 未对价格产生影
响。 市农委分析指出， 近期猪肉
价格看涨一方面是由于立秋拉动

一部分猪肉消费， 另一方面是持
续下降的猪肉供给抬高了价格。

市农委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
上海猪肉价格量价齐升，后期猪肉
价格有望回调。上半年，上海批发
市场猪肉月均批发价一路上扬，涨
势明显，猪肉年批发均价 18.52元/
公斤，环比涨 3.24%、同比跌8.31%。
猪肉成交量 153211.79 吨， 环比、
同比分别涨 2.42%、17.96%。 由于
生猪源头的价格成本提高， 猪肉
价格居高不下，连续看涨，加上非
洲猪瘟疫情加速生猪去产能 ，导
致猪肉货源的持续减少， 市场供
给偏紧。

猪价格网数据显示， 猪肉价
格行情已连涨 12 周 ， 局地突破
31.00 元/公斤。9 月 1 日， 国内整
体猪价依旧以上涨为主， 但部分
地区出现小幅度下跌信号； 华北
地区猪价整体稳定， 当地猪价与
南方地区价差逐步缩小， 西北地
区涨幅收窄， 需求低迷限制猪价
上涨， 近期猪价或暂稳， 有小幅
度的涨跌调整态势。

总体而言， 目前全国猪价在
高位运行， 终端消费一般， 限制
猪价上涨。

两节临近市场需求将增加

市农委建议增加禽肉、 水产
品等的产量，增加猪肉进口量，加
快消费结构调整， 保证肉类市场
总体供给稳定。随着天气的转凉，
猪肉消费的增加， 猪肉价格还会
继续上涨。

据农业部发布的 400 个监测
县生猪存栏数据， 今年上半年全
国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双双再降，
5 月生猪存栏量同比减少 20.8%，
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减少 22.30%，
创下近 15 年历史新低。

业内指出， 随着中秋、 国庆
两大节假日逐渐临近， 猪肉市场
需求还将持续增加。 近期内猪肉
供应仍然趋紧。 不过， 相关部门
已经实行多措施并举保障市场供

应， 未来猪肉市场价格将大体保
持平稳。

■劳动报首席记者 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