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焦立坤

三大运营商、各大手机厂商正
加速推动 5G 手机价格更亲民。 近
日， 中国商报记者在 2019 中国移
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获悉，明年
第四季度，5G 手机价格或将下探
至 1000-1500 元的档位。 据了解，
目前， 国内 5G 手机价格已低至
3299元。

三大运营商频发力

11 月 15 日，中国移动副总裁
简勤在 2019 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
伴大会上表示， 中国移动将实施
5G 引领计划和双百亿计划， 包括
其中明年将发展 7000万 5G 用户，
销售三亿笔 5G 业务、 一亿部 5G
手机。

当日下午举行的 5G 泛智能终
端渠道生态合作峰会上，中国移动
发布了明年终端产品规划及 5G 产
品白皮书， 明确了该公司对 5G 终
端的产品要求：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支持 NSA（非独立组网） 和 SA
（独立组网） 双模， 同时支持
2.6GHz（吉赫）、3.5GHz、4.9GHz 频
段；提升 5G 终端上下行能力，推进

超级上行能力； 倡议在 5G 手机上
提供 5G 特色业务入口， 加快现有
应用向 5G 应用演进。

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副总经理
汪恒江表示， 明年 5G 手机整体销
量将超 1.5 亿部，超过十个手机厂
商将推出 5G 手机，明年 100 款 5G
手机陆续上市。

汪恒江认为，明年上半年我国
5G 手机市场依然是“导入期”，下
半年将进入“规模发展期”，届时我
国将迎来 5G 手机的大规模换机
潮，5G 手机价格将迅速下降。 中国
移动预判，明年第一季度多厂商将
推出 5G 旗舰机，到六七月份 2000
元价位段的 5G 手机将集中上市，
再到第四季度，5G 手机价格或将
下探至 1000-1500 元。

这些消息令业界沸腾， 显然，
5G 手机的普及再次提速， 运营商
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前，中国电信在第十一届天
翼智能生态博览会上已经释放信
号：将与各大重点厂商合作，争取
明年上半年推出售价在 2000 元以
内的 5G 手机。

而在 2019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
信展览会开幕论坛上，中国联通董
事长王晓初也表示，将联合产业链

大力推动手机 5G 向下兼容， 推动
实现制式通用化、 价格民众化、终
端泛在化， 推动 5G 手机和泛终端
的广泛发展。

5G手机开始放量增长

资深手机行业专家项立刚对
中国商报记者分析道，国内市面上
已经有超过十款 5G 手机。原本 5G
手机的市场预期价格会高高在上，
但目前 5G 手机最高价格仅为
6000 多元， 入门机型已降至 3000
多元。 今年 10 月 31 日，三大运营
商公布了 5G 套餐， 我国 5G 进入
了商用阶段，5G 手机市场的战火
很快就会燃起。

事实上，今年“双 11”期间我国
5G 手机已经迎来了第一个销售小
高峰。来自各大电商平台的数据显
示，“双 11” 期间 5G 手机销量激
增。 如，“双 11”期间苏宁平台全渠
道 5G 手机销量环比增长 459%；来
自京东的数据显示，在“5G 手机单
品销量”的销量榜单上，无论是 11
月 11 日当日的销量还是 11 月 1
日-11 日的累计销量，华为 Mate30
Pro(5G 版)均列第一；天猫平台在
“双 11” 期间，5G 手机搜索量达近

1000万。 天猫手机 V 榜数据显示，
华为 Mate30 Pro（5G 版）销量同样
位居榜首。

赛诺资深分析师李刚对中国
商报记者表示，从今年 11 月开始，
国内 5G 手机市场已进入放量增长
阶段。

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
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国内 5G 手机
出货量为 249.4 万部，1-10 月国内
5G 手机出货量总计 328.1 万部。自
今年 8 月开售以来，5G 手机的出
货量慢慢爬坡，9 月份的出货量为
49.7 万部， 而 10 月的出货量则是
9 月的五倍。 从机型数量来看，目
前国内共有 20款 5G 手机上市。

价格战暗流涌动

事实上， 随着 5G 手机芯片的
技术突破，目前各大手机厂商都在
加速推出 5G 手机。 小米集团董事
长兼 CEO 雷军在 2019 中国移动
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宣布，明年上
半年小米 2000 元以上的中高端手
机将全部为 5G 手机， 小米明年至
少会推出十款 5G 手机。

更引人注意的消息是，11 月
15 日联想发布的 5G 手机售价已

低至 3299元。这款联想 Z6 Pro 5G
版搭载了高通骁龙 855+X50 5G
调制解调器， 在 4G 版的基础上升
级了 5G 体验， 并针对 5G 使用场
景和痛点进行了优化和升级。 据了
解，该款手机将于 12 月 12 日正式
开售。

联想中国区手机业务部总经
理陈劲表示，当前联想手机在中国
市场的关键词是“突破”，将优先发
力 5G 技术应用，实行“All in 5G”
战略， 联想手机将不再推出 4G 新
品手机。

显然，在新一轮手机市场大洗
牌的机遇期， 联想试图以高性价
比的 5G 手机弯道超车。 当然，不
仅是联想， 目前 5G 手机市场的价
格战已暗流涌动。 比如 vivo，目
前该公司已推出两款 5G 手机。其
中，vivo 子品牌 iQOO 的首款 5G 手
机———iQOO Pro 的起售价仅为
3798元，iQOO Pro 将 5G 手机价格
拉低至 4000元以下。 随后，这个纪
录很快被小米打破，小米 9 Pro 的
起售价为 3699元。 目前来看，联想
打破了 5G 手机最低起售价的纪
录。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新
的挑战者不断打破“最低价”纪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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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手机普及提速 价格更亲民

运动品牌争相布局
滑雪市场成香饽饽

本报记者 颉宇星

国内外运动品牌纷纷加码布局
滑雪市场，近日，美国滑雪品牌斯派
德（SPYDER）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去
年 6 月 ， 法 国 户 外 运 动 品 牌
ROSSIGNOL 联合 IDG 资本，开始拓
展中国市场，而在国内，探路者、安踏
等运动品牌也在加大布局力度。业内
人士认为， 随着国外运动品牌的加
入，市场竞争将会更激烈，国产运动
品牌亟须加强研发，推出性价比更高
的产品。

据了解，滑雪市场吸引众多运动
品牌布局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相关政
策利好因素正在加速释放。 根据
《2019 全球滑雪市场报告》 显示，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的推动
下，2018 年，中国新开业的滑雪场有
39家，滑雪场总数量达 742家。

从国内运动品牌的布局来看，探
路者在今年 1 月对外表示， 考虑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带来的影响，公
司将对冬季运动核心品类进行重点
布局，包括滑雪产品、徒步越野产品
等。探路者表示，针对滑雪产品，公司
会考虑通过投资合作等方式，与其他
公司进行研发和设计， 整合外部资
源。

安踏则在 2016 年斥资 1.5 亿元
获得了日本滑雪品牌迪桑特在中国
的独家经营权，进行其所有类别产品
的设计、销售及分销业务。今年 2月，
安踏集团总裁郑捷表示，迪桑特在去
年完成“从无到有”的全线布局，销售
额增长超过 200%，“迪桑特预期将
在今年取得好成绩，排除组建团队的
时间，迪桑特目前的发展速度符合两
年内实现盈利的预期。 ”郑捷说。

此外， 三夫户外于今年 5 月 26
日 与 国 际 科 技 时 尚 运 动 品 牌
X-BIONIC 签署了战略合作合同，双
方多方面绑定深度合作。 据了解，
X-BIONIC 拥有约 800 项国际注册
专利，获得 34次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71次欧洲创新技术奖，600 多个各种
国际奖项和测试冠军，该品牌的仿生
技术被称为运动领域的“黑科技”。根
据合同约定 ， 三夫户外将成为
X-BIONIC 中国区唯一战略合作伙
伴。 X-BIONIC 全部的科技、专利、品
牌、产品和其他资源将通过三夫户外
落地中国市场。

“不过，不能忽视的是，由于我国
滑雪产业起步较晚，国产滑雪装备制
造商的制造技术和产品质量与国外
知名品牌还存在较大差距。 ”北京滑
雪协会副主席、北京卡宾滑雪体育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伍斌表示。

以滑雪产业中的滑雪装备为例，
滑雪装备主要包括三部分，分别是以
滑雪衣裤、 滑雪鞋为代表的服装，以
滑雪板、 滑雪杖等为代表的器械，以
滑雪手套、护脸和滑雪镜等为代表的
配件。 据媒体报道， 在第十三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高山滑雪、单板滑雪和
自由式滑雪项目上，全国各地的参赛
选手使用的基本是进口滑雪器具。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产品
受到认可，但国外运动品牌的滑雪产
品价格普遍偏高。中国文教体育用品
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中国商
报记者表示，即便是入门级的滑雪器
具也要近千元。 以滑雪服为例，如果
消费者选择中端户外品牌，例如芬兰
品牌哈迪、法国品牌乐飞叶，一套滑
雪服的价格在 5000元左右； 而高端
户外品牌，例如始祖鸟、素思的一套
滑雪服的价格则接近 9000 元； 德国
奢侈品牌博格纳的一套滑雪服价格
在 3 万元以上。

上述受访专家认为，国产运动品
牌应加强研发， 针对不同的消费群
体，生产出不同档次、不同风格和定
位的滑雪产品， 突出性价比优势，降
低消费者的滑雪成本，积极培育滑雪
市场。

本报记者 祖 爽

刚刚过完 35 岁生日的联想集
团， 正在开启智能化变革的新征
程。 在 11 月 14日-15日召开的第
五届联想创新科技大会上，这家老
牌 PC（个人电脑）巨头提出了新的
愿景： 希望成为中国智能产品、服
务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在互联网进入下半场，流量红
利逐步消失的背景下， 联想不再
止步于 PC，踏上了转型之路。从
步步为营的“三波战略 ”，到聚
焦智能化的“3S 战略”，再到提出
新的品牌愿景，联想将如何去拥抱
数据智能时代，讲好自己的转型故
事？

数据智能驱动变革启幕

如果说， 以前的联想是 PC 的
代名词，那么今年的联想则代表了
更多。“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由数
据智能驱动产业变革的智能时
代。 ”在联想创新科技大会上，联想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
在开场词中做出了一个判断。 同
时，这个判断暗含着联想“all in”
智能化的决心。

智能化带来了什么？杨元庆的
答案是，智能化变革能够释放巨大
的效率红利，能够让政府和社会服
务更加公平高效，促进经济在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进一步得到提升。
杨元庆表示，“智能化带来的收益
远不只是便利的生活体验。 ”

杨元庆将数据、计算力和算法
作为驱动智能化变革的推手，“当
有了数据作为燃料，计算力作为引
擎，大数据工具和先进算法来提供
涡轮增压。 然后，结合各行各业的
知识、经验、流程，就能产生更加精
准的决策结果、更加高效的业务流
程。 ”杨元庆表示，这就是能够驱动
行业转型、催化产业革命、推动社
会文明进程的数据智能。

据了解，联想的智能化转型始
于 2016 年，杨元庆提出的“三波战

略” 被视为联想智能化转型的开
端；2017 年，昔日联想的“二号人
物”刘军回归，作为联想集团执行
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他提出“智
慧联想， 服务中国” 的愿景；2019
年 4 月， 杨元庆又提出了新的“3S
战略”， 这被看作是联想智能化变
革的新方向。

据了解，今年以来，联想加快
了部署步伐， 新增加两个业务单
元———商用物联网业务、数据智能
业务集团，并针对业务计划的不同
采用差异化管理逻辑，按四象限管
理方式，即现金流业务、转型业务、
孵化业务、生产力提高的职能部门
设定不同的业务考核要求。组织架
构则按照客户群体———大客户、中
小客户、C 端客户进行划分， 端到
端梳理客户整体体验。

“数据智能驱动的变革大幕已
经开启，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杨
元庆如是说。

打造高度个性化智能体验

个人消费业务是联想智能化
的重要战场。 联想提出了全新的
“deeeP 架构”， 意图建立一座个人
智能大厦。

“对于普通人来说，智能时代
最大的改变是‘人将成为一切变革
的核心’。 ”杨元庆认为，以人为中
心的智能体验始于智能设备。 因
此， 联想将围绕着四个关键要素，
即智能设备、设备协同引擎、智能
家庭服务器、应用服务来打造以人
为中心的个人智能体验。杨元庆将
这四个关键要素称为“deeeP 架
构”。

中国商报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基于“deeeP 架构”，联想未来的发
展路线是：首先，将继续提升 PC、
平板和手机等智能设备的智能程
度， 并推出多样化的新型智能设
备。 接下来，联想将通过拥有边缘
计算力的智能服务器和设备协同
引擎，在不同的智能设备间分享数
据。最终，将围绕“人”做文章，打造

千人千面、高度个性化的个人智能
体验。

刘军认为，联想在智能变革进
程中将围绕社会、行业、企业、个人
四个层面创造全新价值，持续深化
以客户为中心和智能物联两大转
型，力争在三到五年内，成为国内
领先的智能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
供应商。刘军表示，“智能变革带来
的是一个新的蓝海市场， 远超 PC
和移动互联网， 希望在三年内，来
自智能物联业务的收入占比超过
联想中国区总收入的 1/4。 ”

可折叠设备抢风头

每一届的创新科技大会都是
联想大秀技术实力的舞台。在本届
大会上，杨元庆展示的两款折叠屏
产品赚足了观众眼球，即全球首款
折叠屏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1、
motorola razr 折叠屏手机。

折叠屏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1 搭载了 13.3 英寸 2K 分辨率的
OLED 显示屏。 这款笔记本电脑展
开后可成为 13 英寸的平板电脑，
折叠后可成为 8 英寸大小的笔记
本电脑， 一侧的屏幕可变为键盘，
并支持连接支架或连接扩展坞，满
足用户使用需求。

联想的折叠屏手机则宣告了
一代经典 motorola razr 的智能回
归。 中国商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这款手机采用的是 6.2 英寸可折
叠 OLED 柔性屏，屏幕可以沿着水
平轴对折，展开后是一款正常尺寸
的智能手机；折叠后厚度为 1.4 厘
米，后置摄像头也变成了前置摄像
头。 同时， 该款手机配备一块 2.7
英寸的 OLED 外屏，用于快速查看
通知、控制音乐、自拍等。

杨元庆表示，“可折叠”这个概
念不仅仅是把设备对折这么简单，
它开启的是全新的人机互动方式，

将会变革十多年来没有太大改变
的设备形态，并全面刷新智能设备
所连接的应用与服务的内容。

杨元庆表示：“对于联想来说，
手机业务的第一目标是盈利。接下
来， 联想手机要考虑盈利性增长，
拓展新兴市场。 ”

据了解， 今年以来， 三星
Galaxy Fold、 华为 Mate X 相继开
卖，消费电子产品逐渐进入“折叠
时代”。 2016 年，联想已展示过可
弯曲的概念手机和平板设备。可折
叠设备在被频繁折叠的过程中仍
能高效运行，还要支持用户通过触
碰、语音、手势等多种方式与设备
交互，如此复杂的要求对于量产来
说，并不容易。

然而， 如何复盘调整前进方
向、打好手中牌、提出完整的智慧
解决方案， 以最终走通智能化之
路，将是联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需要思考的问题。

拥抱数智时代 联想如何讲好转型故事
拓展新兴市场 打造高度个性化智能新体验

图为消费者在北京联想未来中心游戏展厅内体验。 据了解，该中心将前沿科技以场景化形式展示，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
融合以可视化的应用案例呈现。 CNSPHOTO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