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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虚拟运营商 170 号码昨日在

杭州首发，话机世界成为国内首

个正式放号销售的虚拟运营商。

记者了解到，随着各家虚拟运营

商与基础运营商的系统调试进入

尾声，本月起，陆续还将有其他虚

拟运营商放号。

去年年底，工信部正式发放

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包括话

机世界在内的11家企业获得首批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牌照，预示着

民营资本正式进入电信领域。

所谓虚拟运营商，是指与电信

运营商在某项业务或者某几项业

务上形成合作关系的合作伙伴，它

以自己的品牌面向终端用户提供

服务，拥有自己的计费系统、客服

号、营销和管理体系。170号段作

为虚拟运营商的专属号段，获牌企

业将可以租用基础电信运营商的

移动通信网络为用户提供基于自

身品牌的通信服务。

根据已经公布的资费方案，

170号段体现出资费更低廉、套餐

可定制、流量不清零等相比传统

运营商更为细分和灵活的特点。

尤其是手机用户对现有套餐“流

量月末清零”的抱怨，使得“不清

零”几乎成为虚拟运营商服务的

“标配”。

京东集团“京东通信”相关负

责人此前就明确表示，在其170套

餐中，剩余流量将不再清零，还可

分享流量。爱施德“U.友”也承诺

其 170 服务中语音、短信、流量最

长两年“不清零”，并推出流量转

赠、家庭共享等创新服务。

“虚拟运营商的业务落地，为

传统通信市场的竞争带来了新的

活力。但前期 1至 2年的时间里，

虚拟运营商在基础通信业务上恐

面临盈利压力，需要通过其他业

务贴补通信。”一位业内人士指

出，低廉资费和差异化套餐设计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敲门砖，

但仅靠这种方式难与基础运营商

竞争，“在通信之上的应用创新、

模式‘叠加’，才能被市场认可”。

根据《上海市活禽交易管理办

法》，本市活禽交易季节性休市结

束，5 月 1 日 0 点起恢复活禽供应。

记者在浦东菜市场活禽交易点发

现，前来购买活禽的顾客不多。据

摊主介绍，尽管已重新恢复交易，但

目前市民知晓率不高，估计过几天，

生意会好起来。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五一”小长假历来是电影市场

最受关注的档期之一。但与往年大

片扎堆不同，今年不少大片纷纷退

席“五一”档。如好莱坞电影《超凡

蜘蛛侠 2》因故在国内推迟上映，错

过“五一”。大片的缺席让“五一”档

成为了《同桌的你》、《催眠大师》以

及《冰封：重生之门》等在内国产片

的战场。

国产片抢占“五一”档

“五一”档期从不缺票房黑马。

自 2010 年开始，“五一”档期的票房

就逐渐倍增，2012年与 2013年的“五

一”档票房增速更位居全年所有档期

增速第二位。

不过今年的情况却有点特殊，从

周四 5 月 1 日到周六 5 月 3 日，只有

《同桌的你》、《催眠大师》以及《冰封：

重生之门》三部国产片主攻该档期。

其中，《催眠大师》在4月29日上

映首日获 2000 万元票房，“五一”期

间票房总计9190万元，累计票房1.27

亿元。《同桌的你》则继续青春题材，4
月 25 日上映三天内票房过亿，“五

一”期间票房总计1.3亿元，累计票房

3.07亿元。而《冰封：重生之门》尽管

有甄子丹、王宝强、任达华等明星加

盟，但票房不佳，“五一”期间票房总

计3780万元，累计票房1.335亿元。

此外，包括《美国队长 2：冬日战

士》、《里约大冒险 2》等在内的进口

大片在“五一”期间也有一定排片比

例。以5月2日的当日票房来看，《里

约大冒险 2》收获 777 万元票房，而

《美国队长 2：冬日战士》则收获 758
万元的票房。

票房缩水两成以上

事实上，去年“五一”档由于《致青

春》和《钢铁侠 3》两部电影票房的助

推，直接导致去年“五一”档票房同比

上涨近 100%，达 4.34 亿元。而今年

“五一”档，因最有吸金实力的电影《超

凡蜘蛛侠2》推迟上映，导致总票房收

入同比下降15%，为3.7亿元。

浦东新世纪影院的秦经理告诉

记者，今年“五一”档影城票房缩水在

两成以上。她表示，《超凡蜘蛛侠 2》
的缺席直接导致影院票房收窄。她

预计，如果《超凡蜘蛛侠 2》能够在

“五一”上映，一天的票房总额会拉高

至少三成。

记者了解到，昨天《超凡蜘蛛侠

2》已经上映，浦东各大影院均已做

好排片准备，纷纷提高影片排片

率。截至昨天下午 2时，记者登录网

上订票系统发现，目前包括浦东新

世纪影院、喜马拉雅海上国际影城

等在内的不少影院晚场基本上已被

订购一空。

对此，艺恩咨询分析师杨舒婷表

示，从目前来看，国内人均年观影次

数不足 1 次，观影习惯尚未全面形

成，但以一线城市为代表的观影人群

将会影响和推动国内电影产业的进

一步完善。

她透露，目前国内电影产业总体

规模已达 200亿元，国内银幕数也将

突破 2000 块，这将支撑国内电影产

业进一步壮大。在此背景下，此次

“五一”档可谓国产片的一次小考，从

交出的答卷来看，国产电影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继英国奢侈品牌博柏利（Burb⁃
erry）入驻到天猫商城后，走秀网日

前也与苏宁易购联合宣布，前者将携

香奈儿（Chanel）、古驰（Gucci）、凯特

丝蓓（Kate Spade）等中高端品牌正

式入驻到苏宁易购的开放平台。此

举意味着电子商务正在逐步发力中

高端线上消费市场，这将使得传统百

货公司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

未来线下可推广
奢侈品维护保养

据 介 绍 ，从 路 易 威 登（Louis
Vuitton）、香奈儿、普拉达（Prada）等

国际顶级品牌，到卡尔文克莱因

（CK）、凯特丝蓓等轻奢时尚品牌，走

秀网此次为苏宁易购开放平台筹备

了100个时尚中高端品牌，库存量达

到3万个。

“走秀网的轻奢时尚定位，对苏

宁易购品类进行了有效补充，而苏宁

云商经过多年 O2O 业务体系的建

设，拥有了强大的物流配送体系。”走

秀网CEO纪文泓表示，双方将利用

自身的优势，实现为消费者引进高品

质商品的目标。

纪文泓同时表示，苏宁云商目前

正在全力打通线上线下的 O2O 模

式，未来潜力巨大，对走秀网筹备的

奢侈品维护保养等线下业务有很大

影响，“且苏宁独有的金融体系，1600
多家门店及超亿的会员人数等资源

也是发展的优势”。

网店让奢侈品牌
多渠道抢占市场

奢侈品概念的定位是小众，而电

商低价的定位是大众，电商平台开售

奢侈品似乎是一个悖论。不过，随着

国内电商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的成

熟，让这一商业模式变成可能。

“在过去，奢侈品‘触网’的几大

难题不外乎线上支付限制、高端网购

的消费者信任以及品牌授权等问题，

但这些问题现在都能够得到解决。”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不少国际奢侈品

牌认为中国市场巨大，会选择在一二

线城市开设品牌实体店，“但除了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外，国内三四线城

市对奢侈品也会有需求。对于奢侈

品牌来说，去三四线城市开店成本很

高，一时间也很难铺开，且如果没有

众多品牌同时进入，无法形成群聚效

应，这时电商会成为一种补充”。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担心的信任

问题上，纪文泓表示：“消费者信任是

长期建设的过程，光喊口号是苍白

的，要通过网站购物体验、退换货等

服务来建立。”

对实体商业
冲击越发明显

电商对实体商业带来冲击已经

不是一个新鲜话题，然而随着奢侈品

近期频繁“触网”，将进一步侵占实体

商业的优势领域。

第一八佰伴作为历年来上海实

体商业销售额榜单上的领头羊，其总

经理辛觉慧在 4 月底举办的中国零

售业聚焦峰会上透露，百货业受电商

冲击明显，几乎所有百货公司收入连

年下降，这导致百货公司员工收入不

断下降。对此，第一八佰伴欲用调整

业态比例、升级服务体验、细化经营

品类以及创新营销方式等方式提高

自身竞争力。

此外，赶在“五一”小长假前开业

的“世博源”购物中心，也在业态布局

上有所调整，改变了以零售商户为主

的传统模式，引入餐饮美食、休闲娱

乐及功能配套商户，目前上述几类商

户的占比达54%。

国际奢侈品牌纷纷“触网”

电商发力中高端线上消费市场

170号码本月起落地
流量不清零成为“标配”

上海活禽交易恢复

“五一”国产片上演“三国杀”
三天内地票房为3.7亿元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噱头很浓，实际优惠却很

少。”一位市民在谈到“五一假日楼

市”时，对记者抱怨。据悉，在日前

结束的“五一假日楼市”房展会上，

133个参展项目中，打折项目占比

仅20%，让沪上市民颇感失望。

开发商真吆喝假优惠

记者了解到，此次房展会上的

国内楼盘共 133个，相较于今年 3
月举办的“上海之春”房展会参展

项目多了两倍，同比去年“五一”房

展会项目增加近两成。而前来观

展的市民总计约为4万左右，创今

年以来相关房展会的新高。

不过，与此前盛传大规模优惠

不同的是，记者在现场发现，真正

提供优惠打折销售的楼盘并不

多。据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统计，

在此次展会的133项目中，仅有27
个项目明确给予买房优惠，且折扣

力度并不大。

记者在现场看到，包括嘉定、

宝山以及浦东在内的相关刚需项

目均推出了限量特价房，但细细询

问会发现，这样的特价房不是位于

底层就是顶层，且优惠幅度在每套

30 万元以内。此外，更有不少楼

盘打着优惠的名义，实际上卖的却

是往常的均价。

一位前来看房的消费者向记

者表示，原本以为优惠价格会比较

吸引人所以专程前来看盘，不过到

了现场才发现优惠力度和平时一

样，可以说基本没有优惠。

消费者选择继续观望

近期，浦东唐镇一楼盘出现

7.2折甩卖的优惠价格后，楼市降

价潮的呼声一时间“风起云涌”，不

少消费者更将之视为沪上楼市降

价的风向标。

面对楼市的小规模降价，开发

商和消费者却各执一词。位于浦

东唐镇一高端楼盘的销售人员向

记者表示，去年沪上楼市高歌猛

进，可以说将很多购买力消耗殆

尽，但这种情况只是阶段性的，上

海刚需如此旺盛，不可能会像国内

其他城市那样出现楼市的大幅降

价，中心城区更不可能。

而前来看房的市民张先生向

记者表示，自己已经看了半年的房

了，现在银行放贷收紧，给很多真

的想要买房的人带来很大压力。

在他看来，这种情况维持大半年后

唐镇楼盘出现打折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银行持续收紧信贷，沪上楼盘

受到连带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因

而他选择继续观望一段时间再做

决定。

面对开发商和消费者的“固执

己见”，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目前

楼市运行的态势及各种因素来看，

开发商应充分地管理好现金流，不

足时则可以选择“以价跑量”才能规

避风险。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观望

情绪的加重必将进一步“拖垮”开发

商。整体来看，今年沪上楼市发生

变局的可能性在增加。

假日楼市买卖双方齐观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