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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4G资费大幅降低，在“融合通信”和“微信

电话本”的夹击下，虚拟运营商的未来发展将变得

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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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近日，微信团队发布“微信电话

本”1.0.0版，可实现Wi-Fi条件下的

免费通话。基础运营商一方的中国

移动，则再次将“融合通信”提上日

程，免费短信或将率先于今年年底前

推出。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未来，移

动通信领域的新一轮竞争，无疑将更

加激烈。

为平板电脑等
再添新功能

“双十一”刚过，腾讯旗下的微

信推出重磅产品——“微信电话

本”。以免费通话为噱头的这一产

品，刚一推出就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以至于一度下载量过大，造成后台

运行故障。

记者昨日下载“微信电话本”时

了解到，目前“微信电话本”支持安

卓和 iOS两个版本，若要实现通话功

能，需要通话双方都下载此 APP 并

开通免费通话功能。同时，用户还需

在“微信电话本”内登录微信账号并

绑定本人手机号。

记者同时注意到，“微信电话本”

所谓的免费通话，也有特定条件，即

只有在Wi-Fi环境下才能实现免费

通话，在2G/3G/4G网络下则会消耗

流量，从而产生流量费用。根据微信

官方公布的数据，“微信电话本”在

2G/3G/4G 网络下通话一分钟消耗

的流量约为300K。

电器发烧友小谢在“微信电话

本”推出后就已下载体验，他表示：

“‘微信电话本’的推出，意味着让

iPad等平板电脑多了一种功能。不

过，微信电话本最省钱的是在免费

Wi-Fi 环境下使用，需要使用流量

的，最好在流量套餐内使用。如果是

套餐外再打微信电话，有时反而省不

了钱。”

事实上，在“微信电话本”推出之

前，类似的通话类 APP 已在国内市

场兴起，包括 FreePP、爱聊、有信等，

都具备了所谓的免费通话功能。甚

至手机浏览器也能做到这一点。

位于浦东软件园的 2345.com推

出的免费电话产品在“微信电话本”

之前已经面世。相比之下，2345.com
的“免费电话”只需拨号一方下载安

装软件即可，但在无Wi-Fi环境下，

1.2M/分钟的流量消耗要比“微信电

话本”高上不少。

运营商“融合通信”
应对跨界竞争

就在“微信电话本”大热的同

时，中国移动“融合通信”战略中的

短信业务改造有望进入正式试验阶

段——在用数据技术代替原有的信

息通道后，计费模式将从短信按条计

算改成统一按流量计费。用户虽然

仍需为其中可能产生的数据流量付

费，但价格会远低于短信业务目前每

条一角钱的定价。

记者了解到，有关中国移动“融

合通信”战略，最早出现在今年年初

的巴塞罗那移动通信大会上。当时，

中国移动CEO李跃在主题演讲时提

出三个新概念：一是“新通话”，将彻

底改变现有基于软交换的 64K语音

系统，转而采用基于 VoLTE 的全新

通话体系；二是“新消息”，在手机信

息功能中支持多种媒体格式的消息

交互和群组通信，同时还能兼容传统

短彩信功能；三是“新联系”，在手机

的传统的电话号码中植入社交功能，

满足用户的社交需求。

不久前在浦东举行的 2014亚洲

通信展上，李跃又一次明确表示，

“融合通信”最快会在今年年底实现

商用。

“当传统语音和短信业务被逐渐

替代时，基础运营商必须转变原有的

经营模式，要在流量经营上获得突

破，以产生更多附加值。”一位业内人

士表示，此前网络通话 APP 难以大

规模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用户覆盖

面不够广、用户活跃度不够高，但基

于微信的“微信电话本”在用户获取

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尽管目前就说

‘微信电话本’能打破电信运营商垄

断格局还为时尚早，但随着网络速

度、覆盖率持续提升，产品设计和用

户体验日益完善，一定会带来很大的

冲击”。

上述业内人士还表示，随着 4G
资费的大幅降低，在“融合通信”和

“微信电话本”的夹击下，虚拟运营

商的未来发展可能将变得更加困

难。

微信推免费电话 运营商推免费短信

移动通信新一轮竞争再起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中国移动获悉，自

去年12月4日工信部发放首张4G
牌照到今年 10 月底，中国移动的

4G客户数已突破 5000万，提前 60
余天完成年度客户发展计划，4G
发展进入快车道。

据介绍，在过去的 10 个多月

中，中国移动已经建设完成全球最

大的 4G网络。截至 10月底，建成

4G基站 57万个，超过 3G网络近 6
年的建设总量，覆盖超过300个城

市，基本实现县级以上城市和发达

乡镇覆盖，人口覆盖率达到 75%，

并与美国、香港等 27 个国家和地

区实现4G漫游。

与此同时，中国移动 4G移动

终端的种类也更加齐全。据介

绍，从 4G 发展初期到今年 10 月

底，支持中国移动网络的 4G手机

款型从 20 款增加到 520 多款，其

中千元智能机从零起步增加到

360 款 ，200 多 款 定 制 手 机 和

M811、M812 等中国移动自主品

牌终端陆续上市。数据卡、MIFI、
CPE、数据卡、双卡手机、可穿戴

等产品形态不断丰富，可为客户

提供多种选择。

市场调研公司GFK的数据显

示，2014年以来，三大运营商中国

联通 3G/4G终端市场份额不断下

降，目前份额约为四分之一，而移

动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在4G
终端市场，中国移动的份额更是超

过90%，占据绝对地位。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4
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

情况显示，今年1-10月，全国房地

产开发投资 77220 亿元，增速比

1-9 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对此，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表示，年内国

内楼市将整体趋稳，由于库存高

企，未来开发商将整体承压。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

住宅投资 52464 亿元，同比增长

11.1%，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住

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

为 67.9%。其中，东部地区房地产

开发投资 43195 亿元，同比增长

12.4%，增速比1-9月回落0.2个百

分点；中部地区投资 16523 亿元，

同比增长 11.0%，增速提高 0.3 个

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 17503 亿

元，同比增长14.0%，增速与1-9月

持平。

在商品房销售方面，1-10 月

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88494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 7.8%，降幅比

1-9 月收窄 0.8 个百分点。其中，

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9.5%。不

仅如此，1-10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

额 56385 亿元，同比下降 7.9%，降

幅比 1-9 月收窄 1 个百分点。其

中，住宅销售额下降显著，同比下

降9.9%。

与去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热程

度相比，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

呈现明显的“降温”态势。不过，全

国房地产施工面积却有增无减。

数据显示，1-10月，房地产开

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92132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 12.3%，增速提高

0.8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

积 49185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8%。

此外，1-10月，房地产开发企

业土地购置面积 26972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1.2%，而这以数据在1-9
月为下降4.6%。

对此，来自穆迪投资者服务

公司此前发布的报告指出，2015
年中国房地产业销售将继续下

降，穆迪对行业展望仍为负面。

且库存水平也将相应维持高位，

并且整个行业的流动性仍将维持

紧缩格局。

穆迪高级分析师曾启贤向记

者表示，2014年前9个月国内房地

产销售下降超过10%之后，2015年

将继续同比下滑 0%-5%。预计合

约销售额同比出现下滑的主要原

因是开发商进行促销或提供折扣

以增加销售并增强自身流动性，未

来房价将小幅下调。

曾启贤表示，由于首次购房或

拥有一套住房并已还清贷款的二

套房购买人士在取得按揭贷款申

请及贷款条件方面略有改善，且大

多数城市的住宅限购政策的取消

或放宽，以及今年房地产销售放

缓。因而，未来国内房屋销售面积

将企稳。

穆迪方面表示，鉴于今年销售

放缓且近年来新建住宅项目众多

背景之下，房地产库存水平较高，

2015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流动资

金将继续承压，并且其定价能力亦

有所削弱。与此同时，受促销优惠

房价下跌的影响，开发商毛利率将

明显下降，而楼市则将整体趋于稳

定。

前10月楼市成交额下降
房地产市场回暖仍需时日

由于今年销售放缓且近年来新建住宅项目

众多，目前房地产库存水平较高，2015年房地

产开发企业的流动资金将继续承压，并且其定

价能力将有所削弱。与此同时，受促销优惠房

价下跌的影响，开发商毛利率将明显下降，而楼

市则将整体趋于稳定。

中国移动4G客户突破5000万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2014年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近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东

道主浦东明年将对外开放的上海中

心和迪士尼主题乐园成为最受关注

的本土项目。而随着不少发达国家

对中国公民签证的开放，市民境外旅

游的目的地将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浦东景点受关注

旅交会上，上海展团共设立展台

45 个，浦东、徐汇、黄浦等区县旅游

局纷纷亮出特色线路，并积极探索跨

界合作。展会中央的LED大屏幕则

轮动播放“四季上海”城市形象幻灯

片，以一年四季为线索，围绕四季旅

游风光、四季节庆活动等主题多角度

展现上海城市风貌。

沪上四大地标性景观——东方

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与上

海中心首次齐集一堂。其中即将于

年内封顶的上海中心第一次参展，并

计划在展会上积极寻找业内合作与

旅游市场的预热机会。

即将于明年开幕的上海迪士尼

主题乐园同样受到关注。除了将“米

奇大门”搬来展台，迪士尼所在的上

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在展会上还公布

了两座主题酒店的效果图，并在展区

设立的LED显示屏幕上播放了迪士

尼城堡烟花的效果视频。

参观者同时可以在展会上了解

到迪士尼小镇、酒店等规划细节和看

到大幅效果图。若有任何问题，工作

人员及展区中央环形展台上的平板

电脑都可以为观众答疑解惑，让参观

者一走进“米奇大门”，就仿佛踏上了

迪士尼奇妙之旅。

美国旅游产品更多元

近年来，出境游成为不少市民的

新选择，而随着今年中国与有关发达

国家在颁发长期多次签证方面取得

突破性进展，发达国家将成为最新的

热门旅游目的地。

最近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是，中

美双方将为前往对方国家从事商务、

旅游活动的另一方公民颁发有效期

最长为 10 年的多次入境签证，为从

事留学活动的公民颁发有效期最长

为5年的多次入境签证。

截至目前，37 个国家和地区单

方面给予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落

地签证便利，8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

允许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入

境。另外，已经与其达成持普通护照

人员免签协定有4个国家。

这使得国外展团增加了参加旅

交会的力度。记者获悉，本届旅交会

共吸引106个国家和地区参展，海外

展位数量较去年同比增长了 124%。

美国作为今年的主宾国，展区规模最

大，参展商达到86家。

美国旅游推广局全球市场拓展

副总裁葛瑞杰在展会期间表示，今年

中美多个城市之间开通了直航新航

线，“随着赴美旅游各项手续的日益

简化，市场上的美国旅游产品将更为

多元、有深度”。

旅交会呈现旅游新风尚
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与上海中心提前“热身”

旅交会上，将于明

年开幕的上海迪士尼主

题乐园受到市民的关

注。

□本报记者 王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