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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小小时时预预订订量量破破百百万万
三大运营商难抵苹果诱惑

国庆长假之后立即推向市场
的“一码通”，虽其涉及每一位投
资者的切身利益，但受关注不多。

据记者随机调查，截至１０月８
日下午Ａ股收盘，还没有个人投
资者收到“一码通”相关的通知。
而记者向一些机构投资者了解到
的信息显示，“一码通”并没有在
业内引起轩然大波，公募基金和
私募基金交易员均表示对此并不
了解。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９月２３日发布的《关于统一账户平
台上线安排的通知》，简称“一码
通”的一人多账户系统即将正式
上线。１０月８日，该系统进入上线
过渡期，账户类数据将由统一账
户平台生成。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关于配合做好证券账户整合有
关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１０月
８日起，公司将为所有持有证券账
户（包括Ａ股账户及封闭式基金
账户）的投资者配发“一码通”账
户。

“可能还在测试阶段吧，目前
还没有收到公司的相关业务通
知。”某券商营业部经纪人告诉记
者。

传统的“一人一户”的限制形
成了一种实际的垄断，个人投资
者在不同的中介机构之间没有二
次选择权，或者行使二次选择权
的代价高昂。复旦大学金融研究
院教授张宗新认为，无论是在交
易费用还是在服务水平上，“一码
通”的推出都会促进中介机构之
间的竞争，从而提升我国券商经
纪业务的服务水准。

据新华社

本报１０月８日济南讯（记者
刘相华） 主业是纺织的德棉

股份在新股东入主之后，在谋求
“多条腿走路”的道路上又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９月３０日公司对外宣
称收购北京和合永兴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和合永兴科技”)切入彩
票业务。

根据公告，德棉股份公司9月
30日与两名股东李植、唐辉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2700万
元收购股东李植、唐辉合计持有
的和合永兴科技100%的股权。

据介绍，和合永兴科技是致
力于无纸化彩票业务服务的公
司，由彩票行业内具有丰富经验
的人员组建而成，公司和百度乐
和彩、北京华彩赢通、百宝彩等公
司签订合作协议并建立了战略合
作关系。公司已经获得黑龙江体
彩无纸化彩票销售正式授权，并
在黑龙江建立了出票基地，基地
拥有打票机30台。公司将在2014

年底推出自有售彩网站、手机售
彩客户端及O2O业务平台，随着
公司业务全面铺开，公司业绩将
在未来几年获得快速提高。

财务数据显示，较去年相比，
和合永兴科技业绩今年进入成长
期。截至今年7月，标的公司资产
总额为 1 4 1 9 . 2 6 万元，净资产
1001 . 16万元，实现营收93 . 94万
元，净利润10 . 99万元。而2013年标
的资产总额为1003 . 89万元，净资
产990 . 16万元，营收为3万元，全
年亏损9 . 8万元。

德棉股份表示，国内彩票行
业市场和发展潜力巨大，且处于
转折变革时期，机会很多。为培育
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通过收购
和合永兴进入彩票行业，此次收
购作为公司多元化经营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有助于公司迅速
进入移动互联网等彩票领域，提
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市场对德棉股份很买账，１０
月８日股价上涨５.０３％，报收于
１２.３２元／股。

在苹果获得国内“放行
证”后，三大运营商以及各
家电商开始摩拳擦掌。据
悉，iPhone6/6 Plus将于10月
10日在中国内地开卖，首批
铺货量达650万部。售价方
面，预计iPhone6起售价将为
5288元（人民币），iPhone6
Plus的起售价格为6288元，
届时，苹果官网及运营商版
本产品将同时上市。

而在宣布苹果新品的
内地销售时间后，据不完全
统计，在三大运营商接受预
订后的6个小时内，预订量
已经超过了100万部。

本报记者 徐瀚云

最近，网络上广为流传着
一篇讲述如何辨别注水螃蟹
的文章，文章称：螃蟹身上有
小孔，煮了之后蟹壳里很多
水的，便是注水蟹，为了让注
水蟹保持鲜活，不法商贩还
会注射兴奋剂。然而针对这
一观点，山东省海洋生物研
究院专家却表示，螃蟹注水
基本不可能。

“注水的螃蟹？肯定买到
过，原来买的螃蟹，有时候回家
上锅一蒸，吃的时候打开蟹壳
一看，里面全是水，烂乎乎的，
肯定是注水了。”济南市民孙
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没
注水的螃蟹壳上没孔，蒸完
了 以 后 里 面 的 蟹 黄 是 凝 固
的，蟹肉也很紧。

记者在市场上碰到一位刚
买了梭子蟹的李大妈，李大妈
听记者一说，立刻检查起自己

刚买的螃蟹，果不其然发现了
几个小孔。李大妈拎着蟹子和
记者一起去找摊贩理论。摊贩
却称，这些小针眼是螃蟹打架
弄的，根本不是注了水。

那螃蟹身上的小孔，到底
是不是摊贩注水留下的呢？山
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研究员刘
洪军告诉记者，商贩给蟹子注
水的可能性不大，根本是得不
偿失。“其一，蟹跟其他商品不
同，如果给螃蟹注水，螃蟹很快
就会死掉，死了的螃蟹非常不
值钱，和活蟹子一比简直是天
差地别；其二，如果要注射，必
须要调配出合适的生理盐水才
行，就算能注进去50毫升水，也
不过多了一两的钱而已，另外
螃蟹多数是论只卖，不是论斤
销售，注水增加分量意义不
大。”刘洪军解释道。

至于商贩说的螃蟹打架，
刘洪军表示这种情况的确存
在，“不要小瞧螃蟹的钳子和

腿，许多蟹子放在一起，很容易
戳出那种小洞洞来。”至于网传
的注水蟹蒸熟以后蟹壳里有很
多水的说法，刘洪军认为，螃蟹
体内本身就有一定的水分，可

能会造成这种情况；还有一种
情况是因为螃蟹得了“牛奶
病”，这种病对人没有害处，但
是螃蟹会因为得病变得很瘦，
也可能造成壳里积水。

“一码通”开启

受关注不多

德棉股份

跨界“玩”彩票

螃螃蟹蟹壳壳上上小小孔孔，，是是被被注注水水了了吗吗
专家释疑：基本不可能

苹果公司表示，用户可于
10月10日（星期五）在苹果中国
官网预订，还可在10月14日预
约，17日到苹果店提取。

“ 苹 果 的 两 款 手 机 是
iPhone有史以来最大的革新。”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方面对记
者表示，电信方面将于10月17
日在全国超过6700家门店发售
iPhone6和iPhone6 Plus。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方面
表示，新iPhone手机具备全网
通4G功能，不仅可以通过中
国电信天翼4G极速网络体验
丰富的互联网应用，还可以通
用于境内外其他运营商的4G
网络。

中国联通方面也表示，预
约iPhone 6/6 Plus，无需换号
就能续办新的合约计划。

而移动则推出了裸机和合
约机两个版本，其中裸机属于
全网通型号，选择购买裸机的
用户将会获得2个月每月2GB
的流量，而今年12月底前在移
动授权的分期付款渠道中购买
裸机的客户则可以享受分期付
款购机实惠。合约机方面，移动
提供12、18、24、36个月的合约
期，让用户在58至588元的套餐

中选择。
有消息指出，在苹果首批

铺货的650万部 i Phone 6/6
Plus中，中国移动的定制机就
超过了50%的比例，再加上中
国移动还公开出售裸机，并对
裸机用户提供大量流量补贴，
可以预见，中国移动将会一改
在3G时代初期的尴尬。

从2007年开始，中移动就
开始与苹果接触，希望能直接
引入 iPhone。但是，乔布斯对
中移动提出的一连串疑问，显
示了当时他对TD-SCDMA
技术以及产业成熟度完全不
看好，双方的谈判在2009年一
度中断。

4G时代中移动明确转向
TD-LTE标准，并从一开始就
推动T D - L T E与 F D D的融
合。这从技术上给了中移动和
苹果双方再度回到谈判桌前
的基础。库克接任苹果CEO之
后，他与中移动的交流也更加
频繁。

此外，目前国内除了移动、
联通以及电信三大运营商接受
用户预订iPhone 6外，苏宁、迪
信通和京东等社会渠道也可以
直接预订新的iPhone。

虽然内地缺席首发，但苹
果的销量依然强劲。据悉，
iPhone6和iPhone6 Plus两款
机型在开售3天之后就突破
1000万部的大关，这也刷新了
此前iPhone系列的销售纪录，
而第三方信息表明，截至目前
iPhone6和iPhone6 Plus的销
量已经达到了2100万部。

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
iPhone6与iPhone6 Plus的销
售势头并没有丝毫减缓的态
势，并且从销量数据来看，
iPhone6要比iPhone6 Plus的
销量更大。这样的销售情况对
于国内三大运营商来说是一
个好消息，但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在任何时候，iPhone对于
任何一家运营商来说都是一
把双刃剑。

一位电信行业业内人士
向记者表示，在电信市场和语
音业务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
后，看上去明星终端策略使运
营商在高端用户争夺战以及
自身的战略转型中找到了一
条“捷径”，不过在用户量高增
长的背后却是亏损的现实。

在2010年，中国联通跟苹
果合作的第一年就因为高额

3G补贴而利润下滑，销售亏
损32 . 3亿元，其中3G终端销
售因为补贴过高而带来的亏
损就达到31 . 7亿，iPhone补贴
占了相当大比重。但iPhone明
显提高了联通手机用户的
ARPU值（每月平均用户贡献
收入），从40元多元提高到100
多元，并从中国移动手中抢到
了不少高端用户。

而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
今年形势发生变化，受“营改
增”以及OTT等影响，运营商
收入增加但利润下滑的趋势
无可避免。从中国移动8月份公
布的中期业绩报告来看，中国
移动上半年营收为3247亿元，
同比增长7 . 1%，股东应占利润
为577亿元，同比下降8 . 5%。

“运营商传统业务都在萎
缩，新的收入增长主要靠流量
实现，但现在流量方面的投入
比收益大。”独立电信分析师
马继华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而中国移动内部人士也
对记者表示，苹果的最大贡献
在于带来高ARPU值的用户，
这是未来运营商竞争的关键
因素之一。 本报综合

苹果仍为最大赢家运营商争夺iPhone用户

不少螃蟹身上有小孔。 本报记者 徐瀚云 摄

一家商店贴出的Iphone6海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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