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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广告 投资有风险

嘉实理财嘉智盈理财逆市走俏
近日嘉实理财嘉上线的智盈系列定

制账户服务，逆市销售火爆，成为居民稳
健理财新宠。现有智盈、稳赢和嘉盈（高
端）三个系列，目前各款产品均已售罄。

智盈系列定制账户服务目前包含智
盈添易一号和智盈慧投一号两款服务。
前者运作期为 1-6 个月，约定组合投资
年化收益率达到或超过 6.5%，运作期提
前结束，自动转至货币基金。后者约定

运 作 期 内 年 化 收 益 一 旦 达 到 或 超 过
7.5%，就结束运作。同时用户只能绑定自
己名下的银行卡，同一银行卡存入的资
金只能从同一银行卡取出，实现资金交
易安全。

据悉，未来嘉实理财嘉将会在每周三
交易日隔周交替推出“智盈慧投”和“智盈
添易”。最近的一期为“智盈慧投一号第3
期”，预计将在5月25日开放销售。

金牛债基南方通利近两年收益超25%
今年以来债券型基金凭借风险低、

收益相对较稳的特性受到投资者关注。
以南方通利债券基金为例，银河证券数
据显示，截至 5 月 13 日，该基金近一个
月、近三个月、近六个月、近一年的业绩
表现均为正向收益，显示出良好的避险

特性。其近两年的净值增长率，南方通
利A、通利C均涨超25%。在3月份举办的
第十三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活动
中，南方通利凭借2015 年取得的优异业
绩一举荣获“2015 年度开放式债券金牛
基金”奖称号。

逆向思维脱颖而出 上投摩根再造策略精品
一年一度的中国基金业颁奖季于上周

完美落幕，上投摩根基金旗下民生需求凭借
出色的业绩表现，喜获权威奖项“大满贯”。
值得一提的是，上投摩根实力团队并没有停
下掘金的脚步，由金牛基金经理帅虎掌舵的

上投摩根策略精选灵活配置基金正在火热
发行中，在投资方式上也沿用了逆向思维，细
致观察各项指标把握市场拐点、判断后市空
间、灵活调整仓位，最大限度降低基金净值的
波动度，助力投资者把握长期投资机会。

我国网络提速降费实施一年，资费
降了多少？网速又提了多少？面对运营
商的成绩单和官方的数据，消费者说：

“提速”请让我感到，“降费”请让我看到。

资费降了多少？网速提高了多少？
近日，三大运营商秀出提速降费成

绩单：截至2015年底，中国移动全年手
机上网资费较2014年下降43%；中国电
信流量平均资费同比下降31%，有线宽
带单位带宽价格下降58.8%；中国联通移
动数据流量综合单价降27.0%，固定宽带
单位带宽平均单价下降49.6%。

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
2015年三大运营商因提速降费少收了
400亿元，按照13亿用户计算，去年我国
平均每人每月省2.6元。

尽管工信部肯定了运营商的工作，
但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些光鲜的下降比
例是怎么算出来的？

先“科普”一下，我国推行的降费是
指降低流量基础单位平均资费，简单来
说就是降低每 1MB 的移动流量或每
1Mbps的宽带单价，而非直接降低我们
通信套餐总体支出费用。

然后再给中国电信算笔账：以移动
流量为例，流量平均资费＝全年流量总
收入/全年总流量，中国电信去年全年流
量总收入为478亿元，除以全年总流量
55.5 万 TB，得出流量平均资费为 0.082
元。这每MB0.082元的流量平均资费比
2014 年的 0.119 元降低了 31.6%。而
2010 年中国电信流量平均资费为每
MB0.4元，是2015年0.082元的近5倍。

截至2015年底，全国固定宽带用户
平均接入速率已超过20Mbps，是2013年
初的4倍多。全国光纤覆盖家庭已超一
半，在天津、四川、山东、河南等多个省市
地区建成了全光省，其中四川电信用户
平均接入速率已超61Mbps。

消费者为何感觉不明显？
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衡量信息社

会报告（2015）》显示，我国手机上网价格
排名19位（共183位，越靠前越便宜），
较美国（68位）及日本（53位）靠前；2016
年2月，移动网络服务分析公司“公开信
号”发布的全球移动网络报告显示，世界
4G网速排名中，中国以14Mbps位列全球
第31位，高于日本12Mbps、俄罗斯和美
国的10Mbps。

从官方和运营商发布的数据，到我
国在国际上各种排名，看着都不错，可消
费者为何感受不明显？

电信专家分析，首先，降费程度没有
达到大家的期望，市场竞争不充分，个别
服务和资费仍偏高；部分业务存在明显
不合理和霸王条款之嫌，服务的限制过
多，解释和提醒不到位，让消费者钱花的

“不痛快”，人们自然对运营商“提速降
费”的诚意打了个问号。

消费者对于降费感觉不明显的另一
原因是，我国用户使用移动流量近年来
呈现爆发式增长，在单价降低的同时通
信资费的总体支出并没有发生太大变
化。中国电信数据显示，资费的下降带
来月户均流量的快速增长，由2010年的
100MB增长到2015 年的 386MB，户均流
量消费支出由2010年的40元/月下降到
2015年的31.7元/月，变化并不大。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提速降
费还存不少痛点：我国固网宽带的门槛
依然偏高，普惠群体覆盖有待提高，尤
其是低端用户；套餐繁琐，虽然2015年
新套餐部分降价了，但绝大多数老套餐
资费没有变化；国内漫游费、长途费标
准资费尚存，虽然工信部、发改委下文
说自由定价，但运营商并无针对老用户
进行降价。

据新华社电

记者17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三大运营商日前公布了2016年提速降费

工作计划，我国通信资费今年将继续下

降，网速和网络覆盖将持续提升。

据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计划建设 4G 基站超过 30 万个，覆盖超

过97%人口，惠及13.5亿人；2016年计划

新增4G用户2亿户，4G用户总数达5亿

户；简化资费结构，降低门槛，实现对流

量用户100%覆盖。

中国联通表示，2016年计划投资750

亿元，拓展4G网络用户规模，扩大终端

支撑计划，继续大力推动固网宽带普及

速度和力度，年内力争达到将20兆用户

由年初的 19%提升至 50%，50 兆用户从

2%提升至15%，继续稳步下调流量标准

资费。

据了解，2016年中国电信将积极推

进提速降费工作，持续推动单位带宽价

格和流量平均资费进一步下降；预计有

线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到2016年底将

提 升 至 35Mbps 以 上 ，力 争 50Mbpshe

100Mbps用户占比达到30%。

据新华社电

提速降费一周年
用户感觉不明显

三大运营商提速降费还有大动作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为了确保航班安全正点，前天
起，广州白云机场开始严格执行国家民航
局有关规定，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旅客带
上飞机的行李物品体积不得超过 20×
40×55厘米，重量不得超过5公斤，而且每
位旅客限带一件；头等舱旅客可携带符合
上述要求的行李两件。青年报记者昨日采
访了解到，在上海两大机场，航空公司在值
机环节也会对旅客行李规格进行提示。

上周，广州白云机场发布消息称，为确
保航班安全正点，5月16日将严格执行国
家民航局有关规定，国内航线经济舱旅客
随身带上飞机的行李物品规格不得超过
20×40×55厘米，重量不得超过5公斤，每
位旅客限带一件。为此，白云机场除了在
值机柜台、自助值机设备及安检通道前放
置“超规行李限制框”外，还在各个值机岛
和安检通道前方的电子屏上播放超规行李

托运提醒。
对于白云机场此次严查超规行李登机，

民航专家表示，从安全角度考虑，客舱行李
架空间有限，随身行李超规放不进去，甚至
关不上行李箱盖，容易造成行李滑落伤人等
事件，影响客舱安全。而从航班正点角度
讲，将超规行李物品从客舱移入货舱的过程
本身就需要时间，如果这部分行李数量过
大，还需要重新进行配载平衡，势必造成飞
机长时间等待，最终可能延误航班。

青年报记者前日了解到，目前在上海
两大机场，航空公司在值机环节也会对旅
客的行李规格进行提示。在各航空公司的
要求中，低成本航空和传统公司稍有不同，
比如，春秋航空允许随身携带7公斤，手提
电脑的重量排除在外。

机场和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提醒旅客，
国际航班或廉价航空公司对携带行李限额
有所不同，旅客在购票时最好提前查询各
航空公司相关规定。

记者17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
高检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侦查
监督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做好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工作。

最高检在《关于切实做好打击整治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影响社会稳
定的突出犯罪问题，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
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
全感。各级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紧迫感，依法稳妥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案件，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蔓
延势头。

通知要求，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确保案件质量，加强对重点整治地区
的业务指导。各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

对于重大疑难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要适时介
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全面客观收集
固定证据，符合逮捕条件的要及时批准逮
捕，确保打击质量和效果。加强法律监督，
对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依法监督纠
正。对广西宾阳县等重点整治地区，检察
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源
头治理，集中力量依法严惩涉嫌电信网络
诈骗及周边犯罪的重点人员，铲除犯罪滋
生土壤，扭转本地输出犯罪、危害全国的状
况。要加强指导、督办和协调，深入研究电
信网络新型犯罪及非法产业链的定性、定
罪标准、共同犯罪、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
重点难点问题，及时有针对性地提出指导
意见，确保案件依法规范办理。

据新华社电

最高检：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高发

白云机场开始严查超规随身行李
上海两场航空公司值机时会提醒

新华社 图

“基本上，从去年到今年，99%以上流

入到宾阳的170、171号段都是用于诈骗。”

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公安局局长谢文告

诉记者，截至5月11日，宾阳县已关停170/

171号段可疑虚拟号码约12.46万个，关停

可疑宽带线路超过6400条。

记者了解到，在工信部开展打击通讯

信息诈骗专项活动的背景下，今年一季度，

由于用户规模快速扩张，虚拟运营商的垃

圾短信、诈骗短信投诉量也随之攀升。投

诉量环比虽下降40%，但比去年同期上升

65%。

记者了解到，江苏、广东、福建、浙江、

湖南、陕西等地，均发生过涉及170/171号

段的电信诈骗。部分基层民警反映，因

170 号段实名登记不严、实际归属地不明

等，颇受诈骗犯罪嫌疑人青睐。

烟台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副

大队长赵明成告诉记者，网上购买 170 号

易购易得，归属地可自由选择，同时规避了

实名注册，难以确定嫌疑人身份，从而加大

了办案难度。 据新华社电

[链接] 170或171开头陌生来电 你会接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