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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不期而至

乍見紋蝶吻草地，
菊花叢旁吸露汁。
驚訝連連短視頻，
心歡熟蝶飄然至。 

蘋果帶頭降價「大放水」
國產手機怎麼辦？ 

繼今年618大幅降價促銷後，今年雙

十一，「手機廠商集體大降價」的消息也登

上了熱搜。

雙十一預售開啟後，蘋果9月發佈的新品

iPhone14以及iPhone14 Plus系列出現大幅度的

降價，國內廠商在重壓之下不得不跟進，個

別機型價格降幅達上千元甚至更多。

手機廠商打起價格戰的背後，中國智能

手機出貨量多個季度連續下滑。根據調研機

構IDC數據顯示，2022年第三季度中國智能手

機出貨量約為7113萬台，同比下降11.9%。雖

然今年首次降幅收窄，環比有所增加，但是

市場需求依舊呈現低迷的情況。

業內人士分析，目前國內智能手機市

場，蘋果在高端市場一枝獨秀，中低端市場

各品牌持續混戰。尤其近兩年手機市場持續

下滑，手機廠商一方面為了清庫存，保現金

流，不得不進行價格戰來刺激消費者提升換

機意願；另一方面，在雙十一這樣重要的大

促節點，為了提高聲量，也不得不赤膊上

陣，提振品牌聲勢。

蘋果帶頭降價「大放水」
網友的討論中，今年蘋果對新品價格

的「大放水」表露無遺。「蘋果9月發佈

iPhone14系列後，降價的速度超出所有行業內

人士的預判，大家沒有想到iPhone能夠降價這

麼快，並且降價幅度這麼大，1000塊錢的直

降在此前從未發生過」，魔鏡市場情報創新

業務總監張佳甦告訴，「對比過去，今年手

機價格的確降得厲害」。

電商平台的銷售榜單中，iPhone14和

iPhone14 Plus衝上了排名前列，iPhone14 Plus

甚至一度超過此前廣受歡迎的iPhone 14 Pro摘

得6000元以上手機銷售桂冠。有網友感歎：

「沒有不香的手機，只要價格夠低」。

不止蘋果的新品暢銷，今年暢銷榜單

中，iPhone13也榜上有名。「在iPhone14和

iPhone14 Plus系列相較上代產品升級幅度比較

小，對消費者吸引力有限的情況下，不少消

費者還回頭去購買iPhone13系列」，IDC中國

研究經理郭天翔分析。

在蘋果如此大張旗鼓的造勢下，其他手

機廠商也難免被裹挾其中。雙十一期間，三

星、小米、榮耀、vivo和OPPO等主要手機廠

商也在價格上捲了起來，一部分此前熱賣的

旗艦機在官網上就直降千元，此外更有價格

跳水達2000元的情況。

一位手機零售行業從業人員此前主要拿

貨渠道在線下，他告訴，他拿貨價格基本已

經是最低價了，但「今年雙十一，時不時會

去電商平台薅羊毛」。他強調，這種價格極

低的手機並不容易搶到貨。今年iPhone14系列

的新品降價很快，但是國產旗艦機的降價速

度實際上也很快，iPhone總體而言價格相對堅

挺。

根據魔鏡市場情報數據顯示，截止到11

月9日，在整個淘系的手機銷售大盤中，蘋果

的銷售額接近70億元，占比超過近百億銷售

大盤的三分之二，均價方面達到7400多元。

緊隨其後的是小米，銷售額和銷量有優勢，

但均價只有1700元。

長穩商學院院長王長穩表示，雙十一

作為重要的大促節點，高端市場是蘋果在拉

動，中低端市場則是小米在拉動，今年vivo

和OPPO等手機廠商的參與度也明顯提升。手

機廠商在重要大促節點廝殺趨勢愈加明顯。

他進一步分析，蘋果帶頭直降手機價

格，電商平台利用好蘋果的品牌和產品，通

過補貼得到相應的高端用戶，在流量和銷售

額方面受益。反過來看蘋果如此激進地對新

品進行降價，將此前並不受歡迎的iPhone14和

iPhone14 Plus的銷售提升，衝向榜單前列，這

說明價格策略已見成效。

被動降價去庫存的無奈
根據IDC數據顯示，vivo在第三季度以

1420萬部的出貨量位居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第

一，其市場份額為20%，但出貨量同比減少

20.5%。榮耀、OPPO、蘋果、小米出貨量分

別為1270萬部、1160萬部、1080萬部、900萬

部。不過，前五名中僅有蘋果出貨量保持了

增速。

「第一要搶市場份額，第二自己也要

生存」，王長穩認為，手機廠商在雙十一發

力，爭搶市場份額後，通過相應的排名對消

費者進行宣傳是一個重要的目的。此外，當

整體市場份額下滑的時候，手機廠商都會比

較難受，在雙十一這種重要的增收節點，首

先要減少庫存的折損，回流現金。

近兩年，因芯片短缺，手機廠商曾經大

批量囤貨。資深技術專家袁博告訴，目前整

個行業出現了芯片性能過剩的問題，特別是

前年市場銷量大，手機產能不足，很多廠商

出現恐慌性囤貨。然而現在手機行業的亮點

實際上並不太多，除了折疊屏之外，並沒有

太多顛覆性的東西出現。

此前，曾有聲音傳出，今年上半年手機

廠商庫存水位告急，因此618廠商們開始用價

格血拼。今年雙十一，也成為今年最後一個

窗口期。在業內分析人士看來，今年雙十一

如此「慘烈」的背景，主要是基于蘋果的價

格策略、線下銷售受阻以及5G技術迭代時機

將至。

「蘋果降價成為利器，主動價格跳水的

情況下，所有廠商只能跟進，不降價很難突

破」。張佳甦指出，今年前三個季度出貨量

的下行趨勢有點超出大家預期，剩下的兩個

月時間，實際上所有廠商都想突破，因此以

價換量也是一種手段。

價格對消費者來說是感知最為敏感的東

西，通過價格刺激消費者購機或者換機，能

夠改善廠商的處境。

「今年雙十一的力度比往年更大了，其

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目前線下是淡季」，王

長穩表示，線下每年的銷售旺季有兩個，一

個是暑期，另一個是元旦。受疫情影響，一

方面消費者的購物習慣和注意力逐漸都轉到

了線上，另一方面當大盤下滑，線下首當其

衝。在這種情況下，以往還寄希望于線下銷

售的廠家紛紛衝向了線上，希望以最快最直

接的方式清庫存、變現。

「很明顯，今年手機廠商都加大了線上

渠道的參與力度，就連以傳統線下渠道為優

勢的部分品牌也開始強化線上的發展」，在

王長穩看來，手機廠商急于清庫存的一個底

層原因在于今年底到明年初整個5G手機的技

術可能會有一次迭代。

近期，小米、榮耀和vivo等均發佈了新

品，搭載了最新的芯片，並不斷提升手機性

能。千元5G手機的出現，高通驍龍芯片的迭

代開始，這對廠商意味著，原有的庫存要消

化，以此來保證下一輪旗艦新品的競爭力。

郭天翔分析，通過對積壓的庫存進行清理，

收回現金，進而去研發或營銷，對下一步新

產品的發佈和傳播都會有利。

國產手機發力高端機型
不止中國市場，放眼全球，整個智能手

機市場已經連續五個季度出現下跌，最新數

據顯示，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

為3.02億部，同比下跌9.7%，創造了智能手機

歷史上單季最大跌幅。

在高端市場一枝獨秀的蘋果如今也難以

延續其增長神話，根據蘋果最新一季財報顯

示，在iPhone14系列提前發售的情況下，蘋

果的營收和淨利潤增長分別為8%和0.8%。對

比去年同期，蘋果的營收和淨利潤為29%和

62%。蘋果這一季度在大中華區的營收同比

增長只有6%，去年同期這個數據則是83%。

有調研數據顯示，2023年第一季度的iPhone產

量預計將降低14%。另據公開報道，蘋果方

面已經凍結所有的招聘，這也說明目前對整

體市場行情的不樂觀。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研究中心特

約研究員李俊慧指出，目前市場需求總體

疲軟，蘋果iPhone14系列手機難免也會受影

響。但是iPhone的品牌影響力依舊還在，如果

iPhone的價格優惠幅度更大，也更容易瓜分市

場。

公開數據顯示，雖然中國智能手機整體

市場持續走低，但600美元以上高端市場受到

影響較小，整體份額達22.4%，同比增長1.9個

百分點。「這背後主要是蘋果在帶動。蘋果

是高端機，追求高品質的人群去消費後，蘋

果研發的意願又大幅提升，這就是個正向循

環」，然而張佳甦認為，在經濟背景不太理

想的情況下，頭部手機品牌迭代自己技術革

新的動力也會減少。過去幾年，不管是蘋果

還是安卓手機陣營，實際上都在調整自己的

產品和營銷策略去快速回籠資金。

今年9月已經觸底的華為實現了出貨量的

回升，這得益于其Mate50系列、P50系列等的

發佈。郭天翔表示，Mate50系列的回歸對蘋

果的高端市場份額產生衝擊，目前安卓陣營

的手機廠商策略幾乎一致，一方面持續打造

高端旗艦機型，走連續的高端發展路線。另

一方面對中端機型進行抑制，在低端機方面

不斷下探價格，並通過大幅度的降價促銷清

理庫存。

「消費者在高端市場的認知並沒有太大

的改變，不過可以看到國內手機品牌對高端

機的投入更大，態度更堅定了」，王長穩認

為，基于系統、攝影、屏幕和芯片等方面的

高端旗艦機已經拉開陣仗在對打，特別是通

過持續的投入進行折疊屏來拉升品牌價值，

這也成為廠家們的共識。

5個大燈能換輛新車？
這邊建議您盡量少修車，越來越貴了

如果你不小心撞壞了左前大燈，僅配件

價格可能就要比去年多支付1300元左右。包

括發動機罩、行李箱蓋，均比去年上漲了700

多元。而以上幾個數據，僅僅是行業的平均

值。

如果你是豪華品牌的車主，汽車配件的

價格漲幅則更為誇張。2021款車型與2017款

車型相比，華晨寶馬3系僅前風擋玻璃價格就

漲了4001元，北京奔馳C級主氣囊也漲了3285

元。

以上數據來源于11月7日中保研汽車技

術研究院（以下簡稱「中保研」）發佈的第

14期汽車零整比數據。數據顯示，本期「汽

車零整比100指數」為361.85% ，較上期增加

10.39個百分點；「常用配件負擔100指數」為

18.21，較上期增加了0.89。

「近幾年國內汽車配件持續漲價，也

是耐撞性與維修經濟性表現不佳的原因之

一。」中保研相關負責人告訴。根據中保

研11月4日發佈的中國保險汽車安全指數

（C-IASI），十四款測評車型在耐撞性與維

修經濟性成績方面沒有一款車型得到優秀

（G）的評價，半數車型評價為較差（P）。

買得起修不起
汽車零整比係數，也即整車所有裝車配

件價格的總和與整車銷售價格的比值。汽車

零整比係數越高，意味著其後期所需的維修

保養成本更高。

根據中保研數據，豪華品牌與合資品牌

零整比係數更高。本期高于汽車零整比100款

樣本均值的廠商有8家，均為合資品牌廠商；

其中，華晨寶馬和北京奔馳是汽車零整比係

數均值最高的廠商，分別達到726%和699%；

其次，一汽豐田、一汽奧迪、沃爾沃亞太汽

車零整比係數均值分別達到487%、468%和

466%。

同時，常用配件價格更是普遍上漲。

本 期 1 8 個 常 用 配 件 中 1 7 個 配 件 價 格 均 值

高于上期水平。有7種常用配件價格漲幅

超過10%。漲幅前五的常用單個配件分別

為 前 大 燈 （ 左 ） （ 2 1 . 0 1 % ） 、 發 動 機 罩

（18.99%）、行李箱蓋（17.82%）、前保險

槓皮（14.27%）、後保險槓皮（13.87%）。

其中，前大燈（左）價格漲幅最大，

從上期均值6221元上漲至本期均值7528元，

漲幅達到21.01%。與上期相比，國內廠商前

大燈（左）單件價格上漲的有13家；其中，

前大燈（左）單件價格均值變化量最大的廠

商為一汽奧迪（8103元），其次為長安馬自

達（2321元）。本期前大燈（左）配件價格

最高的三款車型分別為2021款進口奧迪Q7、

2021款一汽奧迪A6以及2020款一汽奧Q5L，

價格分別高達65570.94元、54996.50元以及

38329.30元。

發動機罩單件則以18.99%的漲幅位居第

二。本期發動機罩單件價格上漲國內廠商有

13家；其中，發動機罩單件價格均值變化量

最大的廠商為一汽奧迪、廣汽豐田與長安。

不過，中保研相關負責人也向本刊表

示，對比保險汽車安全指數近五年的發展，

行業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進展。「比如低速

碰撞氣囊誤起爆率由剛開始的40%左右降到

了現在不足10%，有了質的變化。粗略統計

僅這一項，新銷售的車輛每年節省的維修費

用達數億元人民幣。」

面臨新挑戰
伴隨新能源智能汽車市場的不斷擴大，

新能源車型修車貴的問題也得到更多關注。

這主要體現在電池成本、智能化精密配件價

格以及新的製造工藝方面。

此前央視財經報道稱，一位深圳的北汽

新能源車主在用車三年後，想更換電池，詢

問4S店後得知更換電池的費用高達4萬元，這

一數字甚至超過其車價7萬元的一半。

而中保研此次零整比數據研究也加入

了20款新能源車型。新能源汽車樣本車型研

究結果顯示：三元鋰動力電池包單件零整比

最高的車型為北汽新能源EU（98.72%），

磷酸鐵鋰動力電池包單件零整比最高的車型

為長城歐拉好貓（66.99%）；三元鋰動力電

池包單位能量價格比最高的車型為北汽新

能源EU（2883.34）；磷酸鐵鋰動力電池包

單位能量價格比最高的車型為東風風神E70

（1880.52）。

而智能化精密配件也讓新能源智能汽

車修車價格飆升。隨著智能駕駛技術快速發

展，不少車型搭載的激光雷達數量也越來越

多。據瞭解，目前激光雷達「上車」模式主

要有兩種，一種是置于車頂，這種方式雖更

為安全，但無形中增加了風阻，且不夠美

觀；另一種方式則是置于車頭保險槓中，這

種方式更為美觀，但卻極易在碰撞甚至輕微

剮蹭中受損。

與此同時，一些新能源汽車企業採用

的全新製造工藝也將車型維修價格進一步推

高。如特斯拉採用一體化壓鑄以及更輕的鋁

質車身，翼子板、保險槓等鈑金件很難修

復，碰撞後大概率需要換新，使得維修費用

大增。比亞迪、零跑等品牌的部分車型採用

車身電池一體化新技術，這項技術能夠減輕

電池組封裝的厚度、增加車輛空間、提升車

身剛度等。但潛在的風險是，一旦底盤受到

撞擊，將可能順帶撞壞電池。而電池作為電

動汽車最為昂貴的核心部件，損壞後的維修

費用也將更為昂貴。

如今，不少車型在上市時會採用硬件冗

余的方式進行配置，但目前在實際應用中，

駕駛輔助應用場景卻極為有限，不少消費者

甚至還未嘗到新技術的甜頭，就要為高昂的

維修費用買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