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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运营商掀起宽带价格战
200M 家庭宽带一年降价 4 成多

本报记者 赵鹏
住在朝阳区南顶路的市民余女士最
近发现，宽带价格跳水不少。
“2015 年我
办的 20M 宽带 1 年就要 1480 元，现在
100M 的 3 年才 1280 元。
”她说。
除了民营宽带，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
运营商都在大举拓展宽带业务，
激烈的价
格竞争使得北京整体家庭宽带套餐价格跳
水。市通信管理局昨天披露，
以当前本市
最主流的 200M 家庭宽带来看，
2018 年的
平均降幅同比超过了 4 成，宽带已成了提
速降费后市民受益最大的领域之一。

移动免费宽带抢市场
过去，
北京各大小区是民营宽带企业争
夺的主战场，
它们以远低于联通的包年价格
吸引了不少用户。但今年以来，
曾经攻陷楼
道的各种宽带小广告几乎销声匿迹。
“整个小区几乎都被移动接管了。”
住在朝阳区十里堡东里 14 号楼的杨女士
说，过去这里只有方正宽带，
“ 前几天我
咨询移动客服，说 0 元宽带已经覆盖到
13 号楼了，我们 14、15、16 号楼估计也快
了。”杨女士说，现在移动的上门安装师

傅忙得脚不沾地。
记者查询获悉，北京移动将家庭宽
带与手机套餐捆绑推出了爱家宽带套
餐，每月 108 元手机套餐可赠送 200M 宽
带；88 元套餐赠送 100M 宽带；58 元套餐
赠送 50M 宽带。
“移动0元送宽带后新增用户的势头很
猛。
”
北京歌华有线相关业务负责人李先生告
诉记者，
“2018年歌华新增宽带用户6万多
户，
但今年预增数量只有3万至4万户了。
”
面对移动的攻势，
率先
“倒下”
的是资
金面偏紧的民营宽带企业。作为最大的
民营宽带运营商，鹏博士业务覆盖国内
200 多个城市，在网用户超千万。从鹏博
士 2013 年完成对长城宽带的全部收购，
屈指算来不过 6 年。近期鹏博士宣布，已
放弃与运营商在宽带领域的正面较量，
转
而为运营商提供宽带安装和维护服务等。

经接近 200 万户，去年新增了至少 50 多
万户；歌华有线用户有 60 多万；电信用户
大约是 30 万。此外，方正宽带、长城宽带
和宽带通，
各有几十万用户。
虽然鹏博士已经转型，但其原有用
户基本不会受到影响，或被移动“收编”，
直接接入移动的出口网络。
“这几年提速降费不断推动，市民确
实受益颇多，降低了不少家庭的通信消
费支出。
”市通信管理局方面披露。
为了留住更多用户，
三大运营商都不
断加码套餐优惠。如续费移动爱家宽带
套餐送机顶盒，
办电信小团圆宽带套餐送
手机 5G 流量和 500 分钟通话，联通宽带
赠 1000 分钟通话和 20G 流量，这一桩桩
优惠让市民尝到了提速降费的甜头。

提速降费市民获益最多

移动 0 元送宽带只为降价吗？业界
分析，
这背后还有更多深意。
中国移动最新财报显示，宽带业务
并非赔本生意。2018 年中国移动净增
4400 万宽带用户，总数达到 1.57 亿，首
次超越电信 1.46 亿户的规模成为第一大
宽带运营商。同年中国移动有线宽带业

市通信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去年底，本市宽带用户为 638.8 万户。
本市一家宽带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北京联通宽带用户超过 300
万，但以存量用户居多；移动宽带用户已

连环合约防携号转网

务收入 542.85 亿元，同比猛增 145.54 亿
元。专家解释，宽带及其机顶盒等作为
家庭应用平台，在视频、游戏等业务带来
的增值收入，
已成为移动增收的新领域。
大打宽带价格战，还源于携号转网
的压力。在今年携号转网即将全面放开
之际，手机套餐价格相对偏贵的移动，意
图通过手机套餐与宽带的捆绑，增强用
户粘性，
避免用户流失。
记者了解到，从此前携号转网试点，
到目前相关部门和运营商披露的信息均
显示，各种合约套餐内用户普遍需要等
合约到期或解除合约才能携号转网。在
手机套餐外，宽带相当于又给用户套上
了连环合约，加大了用户解除套餐转网
的难度。北京移动的官网信息提示，由
于爱家宽带为优惠资费，用户办理爱家
宽带方案后，
两年内无法取消。
不过，
其他企业也不会轻易让出地盘，
宽带大战还在继续。
“今年用户购买联通宽
带可以免费赠送 2 个联通手机号和套餐，
去年是只送一个。
”
北京联通西坝河营业厅
的营业员向前来咨询的市民介绍。而歌华
有线方面也披露，
今后将继续加强对外合
作，
引入广电和爱奇艺等更多新资源，
丰富
宽带产品套餐体系，
加大竞争力度。

去年北京市民平均每月网购 5.9 次
本报记者 陈雪柠
伴随互联网普及和物流行业快速发
展，网络购物早已蔚然成风。近日，国家
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2018 年北京
网购用户调查报告》显示，网购主力消费
群体为女性群体、高学历群体和 30 至 49
岁年龄段群体。在网购总额中，近两成
是因网购刺激带来的冲动消费。

三类群体成网购主力军
根据市统计局数据，去年本市限额
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
2632.9 亿元，同比增长 10.3%。
“618 家电
节”
“ 双 11”
“ 双 12”等多项促销活动，让
越来越多居民开始网购消费。去年 12
月，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从网购活
跃 人 群 中 抽 取 820 个 样 本 ，调 查 其 在
2018 年 9 至 11 月的网购消费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
网购主力消费群体为

女性群体、高学历群体和 30 至 49 岁年龄
段群体。
女性相较于男性更爱网购。从性别情
况看，网购用户中女性所占比重较大，为
66.1%，
比男性高32.2个百分点。从不同性
别群体网购金额占比情况看，
女性网购金额
占比为68.3%，
比男性高36.6个百分点。
从学历分布情况看，高学历群体更
青睐网购。大专、大学本科和硕士及以
上学历的网购用户比例分别达到 22.1%、
41.7%和 11.6%。高学历群体对网购的
接受程度更高，能够娴熟操作各种系统，
更喜欢网购。
从年龄分组看，30 至 49 岁的用户网
购金额占比超过 6 成，明显高于其他年龄
段用户。

近两成网购额属冲动消费
2018 年，本市网购用户网购替代率
为 82.8%。相关负责人介绍，网购替代率

就是指网购用户线上消费对线下消费的
替代率，即在没有网络零售渠道的情况
下，网购用户仍会在线下实体店购买商
品、服务金额占其网购总额的比重。
也就是说，在网购总额中，有 82.8%
是本来就需要购买的，17.2%是受网购刺
激而产生的。总体来看，用户的网购行
为较为理性。
在各类非耐用消费品中，工艺品和
收藏品的网购替代率最低，主要原因是
工艺品和收藏品为个性化产品，价值较
高，居民购买较为谨慎。服务类消费中，
飞机票和火车票的网购替代率最高，为
93.8%，用户更喜欢在网上购买飞机票和
火车票，
节省时间。

网购频率持续增加
不少被调查居民反映，网购相较于
线下实体消费，更加方便快捷、省时省
力，
从而减少了外出购物次数。

去年，
北京居民网购频率进一步增加，
平均每月网购 5.9 次，比上年增加 0.8 次。
94.5%的用户月均网购2次以上，
比上年提
高 6.8 个百分点。其中，
月均网购 2 至 5 次
的占比 47.2%，
月均网购 6 至 10 次的占比
26.7%，
月均网购10次以上的占比20.6%。
目前，网购仍存在商品质量参差不
齐、虚假宣传、线下体验缺乏等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76.6%的用户认为网
络购物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59.8%的用
户认为一些网购商品或服务存在虚假宣
传现象；
45%的用户认为网上购物线下体
验缺乏，
消费者难以全面掌握商品实际情
况；28.9%的用户认为网上购物售后服务
没有保证，
退换货仍有一定困难。
“网络购物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
是网络购物缺乏相应的诚信机制，
部分商
家缺乏诚信意识和法治意识，
虚假宣传，
将
假冒伪劣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
相关负责人
表示，
随着我国首部《电子商务法》出台，
网
购消费者的权益将进一步得到保障。

本市启动濒危鱼种增殖放流工作
本报讯（记者 孙云柯）4万尾珍贵的中
华多刺鱼近日放流怀柔区怀沙河畔，
这是
本市首次在怀沙河水系投放这种濒危鱼
种。本次活动标志着今年全市濒危鱼种增
殖放流工作正式启动，
接下来还将在全市5
大水系分别放流多鳞白甲鱼、细鳞鲑和瓦
氏雅罗鱼，
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
4 月的怀沙河畔，水光潋滟、柳芽新
绿，一片生机盎然，来自市水生野生动植
物救护中心和怀柔区相关单位的工作人
员将 4 万尾中华多刺鱼投放到河水中，刚
刚放生的鱼苗沿着河岸成群结队地游
动，欢快地拥入大自然的怀抱。
中华多刺鱼属于刺鱼目刺鱼科多刺
鱼属的一种，以浮游动物为食，具有净水
功能，同时也是翠鸟、野鸭等水鸟的食
物，构成了河湖生物链的重要一环，对水
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该鱼分布于
我国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北
京是其在我国自然分布地域的最南缘，
是北京地理标志性鱼类之一。过去，在
北京的西郊、北郊、房山和于桥水库等地
均有多刺鱼的分布记录，但是目前种群
数量稀少、濒临灭绝，只集中分布在怀柔

水库及怀沙怀九河中。
为拯救这一濒危物种，发挥其水域
生态环境生物指示器作用和净水功能，
市水生野生动植物救护中心组织专家对
怀沙河、怀九河进行了详细考察和科学
论证，自 2015 年开始在怀九河开展修复

密云水库迎万余候鸟
本报讯（记者 王可心 通讯员 钱蕾）
眼下春意正浓，
迁徙的候鸟加快了过境脚
步，
大批北归的冬候鸟正陆续起飞，
而夏
候鸟的
“前锋部队”
已经飞抵密云，
生态良
好的密云水库再次成为候鸟乐园。
四月中旬的密云水库碧波万顷，草
木勃发，迎来候鸟迁徙的高峰。在密云
水库从事保水工作十余年的郑然对这些
“回家”
的候鸟们很是熟悉，
在密云水库综
合执法大队水上分队工作期间，
他每天都
要在密云水库里待上十几个小时，
与这些
鸟儿整日相伴。在他看来，
随着生态环境
的提升，
近几年密云水库的过境候鸟有着

十分明显的变化，
数量和种类逐年增多，
种类能达到100多种，
白天鹅、
黑天鹅、
大
鸨等国家珍贵野生保护动物也变得常
见。据统计，
密云水库及水库上游过境候
鸟总量比 2005 年增加了 2 倍多，万余候
鸟成为水库
“常客”
。
这与密云区多年来的
“保水”
工作密
不可分。目前，
密云水库水位 149.02 米，
蓄 水 量 达 25.8 亿 立 方 米 ，创 本 世 纪 新
高。为保护首都的生命之水，密云区实
施了多项重点工程和保水举措，区域内
大气环境质量、水体质量及林木覆盖率
始终处于全市最优水平。

工作。本次放流除了将地点首次改为怀
沙河以外，还采用了多点放流的方式来
增强修复效果，后期将通过持续监测、对
比放流效果，不断调整放流方案，持续改
善这一珍贵濒危物种的生存状态。
本次放流活动也标志着我市全年濒

危鱼种增殖放流工作全面启动，接下来
将结合永定河、拒马河、潮白河等流域的
水文状况及鱼类的生物学特性，继续开
展多鳞白甲鱼、细鳞鲑、瓦氏雅罗鱼等珍
贵濒危鱼类的繁育研究和恢复工作。
市水生野生动植物救护中心主任时
晓介绍，针对本市不同水系的特性，放流
的鱼群种类会各有不同。除了在怀沙、
怀九河放流中华多刺鱼以外，还将在永
定河水系的妫水河流域投放瓦氏雅罗
鱼，在自然分布地域最北缘的拒马河放
流喜温的多鳞白甲鱼，北部山区、汤河和
白河流域，
还会放流冷水鱼类细鳞鲑。
记者了解到，自 2012 年本市陆续开
展增殖放流、加快水域生态修复工作以
来，4 种珍贵濒危鱼类已累计放流达到 60
万余尾，水生物种多样性逐年增加，增殖
效果已经初步显现，珍贵野生鱼类种类
及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的趋势得到初步遏
制。接下来，市水生野生动植物救护中
心将继续争取各级财政资金支持，恢复
水生生物资源，持续发挥水生生物在遏
制水体富营养化、保障水域生态安全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邹强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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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4%
本报讯（记者 陈雪柠）本市二手
住宅环比涨幅有所回落，
楼市总体平
稳。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 3 月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本市新房、二手
房价格与上月相比均微涨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刘建伟介绍，3 月，各地继续坚持因
城施策、一城一策，保持政策的连续
性，
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据初步测
算，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0.2%，涨幅比上月回
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和广州
分别上涨 0.4%和 0.8%，上海和深圳
分别下降 0.1%和 0.3%。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 3 月份环比上涨 0.3%，涨
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其中
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 0.4%、
0.3%和 0.7%，
广州下降 0.5%。
成交周期拉长、看房次数增多、
中小户型成交比重增加，
这些现象都
不断释放出市场降温的信号。
“3·
17”新政执行两年来，本市二手房市
场在成交量和成交价格上都出现明
显下降。中介机构数据显示，
新政出
台第二年，
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比政
策实施前下降达 40%。业内人士认
为，
这是市场回归理性的表现。

来自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院
的数据显示，3 月份本市新房成交面
积环比上涨明显，
市场在节后升温较
快，但成交均价环比下跌 13.2%，市
场价格保持理性。价格较低的限竞
房、共有产权房项目陆续入市，新房
供应量大增是市场变化主因。
“得益于 2018 年底北京限价房、
共有产权房供应量的大幅增长，
3月北
京新房交易量大幅上涨，
交易量创下
2018 年以来的新高。存量住宅也呈
现量价齐升态势，
但市场先行指标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后续持续升温动
力不足，
限购限贷、
利率政策没有明显
松动，
稳定仍是本年大势。
”我爱我家
集团市场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场回温后，刚需入场较多，换
房也是市场交易主力。贝壳研究院
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表示，
换房需
求是北京二手房市场上的主要需求，
占比超 60%。
此外，
多家中介机构数据反映，
3
月为本市住房租赁旺季，
住房租赁交
易量涨幅较大，
但平均租金不涨反跌，
市场整体平稳。多渠道供应促使本市
住房租赁市场的整体供应量不断增加，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租赁市场的供
求关系，
为租金的稳定创造了条件。

本市将推广中医
“急诊方”
本报讯（记者 刘欢）昨天，
2019年
首都中医药工作会议召开，
市中医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本市将推广中医
“急诊方”
，
改变中医
“慢郎中”
形象。
今年本市将实施中医医疗机构
急诊“疾风”行动，完善中医急诊急
救人才队伍，推广中医“急诊方”,推
动中医药急诊急救技术在急诊科、
重症医学科的临床应用，改变中医
“慢郎中”的形象。据介绍，中医的
穴 位 针 灸、小 针 刀 ，在 一 过 性 的 晕
厥、痛症、中风、高热等治疗中很有
效 ，能 为 患 者 争 取 黄 金 抢 救 时 间 。
“我们想把中医急诊的有效技术和

手段，通过挖掘整理形成技术规范
和技术目录，然后在临床进行推广
和利用。”市中医管理局医政处处长
王欣说，
“ 比如中医独参汤可回阳救
逆 ，对 治 疗 重 症 休 克 效 果 非 常 好 。
我们可以把药方配置好，在急诊进
行给药，有需要的患者就可以快速
得到中医救治。”
京津冀中医药协同工作今年重点
推进北三县中医药协同发展，
积极引
导北京中医药资源落户北三县。同
时，
积极推广望京医院资产托管式的
合作模式，
落实人员派驻和挂职机制，
完成100个重点专科协作病房建设。

干部廉洁课送进东城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程禹嘉）
“从国家
层面来立法，
依法把苍蝇老虎打！走中
国特色监察路，
这点看得很清楚……”
昨天，
东城区前门街道前东社区会议
室里，
音乐群口快板《争说〈监察法〉
》
正在上演。当天，
东城区纪委区监委
启动了 2019 年“守住‘最后一公里’”
纪律教育进社区活动。
会议室里，布置了 25 块纪律教
育主题展板。内容涵盖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论述、
《监察法》小知识以及
北京市尤其东城区近年来典型违纪
违法案例，
并配有原创漫画。
展板列举的东城区内 14 件违纪
违法案件，
涉及挪用公款、贪污受贿、
滥用职权等违法犯罪行为及违反财
经纪律行为，
均为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典型案例。其中，
任某买卖国家机关
证件案、李某妨害公务案、王某危险
驾驶案、李某违反财经纪律案等 5 个
案件均为首次向社会发布。
活动中，
来自全区三个社区的党
委书记围绕如何在日常工作中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谈了切身体
会和工作打算。
“举办这场活动的目的在于实
施靶向教育、精准发力，引导广大基
层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提
高为人民服务本领，提高人民群众
满意度，抓牢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东城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种磊表示。
社区干部廉洁从政、规范履职对
于保证群众的最直接利益不受侵害，
维护社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
东城区社区
“两委”
换届刚刚结
束，
东城区纪委区监委接连举办社区
全面从严治党专题培训班和纪律教
育进社区活动，以此助力新任、连任
的社区干部们提高政治意识、绷紧纪
律之弦，强化廉洁作风，加强社区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本次展览为期 2 个月，分三批次
在全区各街道巡回展出，
各街道及社
区干部、在职党员将前往参观学习。

门头沟为义务兵父母买健康险
本报讯（记者 王海燕）昨天，门
头沟区举行
“为义务兵父母投保健康
综合险”
签约仪式。门头沟区财政出
资，为全区 252 名现役义务兵的父母
投保。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此次投保范围为门头沟现役义
务兵的父母，
投保项目为补充医疗保
险及意外伤害保险，
其中补充医疗保
险每人每年保费 2790 元，意外伤害
保险每人每年保费 230 元（含意外伤
害保费 152 元，意外伤害医疗保费
48 元，意外津贴保费 30 元），两项保
费合计每人每年 3020 元，投保资金
全部由区财政列支，政策将惠及 252
名现役义务兵父母。由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作为
保险人提供健康保险服务。
此项政策实施后，
义务兵父母生
病医疗报销比例在城镇医疗保险、新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报销基础上，
可累
计达到 95%。例如，义务兵父母生
病门诊医疗费用 5000 元，城乡医保
报销后，个人负担 2700 元左右。而
此次参保补充医疗保险后，
个人仅需
负担 470 元左右。
门头沟是革命老区，
被誉为
“京西
革命的摇篮”
。近年来，
门头沟出台了
一系列暖心惠兵政策，
包括在全市率
先出台助力随军家属就业意见、拥军
优属政策调整方案等
“政策礼包”
，对
进藏兵提高两倍优待金，
义务兵优待
金在全市标准基础上一次性增发 1 万
元，
将义务兵家庭纳入
“两节”
慰问范
围，
为门头沟户籍义务兵及家人投保
自然灾害公共责任险，
免费为退役士
兵提供技能培训等等。通过一系列暖
心惠兵政策，
确保军人军属享有看得
见的尊崇和摸得着的荣光。

■广告

!"#$%&'()*+,-./01234
56789:;<*=
!"#$%&'()*+,-"#./0123456789:;< =
>?@ABCDEFGHIJKLMNOPQRSTDTUVW3XYZ[
\3]V^OP_EFGHIJ3X`abScVdefghijkl9BC
mEFnopqDrsjtuM

,-./'
,-"#./01234v
wKV
xyxz{y|}~!"yV
#$%&'
(
)*
'
+,y{|./+
!"#$%&'()*v0KVxyxz{1|"11x1V(
2*
3x1,y!{./+
BC45[\uv
678
8
&9:
:
)/2;3<)*
/;&./+:
'
<=>?&7&@'
=Ay"|
B
3XtuCDEuv
678
8
&9:
:
)/2;3<)*
/;&./+:
'
<=>?&7&@'
=Ay"|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