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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iPhone：除了5G，只剩“套路”
姗姗来迟的iPhone�12终于揭开了面纱，10月14日凌晨，苹果公司CEO库克正式发布了苹果历史上第一代5G手机。

与此前相比，今年的iPhone不仅逆潮流回归小尺寸，价格方面也没有明显下调。不过，库克依然表现得很自信：“今天标

志着iPhone的新纪元，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激动时刻。”

但市场似乎并不认同，发布会前一天，苹果公司股价收盘涨6.35%，创7月31日以来最大涨幅，发布会后，其收盘价

下跌2.65%至121.1美元，市值较前一日蒸发565亿美元（约合3811亿元人民币）。值得注意的是，这可能是库克主持的最

后一场秋季发布会，到2021年8月，他将迎来自己十年苹果CEO任期的尾声。

佰草集退出屈臣氏 上海家化谋高端

借助渠道调整，佰草集希望不断强化自

身的高端定位。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

现，佰草集产品陆续退出了屈臣氏。除退出

屈臣氏，佰草集还相继推出一系列高端产

品。作为征战高端市场的先锋，上海家化对

佰草集寄予了厚望。但面临本土品牌的崛

起、国外品牌的挤压，上海家化摆脱“土味”、

进阶高端品牌之路并不容易。

退出屈臣氏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佰

草集产品已陆续退出屈臣氏。北京新奥购物

中心的屈臣氏店销售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佰草集相关产品已经下架。“店里已经很

久没有上佰草集的产品。”

北京欧美汇购物中心的屈臣氏店销售

人员表示，店内目前只有典萃，其他佰草集

产品均已下架。与上述情况相似，北京商报

记者从北京多家屈臣氏店铺了解到，屈臣氏

内除了典萃，已经没有其他佰草集产品。

对此，上海家化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称，佰草集作为上海家化旗

下高端明星产品，公司一直都在对其进行相

关的战略调整，比如升级渠道布局、重新定

位品牌等。

今年6月，上海家化从佰草集中分离出

佰草集典萃，形成单独品牌———典萃，主攻

屈臣氏渠道。而佰草集则从屈臣氏陆续退

出，主攻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及线上渠道。

在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赖阳看来，

佰草集之前渠道布局与高端定位不符。佰草

集布局渠道以百货店及CS渠道为主，而这些

渠道的消费者很难成为佰草集的主要消费

者。如今退出屈臣氏，成立单品牌门店，是为

了契合自身高端化的定位。

事实上，从2019年开始，佰草集就不断

进行调整。去年上海家化陆续关闭了一些坪

效较低的佰草集百货专柜，并升级柜台。此

外，佰草集也不断丰富产品线，推出冻干面

膜系列等产品，定位高端化、年轻化。

强化高端

作为上海家化的主力军，上海家化一直

希望借佰草集在高端化妆品市场占据一席

之地。无论是在张东方时期还是潘秋生时

代，始终强调佰草集的高端化发展路线，以

及年轻化的方向。

数据显示，2014年，佰草集CS渠道近

2000家，2015年底达到3000家；2014年，佰

草集贡献了上海家化近1/3的营收。然而好

景不长，2016年，佰草集开始走下坡路，并出

现亏损，上海家化业绩也出现疲态。2020年

上半年，上海家化营收同比下降6.07%，净利

润同比减少58.68%，佰草集亏损近亿元。

为了扭转颓势，上海家化试图通过高端

化打开局面。除不断强化佰草集的高端路线

外，上海家化旗下另一高端美妆品牌双妹也

被推到台前。今年8月，双妹入驻安徽合肥滨

湖银泰城。同样，上海家化旗下婴童护理品

牌启初定位中高端市场。

在业内看来，上述一系列动作，显示着

上海家化想要撕掉“土味”老牌日化企业的

标签。而推动、强化品牌实现高端化发展成

为上海家化发力的方向。

在快消行业新零售专家鲍跃忠看来，高

端化所带来的高毛利，无疑是企业重要的营

收来源，但从目前中国市场的消费分层来

看，高端化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品牌。随着Z世

代的崛起，高消费能力者并不是主力，相反，

谁能抓住年轻时尚的消费群体，谁才能真正

把握市场。

突围不易

面对高端化妆品市场的品牌竞争和研

发壁垒，对于上海家化而言，想要实现突围

并非易事。

在A股市场，位于市值第一梯队的珀莱

雅、丸美股份是上海家化面临的首要竞争对

手。无论是从市值还是渠道布局，珀莱雅显

然优于上海家化。截至目前，珀莱雅市值为

324亿元，上海家化为287亿元。

在渠道方面，过去三年，珀莱雅电商营

收占比从2017年的36.08%，增加到2020年

上半年的63.55%。而上海家化虽未公布具体

线上营收占比数据，但据相关人士透露，截

至目前，上海家化线上营收占比在30%左右。

除本土竞争，国外高端品牌也是上海家

化进阶之路上的有力对手。从欧莱雅、资生

堂、雅诗兰黛等企业披露的2019年年报来

看，中国市场和高端产品业务已经成为上述

公司的增长引擎。

赖阳表示，佰草集表现乏力的背后，也

折射出以上海家化为代表的本土日化品牌

发力高端市场的无力感。在高端市场中，品

牌与研发壁垒相对较高，市占率高的多为世

界大型化妆品集团。

上海家化也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在2019

年业绩电话会议上，上海家化相关负责人透

露，佰草集在2016年末遇到了品牌老化等情

况，2019年公司将对品牌战略进行全新梳

理。但是，市场并不会留给上海家化过多的

时间。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张君花

人工晶体耗材降价54%
北京白内障等患者手术费大降

前所未有的mini

以往的秋季发布会，苹果都会发布3款

iPhone新品，今年却有所不同，新一代iPhone

系列共有4款产品，分别是iPhone12mini、

iPhone12、iPhone12Pro和iPhone12Pro

Max，尺寸分别为5.4英寸、6.1英寸、6.1英寸

和6.7英寸。

可以看到，苹果反套路地增加了一款

mini款iPhone，而从苹果手机诞生以来，

iPhone尺寸一直都是越变越大。

对于其一反常态回归mini的原因，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了苹果公司方面，但截至发稿

对方未给出回复。

“苹果总是在引领手机的命名规则，不管

怎样，估计会有一大片手机以后叫mini了。”

通信专家马继华直言。产经观察家丁少将则

认为，此前一度有消息称其受到期待，但小尺

寸在走向“小众”，从发布环节看，mini也主要

被当作标准版的衍生物。

设计方面，新一代iPhone亮点不多，除了

支持5G、全系搭配A14仿生芯片外，就是摄像

技术上的些许进步。iPhone12Pro搭载了从

13毫米焦段的超广角镜头到52毫米焦段的人

像镜头，一共3个摄像头组成了四倍的光学变

焦；iPhone12ProMax则采用了从13毫米焦

段超广角镜头到65毫米焦段人像镜头的5倍

光学变焦。

与其他手机品牌相比，苹果手机的三摄

甚至双摄，在当下其实显得有点落后。2019年

二季度华为进军后置四摄市场，之后OPPO、

vivo、小米等手机品牌纷纷加入后置四摄阵

营，并带动中国智能机市场中后置四摄市占

率不断提升。根据CINNOResearch数据，

2020年二季度中国智能机市场中后置四摄占

比为41%。

价格方面，iPhone12mini国行售价

5499元起（64GB），iPhone12国行售价6299

元起（64GB），iPhone12Pro国行售价8499

元起（128GB），iPhone12ProMax国行售价

9299元起（128GB）。

这一定价标准看起来颇为矛盾，5499元

只能买到一个对于年轻用户来说完全不够用

的64GB版本的mini版iPhone，但在去年，

5499元能买到的是正常尺寸的iPhone11，这

样看起来价格似乎是上调了，但iPhone12

Pro和iPhone12ProMax的起售价却比去年

下调了。

去 年 ，iPhone 11、iPhone 11Pro和

iPhone11ProMax起售价分别为699美

元（官网售价5499元人民币起）、999美元

（官网售价8699元人民币起）、1099美元

（官网售价9599元人民币起）。而前年的3

款 起售价格分别为 6499元 、8699元和

9599元。

有意思的是，苹果取消了iPhone产品包

装内随附的电源适配器和耳机，美其名曰“进

一步减少碳排放，并且避免采矿及使用珍贵

原料”，但此举引发了网友的集体吐槽，因为

这对于老果粉来说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新用

户还要多添一笔钱单独购买，直接增加了购

机成本。

姗姗来迟的5G

9月的秋季发布会上，iPhone意料中地跳

票，有所期待的消费者只好多等了一个月。但

就发布会上披露的参数来看，丁少将指出，

iPhone12连“大刘海”都没摆脱，无论是对老

用户还是尝鲜派来说，将“期待”转化为“购

买”，都需要再做考虑。

去年8月5日，中兴AXON10Pro（5G版）

上市，这是国内第一款正式开售的5G新机，此

后，华为Mate20X5G版、vivoIQOOPro

5G版等产品陆续上市，截至目前，已经上市的

5G手机已经有几十款。

所以，在当下的智能手机市场，5G手机已

经不是什么“稀罕物”，各大主流品牌均有发

布，且上到16999元的折叠5G手机，下到998

元的廉价5G手机，各个价位几乎都实现覆盖。

Counterpoint公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

二季度，由于5G手机出货量增加，占全球智能

手机整体出货量的10%，刺激全球智能手机市

场的平均售价（ASP）增长了10%。另根据中国信

通院发布的数据，2020年9月国内市场5G手机出

货量为1399万部，占比连续4个月达到60%。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iPhone12还有多

大机会？“苹果的5G没有亮点，也没有突破性

创新，只是能连接5G网络而已，这足以证明，

苹果已经走在后面了。”马继华说。

在丁少将看来，整体而言，iPhone12发

布后有可能面临“低开”局面，毕竟与去年的

iPhone11系列比较，iPhone12客观上受到了

疫情影响。“苹果5G手机虽然相对迟缓，但5G

网络覆盖和应用也并不完善，对苹果销量影响

不会很大，在品牌方面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难以预测的格局

2020年，对于各手机品牌来说都是一道

难言的坎儿。且不说疫情仍然严重的海外，以

经济生活基本恢复正常的中国为例，手机市

场仍然呈现出比较低迷的态势。数据显示，

2020年9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为

2333.4万部，同比下降35.6%；1-9月，国内手机

市场总体出货量累计2.26亿部，同比下降

21.5%。

放眼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三星、华为和苹

果三家独占鳌头。市场调研机构IDC发布报告

显示，2020年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

比下降16%，华为今年二季度以5580万部的

出货量，超越三星（5420万部），登上全球智能

手机出货量榜首，市场份额达到20%；三星以

19.5%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二，苹果的市场份额

为13.5%。

但目前的情况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打压，

华为正处在“缺芯”的窘境，在无法生产麒

麟等芯片之后，华为的手机业务会面临重

大考验。

此后的智能手机市场格局会不会发生大

的改变，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因为美国政

府的打压，现在手机市场的竞争已经不是正

常状态，苹果事实上好像是被保护起来的温

室花朵了，这有助于短期稳定，但从长期看更

会让苹果出了温室就倒下。”马继华说。

“今年以来，安卓产品在推新频率和产品

能力上也都有可观表现，加上iPhone出现了

短期‘跳票’，在一段时间内，想要‘高走’也并

不容易。”对于以上三家未来的发展情况，丁

少将预测，三星的产业链综合优势以及全球

品牌能力非常强大，在华为受制于制裁断供

的情况下，难有敌手；苹果的全球粉丝众多且

黏性很大，创新力虽有减弱趋势，但基本盘稳

固，且封闭的生态和高品牌溢价依然会让其

赚得盆满钵满；因为受断供影响，华为手机业

务的走向目前还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据外媒报道，华为欧洲区副总裁Abra-

hamLiu日前表示，公司有信心继续在5G领

域为欧洲客户服务，因为华为对5G网络做了

很多准备和前期投资，至于个人客户、手机用

户，华为仍在寻找解决方案。“我们看到很大

的困难，华为在欧洲有9000万用户，谷歌不再

为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华为手机发布更新。”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10月14
日，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获悉，自2020年10

月1日起，接受人工晶体置换手术的患者，

个人费用负担将明显降低。据悉，通过集中

带量采购谈判，人工晶体类医用耗材价格平

均降低54%，同时，北京市人工晶体医保报

销限额从1215元提高至1835元，为患者恢

复“光明”推出综合惠民举措。

据悉，这是北京市医保局继药品价格通

过集中带量采购让利百姓后的再次发力，首

次尝试通过集中带量采购方式降低高值耗

材价格，减轻手术患者费用负担。

据介绍，白内障、青光眼是常见致盲性

眼病，通过手术置换人工晶体是目前治疗此

类病症、提高患者视觉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有

效方式，降低人工晶体价格可直接减轻群众

费用负担。

为此，京津冀三地医保局协同，联合黑

吉辽蒙晋鲁等周边6省，按照国家《治理高

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精神，从“眼”入手、以

量换价，对人工晶体类医用耗材开展了竞价

谈判。竞价谈判后价格平均降低54%，最高

降幅超过84%，预计每年可为全市节省采购

费用1亿元。

按照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和市药监局联

合印发的《北京市落实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

带量采购（人工晶体类）工作实施方案》，新价

格于10月1日在全市医疗机构正式落地实施。

此外，在降低耗材价格的同时，北京市

医保局再次发挥系统集成优势，将带量采购

与报销政策协同，耗材降价与保障提高叠

加，同步将人工晶体报销限额从1215元提

高至1835元。

“这两项医保惠民政策的推出，将实现

‘1+1大于2’的成效。”北京市医保局相关负

责人称，举例来说，本市一名参保退休职工，

新政实施前在本市一家三级定点医院就诊，

左眼接受了白内障人工晶体置换术治疗，植

入某公司型号为603P的人工晶体，按照单

病种付费，个人支付需花费4225元。

新政实施后，这位患者在同一医院进行

右眼白内障人工晶体置换术治疗，植入同一

公司同一型号人工晶体。这一次，个人只需

花费773元。“对比来看，新政实施前后，同

一医院同样的人工晶体置换术，可为该患

者节省费用3452元，节省超过80%。”该负

责人说。

再比如，本市另一名参保的在职职工，

新政实施前在本市一家三级定点医院就诊，

左眼接受白内障人工晶体置换术治疗，植入

某公司型号为ZCB00的人工晶体，按照单

病种付费，个人支付需花费3215元。新政实

施后，这位患者在同一医院进行右眼白内障

人工晶体置换术治疗，植入同一公司同一型

号人工晶体，个人只需花费773元，其节省

费用为2442元，超过75%。

iPhone�XR 6499元起售

iPhone�XS 8699元起售 双卡双待

iPhone�XS�Max������������������ 9599元起售 双卡双待

iPhone�12�mini 5499元起售 A14仿生芯片 mini版

iPhone�12 6299元起售 A14仿生芯片

iPhone�12�Pro 8499元起售 A14仿生芯片

iPhone�12�Pro�Max 9299元起售 A14仿生芯片
近年苹果发布iPhone情况

2018年

2020年

iPhone�11������������������������� 5499元起售 A13仿生芯片

iPhone�11�Pro�������������������� 8699元起售 A13仿生芯片 三摄

iPhone�11�Pro�Max������������ 9599元起售 A13仿生芯片 三摄
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