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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低碳产业博览会举办国际低碳产业博览会举办

北京市4月2日公布了居民用水价格调整方案，两套分3档设

计的阶梯水价方案，在充分考虑保障和合理控制用水的基础上，争

取实现“多用水多负担”——

4 月 2 日，观众在了解秸秆直燃高效锅炉的运行

原理。当日，第六届中国国际低碳产业博览会在北京

举办，展会以“接轨国际舞台 树立企业节能环保标

杆”为主题，探讨和交流经济模式转型时期节能减排

经验。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从各国经验来看，4G 网络建设需

时 5 年，而我国 4G 牌照发放才不到半

年。网络覆盖得有一定的周期，可见

4G 信号目前覆盖不足的主要成因，是

网络覆盖的铺开速度赶不上数据流量

增长的刚需本报北京 4 月 2 日讯 记者苏民 杨学聪报道：4 月 2
日，北京市发改委正式公布了北京居民用水价格调整方案，
拟将居民基本水价在现行的每立方米 4 元基础上，上调
0.95 元或 1 元，并按用水量的不同执行阶梯水价。据了解，
北京阶梯水价听证会将于 4 月 17 日召开，参加听证会的 25
人名单已经公布。

北京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缺水的特大型城市，每年水资
源量为 21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100 立方米，为全
国人均水资源量的 1/20，水资源已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瓶颈。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北京居民用水需求
不断增长，目前，在北京自来水集团供水范围内，居民用水
占总供水的比重已达到 56%，其中 4%的用水大户消耗了全
市居民用水量的 15%，现行的水价远没有体现水资源的紧
缺状况。

北京现行每立方米 4 元的居民用水价格，是 2009 年制
定的。而北京市成本调查队对北京供排水成本进行监审的
结果，2012 年北京总的用水成本为每立方米 6.38 元，如果
考虑供水企业需缴纳增值税等影响，含税成本为每立方米
6.59元。

实现“多用水多负担”，需要阶梯水价机制的支撑。此
次公布的阶梯水价调整方案有两套，均针对居民家庭年用
水量分布情况、北京水资源状况和居民承受能力等多方面
因素分为 3档。

北京市发改委李素芳告诉记者，北京的水价调整方案，
体现了保障和控制用水的作用。一档水量保障居民基本生
活用水需求，覆盖 85%或 90%的居民家庭用户，水价略低
于成本。二档水量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
水需求，覆盖 96%的居民家庭用户，水价与成本基本相当。
三档水量为高耗水需求，有 4%的居民家庭用户，水价体现
水资源稀缺程度。通过实施阶梯价格，取消了对非基本用
水需求的补贴，理顺价格机制，促进了公平负担。

据了解，阶梯水价将覆盖北京所有抄表到户的居民用
户。一个房产证明对应的住宅为一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
供水企业为居民用户安装的水表为单位。对确因家庭人口
较多而导致用水量增加的家庭，具备分表条件的，应给予分
表；不具备分表条件的，适当增加阶梯水量基数。而对少数
不具备一户一表条件而无法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户，暂不执
行阶梯水价，水价按照第一阶梯水价标准执行。

按照方案一测算，阶梯水价实施后，85%的居民家庭，
户均年增支最多不超过 138 元。按照方案二测算，90%的
居民家庭，户均年增支最多不超过 180 元。无论最终哪个
方案被认可，此轮价格调整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每年增加的
用水成本不超过 200元。

“在方案制定过程中，坚持的首要原则是‘保基本’。”李
素芳告诉记者，这个“保基本”主要体现在继续保持对居民
基本用水的普惠制补贴政策，价格相当于用水成本的 75%
左右；为尽量减少水价调整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方案适
当扩大了基本用水量覆盖面；对多人口家庭适当增加用水
基数。

此外，随着北京阶梯水价政策的出台，为保障低收入群
体基本生活水平不受影响，北京将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失
业保险金、最低工资标准等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调整中
统筹予以考虑。

北京发布阶梯水价调整方案
基本水价拟上调0.95元或1元

3 月 31 日，中国虚拟运营商产业联盟
成立，由中国虚拟运营商提供给消费者的
第一个 170 手机用户诞生，标志着我国虚
拟运营商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不过，有消
息称，基础运营商给予虚拟运营商的业务
批发价格并不比其他代理商便宜。那么，
虚拟运营商还能为消费者带来更便宜的
资费套餐和丰富的增值服务吗？

“赔本”的买卖

虚拟运营商本身并没有无线网等移
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需要向 3 家基础运
营商购买移动通信服务，再包装成自有品
牌销售给用户。这就意味着，基础运营商
的“批发价”将是虚拟运营商盈利的门槛。

按照工信部要求，基础运营商给转售
企业的批发价格不能高出当地同类业务
的最优惠价格，具体价格将由基础运营商
和虚拟运营商自己洽谈。目前有消息说，
基础运营商按七折左右价格将短信、流量
资费“批发”给虚拟运营商，短信结算价格
是 7 分钱/条，流量是 120 元/G，语音资费
是 0.1元/分钟。

苏宁互联不久前曾公开 18 种套餐资
费征求消费者意见，其中 8 元套餐包含
180M 流量、80 分钟通话时间、80 条短信
以及 8 小时免费 WiFi。按照传闻的基础
运营商的批发价来算，这个套餐不仅不能

盈利，还亏本不少。

“醉翁之意”在用户

面对赔本的买卖，虚拟运营商图的是
什么？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多数
虚拟运营商并没有打算从通信业务中直
接获得利润，而是借助虚拟运营商业务获
得忠实用户，并推出相应的增值服务，完
善发展其原来的业务，比如，一些零售物
流企业希望将用户捆绑到主业中来。

3 月 31 日，京东集团发布旗下虚拟通
讯运营品牌“京东通信”，并宣布京东通信
业务将于今年 5 月中下旬正式上线。京
东相关负责人就此对本报记者表示，京东
通信上线后将灵活处理用户每月剩余流
量，用户不但可以自己享用，还可以将其
分享给亲朋好友。京东通信还将在大数
据挖掘、后向运营的基础上，推出全新的
融合金融服务的产品。

不仅如此，虚拟运营商市场本身也是
一块大蛋糕。据埃森哲大中华区通信、媒
体与高科技事业部总裁黄国斌介绍，目
前，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针对特定消费群
的差异化捆绑服务已经成为主流，移动互
联网相关的服务成为热点，并在联网设备
和物联网领域不断拓展。近年来，移动虚
拟网络运营商模式占全球移动通信市场
份额稳定在 2%左右,并呈稳步上升的趋

势，照此比例测算，国内移动通信转售开
放市场将形成近 300亿元的市场。

构建商业模式

当前，中国虚拟运营商发展的主要机
会在于运营商无线网络的低利用率，即将
空置的网络带宽通过虚拟运营商的转售，
为网络运营商带来额外收入，从而提升其
现有网络资产的产出，提高盈利能力。

在政策环境和网络资源上，虚拟运营
商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证。据了解，目前，
中国电信向虚拟运营商开放了 90 个本地
网，中国联通则开放了 300 多个本地网。

“虚拟运营商首先要做好基础服务，保证
通信服务质量；然后要利用自己的业务优
势，面向更细分的市场。”赛迪顾问互联网
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耿岩认为。

比如，苏宁、国美、京东、阿里等综合或
在线渠道商，优势在于以其丰富的自有业
务为基础，可以推出定向的流量免费；巴士
在线、北纬通信等增值服务商，优势在于增
值服务和内容服务的经验；爱施德、乐语等
通信渠道商，优势在于有与运营商、终端厂
商合作的基础及线下销售服务网络。

“同时，虚拟运营商进入移动通信领
域，将会引起定价机制的改变，随着虚拟
运营商用户的增加，他们将会有更多议价
权，并摊薄自己的网络成本。”耿岩说。

虚拟运营商：“赔本”买卖怎么做
本报记者 黄 鑫

白领许怡然刚从日本分公司回北京工作，习惯
4G“飞一般速度”的她办理了中国移动的 4G 合约机
套餐，但麻烦随之而至：“我们公司在西单附近，室外
网速倒是很快，可是公司里信号却时断时续，地铁里
更是全无信号。”许怡然告诉记者，这样的网速，每月
600MB 流量需要 138 元，她觉得“不值”。

和许怡然一样，最近关于 4G 信号覆盖不足、资费
偏贵的“吐槽”频频见诸报端和网络，4G“叫好不叫
座”、“鸡肋”等说法也不绝于耳。4G 信号为何覆盖不
足？问题何时才能解决？随着 4G 商用的铺开，又会
对资费带来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
相关专家。

“从各国经验来看，4G 网络建设需要 5 年时间，而
我国 4G 牌照发放才不到半年。网络覆盖得有一定的
周期。”通信业专家、飞象网总裁项立刚说。记者采访
了多位通信业专家，在他们眼里，4G 信号覆盖不足的
现象确实存在，但事出有因。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
秋表示，“主要是因为网络覆盖的铺开速度赶不上数据
流量增长的刚需。”

原因之一在技术层面。与 2G、3G 相比，4G 所需
的频段频率更高，因此穿透性较差、衰减更快，需要以
更大的密度来建站。“2G 的频率是 800M，一个基站能
管好几公里，到了 3G，频率差不多是 2G，在建设初期，
人们就总觉得室内没信号，4G 也要面对这个问题。”项
立刚表示。而市场研究机构 Gartner 首席研究分析师
张菊告诉本报记者，“据我们观察，移动 4G 基站目前
不到 10 万个，由于 4G 和 3G 布站可以共址，所以，现在
建成的基站主要基于以前的 3G站址，这就使得只能在
原有 3G 覆盖范围上叠加 4G 信号。”散点式分布的 4G
信号，让用户的使用感知变得断断续续。

而在新建基站方面，从建成到正常覆盖也需要一
段时间。曾剑秋表示，“在基站建设完成后，还需要多
次优化，很多覆盖盲点，其实是基站扇形位置调整的问
题。此外，还有功率不足的问题。新基站建好后，开始
的功率发送，往往预设的用户数量较少，当用户数量直
线攀升，就感到覆盖不足。”

不过，从目前的建设进度来看，运营商正在加紧
建设 4G 基站。曾剑秋表示，到今年年底，仅中国移
动一家就要建设 50 万个 4G 基站，“这就是说，中国
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 4G 网络。”张菊透露说，到了
年底，运营商就能在其计划覆盖的重点城市满足大
面积人群使用，“比如北京，4G 信号将能覆盖 60%的
人群。”

但需要注意的是，运营商当前为了抢占先机、跑马
圈地，宣传上显得不够理性。张菊认为，“通过宣传和
广告，运营商在现阶段将用户的期望值挑得过高，它们
应当向苹果手机学习营销技巧，学会管理用户的期望
值，不能急于求成。如果用户总达不到预期，就会伤害
品牌，等将来大规模铺上信号的时候，用户反而会产生
观望情绪。”

在张菊看来，目前运营商应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用
户刚刚接触 4G 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帮助他们平稳过
渡自己的使用习惯。“用户一下子不能适应 4G 的高速
度，一定会带来‘失控’。重点是针对套餐透支和流量
透支的问题，在自己的系统里做好预警和设置。国外
的方法是，当用户的 4G 流量达到一定用量时，就自动
降速到 3G，并给予提示。”许怡然告诉记者，她在日本
时，运营商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确保用户体验，“我的
套餐是一个月 5G，但如果超出了 4G，网络就会自动降
速，避免你用超套餐。”

建 设 不 及 需 求 快
——4G 信号覆盖不足成因探析

本报记者 陈 静

居民用水分为 3 档，用得越多价格越高——随着

居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方案向社会公布，备受关注的

北京水价调整大幕即将拉开。水价调整涉及千家万

户，只有公开公平，才能顺民意、得民心。但是，还必须

“调”出质量，让水价与水资源稀缺程度相符合，从而理

顺价格机制。

早在 2002 年，国家多个部委就曾发出通知，要求

各省辖市以上城市在 2003 年底前实行阶梯水价，其他

城市则在 2005 年底之前实行阶梯水价。显然，这个计

划落空了，这也意味着推行阶梯水价并不容易。阶梯

水价给很多人的印象是“阶梯涨价”，即不是以节水为

目的，而是以涨价为目的。

此次，北京两次发布听证会公告，25名听证代表参

会，其中消费者代表10人。最大限度地尊重民意，能使

价格调整更公开透明，有利于促进水价调整的民主化、科

学化。同时要看到，北京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缺水的特大

型城市，但北京水价长期较低，与水资源稀缺状况不相

适应，缺乏合理回报机制，这些都要求加快水价调整，建

立“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

本和修复效益”的定价机制，切实调出质量，调出效益。

水是与民生联系密切的资源性产品。此次北京

水价改革，用水越多、价格越高，其目的在于运用经

济手段，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让有限的水资源

实现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使水价与当地的水资源

水平相符合、相适应，保障居民基本用水，增强城市

可持续发展能力。

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水价调整是大势所

趋。但我们同时更希望，随着北京水价的调整，北京自

来水的质量也能得到相应提高，为其他城市实施阶梯

水价制度做出有益的探索。

既要体现公平 也要调出质量
杨学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