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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向企业端靠拢——

短信业务闷声发大财
本报记者 黄 鑫

近年来，随着即时聊天工具不断普及，从QQ到微信
再到视频聊天，手机用户联系他人的方式不断翻新，从而
导致短信和语音电话业务收入不断下降，运营商甚至曾为
此叫苦不迭。

然而，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2 月份，
全国移动短信业务同比增长17.3%，移动短信业务收入完
成60.4亿元，同比增长5.3%。2018年，全国移动短信业
务量同比增长14%，收入完成392亿元，同比增长9%。

短信业务竟然一直在闷声发大财？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到底谁在用短信业务？工信部官方回应，短信业务逆
势上扬主要是依靠服务登录和身份认证等应用的带动。也
就是说，企业级短信业务需求量大，短信业务早已悄悄靠
近了B（企业）端。

“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发展，即时通讯类APP衍生出
了许多附加功能，如移动支付、导航等，这些新功能为用
户带来了全新的交流体验，这对短信业务造成了很大冲
击。”赛迪顾问信息通信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李朕
说，不少个人用户在选择通信套餐时更关注流量是多还是
少，短信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

相关专家表示，目前短信的主要用户群体以企业为
主。在企业内部，可以用短信沟通传输信息。同时，在企
业和政府机构之间，也常常用短信发送相关信息和数据。
此外，越来越多的科技型企业也正使用短信达到沟通的目
的。比如，收发验证码、派单通知等，这些领域给短信业
务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短信业务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用户用来聊天的工具
了。”李朕表示，近年来企业级短信业务需求不断增加，
刺激了短信业务市场，企业较大的体量也能给短信业务带
来一定的营收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短信从社交属性变为商业属性的趋
势愈加明显。例如，很多手机用户经常会收到所谓的

“垃圾短信”——各种广告信息。专家表示，企业可以
根据手机号码开展大规模推销，不需要加好友等复杂操
作就可即时联系，这也成为短信业务逆势上扬的重要原
因之一。

同时，短信业务为了迎合客户的需求，也在逐步作出
变化和转型,不断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比如，企业
定制短信业务，就是使用短信服务发送企业相关信息，包
括验证码、物流交易信息等。

短信业务未来会怎么样？李朕认为，短信业务将与移
动互联网时代的聊天软件各司其职。对于新一代聊天软件
来说，其主要客户群是个人用户，重点负责交流沟通及延
伸服务；对于短信来说，其用户将慢慢向企业端靠拢，主
要用户将以企业为主，实现与客户、企业、政府机构等沟
通对象的强沟通。

但是，业内专家也建议，要对无用内容的短信加强监
管，少一点推销类型的短信，多一些实用性、信息性强的
短信，将会更好推动短信服务的生态进步。

清明小长假过后，一则关于“出国游比国内游便宜”
的讨论在微博上火了，网友们纷纷开始算起旅游这笔账。
虽然这二者并不能简单地放在一起比较，但网友们借此表
达了希望旅游成本进一步下降的愿望。

旅游支出中，景区门票是重要组成部分，此前总有网
友吐槽景区门票价格过高。据相关统计显示，认为当前国
内景区门票价格“太高”“偏高”的游客超过了70%。对
此，中国旅游研究院战冬梅博士表示，景区门票价格确实
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降价是大势所趋。“风景名胜
区、自然保护区等公共资源为全民共有，依托这些资源建
设的国有景区具有较强公益属性，降价有利于理顺国有景
区功能定位，更好体现旅游惠民。”

为了让景区门票价格降下来，相关部门多次下发文
件，要求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
景区门票价格。各地根据文件要求，积极开展工作，降低
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降
价景区范围仍然偏小，部分地方落实降价措施力度还不
够。比如，200元的门票，降价 10元、20元，游客感觉
并不明显。”战冬梅说。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不久前再次发文明确表示，要
推进更大范围降价和更大力度降价，并确保降价取得实
效。其中，很具体地指出，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景区经
营管理者切实降低偏高的景区门票及景区内配套游览服务
价格，不得只降低淡季价格、不降低旺季价格；不得以降
低联票、通票价格替代具体景区门票及游览服务项目降
价；不得以降低特定售票渠道、特定群体、特定时段价格
或实行价格优惠替代普惠降价；不得以经营管理者在政府
指导价范围内自主下浮价格替代政府降价；不得通过不合
理设置“园中园”门票，提高其他游览服务价格，将门
票、相关游览服务项目强制捆绑销售等方式冲减降价实
效，搞“明降暗升”。

战冬梅表示，这些要求将有效增强游客的获得感，让
游客享受更多旅游发展的红利。她同时指出，景区门票价
格问题的关键是要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明确定价成本构
成、规范定价程序、加强收支监管，提高定价科学性、监
管有效性。

对于景区来说，门票降价后，短期内可能会对经营造
成一定压力和挑战。但从长期来看，门票降价有助于倒逼
景区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战冬梅表
示，现在很多景区对降低门票价格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
强，主要是因为门票收入构成了大部分经营收入，没有真
正形成相关产业支撑，游客缺乏二次消费的动力。“门票
降价后，有助于倒逼景区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赖，从
发展产业、业态创新等方面提升自己。”

消费者希望旅游成本再降——

景区票价不得明降暗升
本报记者 张 雪

4 月 11 日 ， 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 了
2019 年 3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 工 业 生 产 者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PPI） 数据。数据显示，3月份 CPI同
比上涨2.3%，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
分点，时隔 4 个月后再次进入“2 时
代”；PPI 同比上涨 0.4%，比上个月扩
大 0.3 个百分点，为 9 个月以来首次涨
幅扩大。

专家表示，进入3月份以来，猪肉
价格因受疫情影响，出现明显上涨，推
升了 CPI 重回“2 时代”。总的来看，
我国物价水平总体温和，核心CPI整体
运行较为平稳，并未出现大幅波动，预
计年内通胀仍不会成为制约货币政策操
作的主要因素。

CPI同比涨幅重回“2时代”

3 月份，CPI 同比涨幅创下近 5 个
月的高点。其中，城市和农村的CPI均
同比上涨2.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处长董雅秀分析
说，3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4.1%，影
响 CPI 上涨约 0.82 个百分点。其中，
春季是蔬菜上市的淡季，加之受多地低
温阴雨天气影响，鲜菜价格上涨较快，
同比上涨 16.2%，影响 CPI上涨约 0.42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 5.1%，为同
比连降 25 个月后首次转涨，影响 CPI
上涨约0.12个百分点。

非食品同比价格上涨 1.8%，影响
CPI上涨约1.46个百分点。其中，医疗
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价格分别
上涨 2.7%、2.4%和 2.1%，合计影响
CPI上涨约0.94个百分点。

根据测算，在 3 月份 2.3%的同比
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1.1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1.2个百
分点。

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
降 0.4% ， 上 个 月 为 环 比 上 涨 1.0% 。
0.4%的环比跌幅，也是自去年4月份以
来的最大跌幅。其中，城市CPI环比下
降0.4%，农村环比下降0.3%。

董雅秀分析说，从环比看，CPI
由上月上涨 1.0%转为下降 0.4%。食品
价格由上月上涨 3.2%转为下降 0.9%，
影 响 CPI 下 降 约 0.19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部分鲜活食品价格节后回落。鸡
蛋 、 水 产 品 和 鲜 菜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6.0%、3.6%和 2.6%，牛肉、羊肉和鸡
肉价格分别下降 1.8%、1.7%和 1.6%，
上述六项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21 个
百分点；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势头趋
缓，各地猪肉价格涨跌互现，全国平
均上涨 1.2%，影响 CPI 上涨约 0.03 个
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0.4%转为
下降 0.2%，影响 CPI 下降约 0.18 个百

分点。其中，出行人数减少，飞机票、
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下降
15.9%、11.1%和 1.5%，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25 个百分点；务工人员返
城，劳动力增加，车辆修理与保养、家
政 服 务 和 理 发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5.3% 、
4.1%和 3.9%；成品油两次调价，汽油
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3.6%和 4.0%；服
装换季，价格上涨0.6%。

PPI同比涨幅略有扩大

3月份，PPI同比上涨 0.4%，同比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为 9
个月以来首次涨幅扩大。其中，生产资
料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0.3%；生
活资料价格上涨 0.5%，涨幅比上月扩
大0.1个百分点。

董雅秀分析说，3月份，在主要行
业中，由降转涨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上涨 9.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业上涨 3.5%。降幅收窄的有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 1.8%，比
上月收窄 0.2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下降1.5%，收窄0.5个百
分点；汽车制造业下降0.6%，收窄0.1
个百分点。

根据测算，在 3 月份 0.4%的同比
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0.9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5个
百分点。

3 月份，PPI 环比由上个月的下跌
0.1%转为上涨 0.1%，结束了连续 4 个
月的环比下跌态势。其中，生产资料价
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2%，生活资
料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持平。

在主要行业中，涨幅扩大的有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5.6%，比上月
扩大 0.6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上涨2.3%，扩大1.4个百分
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
1.1%，扩大0.8个百分点。降幅收窄的
有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下降0.2%，收窄0.6个百分点；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0.1%，收窄0.3个
百分点。

从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看，3月份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由上个月下跌
0.1%转为上涨 0.2%，其中建筑材料及
非金属类价格同比上涨 5.2%，黑色金
属材料类价格上涨 1.6%，燃料动力类
价格上涨 0.7%；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
类价格下降1.7%。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与上月持
平，结束了连续 3 个月环比下跌态势。
其中，燃料动力类和有色金属材料及电
线类价格环比均上涨 0.5%，黑色金属
材料类价格上涨 0.2%；化工原料类价
格下降 0.5%，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
格下降0.3%。

猪肉对CPI的影响可控

总的来看，3月份，我国物价水平总
体保持温和上涨态势，一季度CPI比去年
同期上涨 1.8%，明显低于全年物价涨幅
3%左右的调控目标。

“目前，猪肉价格已经成为影响 CPI
走势的关键因素，后续仍需要重点关注猪
周期对物价的影响。”交通银行金融研究
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在分析未来物价走
势时表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我国生
猪存栏量持续下降，至今年2月末已经跌
破 2.8 亿头，能繁母猪存栏量更是跌至
2738 万头，二者都创下近年来的新低。
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数量持续减少肯定会
影响未来的生猪供应量，进而影响猪肉价
格。预计生猪存栏量快速去化可能导致下
半年生猪供应严重不足，本轮猪肉价格上
涨的幅度有可能会超出上一轮猪周期。

“当然，随着中国居民食品消费多元

化，猪肉价格上涨也可能导致对牛羊肉
及鸡肉等禽类食品需求上升从而形成对
猪肉的替代效应，使得猪肉价格并不会
超预期上升。此外，本轮猪周期仍属受
疫情影响形成的供给冲击，并非需求拉
动，其对物价的影响不应成为左右宏观
政策的考量因素，未来货币政策仍应以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CPI作
为政策决策依据。”唐建伟说。

多家市场分析机构也表示，3月份
猪肉CPI环比反季节性上涨，猪周期或
已开始触底回升。仔猪价格受补库需求
直接驱动，对能繁母猪当前的低存栏量
较为敏感，同时生猪价格还受到终端需
求综合影响，由于猪肉价格上涨会推升
替代肉类的需求，故仔猪的价格弹性可
能明显大于生猪和猪肉。但是，由于牛
羊肉、鸡肉等对猪肉消费的替代性增
强，猪肉价格的弹性可能相对较弱。目
前来看，猪肉对整体CPI的影响短期仍
然可控。

3月份，CPI、PPI运行总体平稳——

猪价成影响CPI走势关键因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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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贷、甲醛门、资金链断裂……
2018 年可以说是长租公寓行业最动荡
的一年，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也将资
本对行业的热情降到了冰点。不过，随
着负面消息逐渐消化，以及利好政策逐
步明确，春节过后长租公寓再次迎来融
资热潮。专家表示，随着行业重新洗
牌，包括资金在内的一系列资源会向头
部企业高度集中，长租公寓企业要想走
得更远，必须要解决标准化和盈利模式
问题。

近日，长租公寓运营商蛋壳公寓对
外宣布完成5亿美元C轮融资，此轮融
资由老虎环球基金、蚂蚁金服联合领
投，春华资本跟投。同时，CMC 资
本、高榕资本、愉悦资本等老股东继续
跟投。此轮融资结束后，蛋壳公寓的估
值已超过20亿美元。

蛋壳公寓的融资并不是孤例。2月
21日，窝趣公寓宣布完成近2亿元B轮
融资；3月11日，集中式长租公寓品牌
魔方生活服务集团宣布获得 1.5亿美元
D轮融资……

魔方生活服务集团 CEO 柳佳称，

本轮融资资金将用于进一步提升品牌影
响力，优化运营管理，完善 IT 系统和
会员体系，以及项目并购和轻资产
拓展。

与此同时，各大开发商也明确将继
续加码长租公寓。龙湖集团 3 月 25 日
发布的 2018 年年报显示，该集团长租
公寓品牌冠寓已开业项目实现租金收入
4.27 亿元，同比增长 961.4%。龙湖集
团 CEO 邵明晓表示，冠寓在去年已开
业超过 5.3万间，今年按照规划将累计
开业近 10 万间，到 2020 年会达到 20

亿元以上收入。
此外，万科发布 2018 年年度业绩报

告，在住宅租赁方面，万科将继续围绕
核心城市加大对租赁住宅的布局。截至
报告披露日，万科集团长租公寓业务已
覆盖 35 座主要城市，累计开业超过 6
万间。

种种迹象表明，各方仍然看好长租公
寓的市场前景，也愿意投入更多财力、精
力抢夺这一市场。“长期来看，租赁人群
占比不断提升这一趋势不会改变，2019
年住房租赁需求会持续增加。”58安居客

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说。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长租公寓仍面

临不少“成长的烦恼”。在黑猫投诉平
台上，长租公寓成为 2018 年房产领域
消费投诉重灾区，消费者对租房价格及
服务投诉量占比较高。此外，消费者反
映的主要问题还包括了居住环境室内甲
醛超标严重、装修材料质量堪忧、误导
租客与网贷平台签订租房贷款合同、以
租客的信用换取资金并存在资金挪
用等。

在产品口碑堪忧的同时，目前尚无
企业能给出清晰的盈利模式。同策咨询
研究总监张宏伟表示，在资本追逐下的
长租公寓行业，短期靠拼规模，长期还
得拼盈利，能否在预期时间内扭亏为盈
最为关键。未来拿房成本会越来越高，
这将进一步压缩盈利空间，企业的运营
能力也将面临更大考验。

业内人士认为，集中式长租公寓
中，环境氛围、室内配套、公共区域已
经成为行业标配，如何才能进一步与租
户绑定，增加黏性是运营商们需要进一
步思索的事情。

随着行业重新洗牌，包括资金在内的一系列资源会向头部
企业高度集中，长租公寓企业要想走得更远，必须要解决标准化
和盈利模式问题

长期来看，租赁人群占比不断提升这一趋势不会改变，
2019年住房租赁需求会持续增加

再迎融资热潮，开发商持续加码——

长租公寓如何盈利仍是必考题
本报记者 王轶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