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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歧視還是飢餓營銷
？

眾議苑

中國最後吃蘋果
網觀風雲
▲溫嶺市委宣傳部稱，當天是舉辦公共自行車的啟
動儀式，絕非領導作秀，只是為了交通順暢
網上圖片

警車開道作秀乎

近日，一張 「浙江溫嶺領導騎自行車體察民情，9 輛警
車鳴笛開道」的照片在網上熱傳，照片裡幾輛警用摩托開道
，後面跟着一些騎自行車的人，旁邊還有記者在攝像。有網
友指責活動純為領導作秀。溫嶺市委宣傳部稱，當天是舉辦
公共自行車的啟動儀式，絕非領導作秀，只是為交通順暢。

正方：沒在街道上招搖
曉茫浮雲： 作為溫嶺人不能不澄清，當天恰好經
過現場。幾輛警用摩托在前面帶路，自行車在非機動
車道上繞公園一圈，沒在城區街道上招搖，就為帶動
大家環保出行。本地很受歡迎的公共自行車啟動被傳
得面目全非，網絡的混亂程度可想而知！
珥碧說： 現場市民表示，現場沒有鳴笛，也沒有
「高音喇叭呵斥行人讓道」 ，錦屏公園周圍人和車都
不多。在他看來，發帖的網友並不了解情況，可能是
看着照片想像情景，所以連幾輛警車開道都不準確。

反方：作威作福擺威風
藍色的海鷗：如果不是作秀，警車開道為啥？警車

開道了，又怎麼體察民情？體察民情，非要請記者為
它們做個見證嗎？
草根論劍： 老百姓出行為了順暢也讓警車開道行
（騰訊微博）
嗎？

望穿秋水，iPhone 4S 13 日終於在中國發售。
與 iPhone 4 一樣，中國依然被蘋果視為三、四級市
場；這一點，與中國單季為蘋果貢獻 45 億美元營收
、成為蘋果第二大市場的現狀，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這極度反差的背後，究竟隱藏着蘋果公司怎樣的
考量？是中國應用市場上的營收太糟糕？還是中國
繁複的審批制度延誤了產品上市？還是蘋果玩弄的
「
飢餓營銷」？或者是蘋果固有的對中國的偏見？

對此，網友康卓說： 「此前因 iPhone 4S 在內
地上市時間遲遲未定， 『果粉』只能守候下去。然
而，蘋果想繼續通過飢餓營銷積累客戶，不得不面
對自己製造的尷尬。隨着大量港版 iPhone 4S 抵京
，大批 『黃牛』到蘋果三里屯官方零售店外堵門叫
賣。業內人士說，蘋果之所以遲遲不定 iPhone 4S
在中國上市時間，無非還是想玩飢餓營銷，吊起消
費者的胃口。」

飢餓營銷手段無法長久
網友如何面對蘋果的傲慢？
琉璃心流轉：對於蘋果來說，中國不再是可以

忽略的市場。在中國向蘋果敞開大門的同時，蘋果
該重新審視對華政策；畢竟， 「飢餓營銷」手段無
法長久。
藍色之心：我們無法干預蘋果的營銷法，但應
從自身找出蘋果歧視中國的原因。
是非圈：中國大陸市場環境有待改善是事實，
盜版、功能閹割、審批繁瑣等都是不得不面對的問
題，有些問題還牽涉到比較深層的體制問題。找到
了根本才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與方法，不然今天
有個蘋果，明天就會有個香蕉，後天說不定還會冒
出個橘子來。
（新華微博）

單季貢獻 45 億美元營收
中國市場去年第四財季為該公司貢獻了 45 億美
元收入，同比增長 270%，在蘋果總收入中的佔比達
到 16%。但一向熱衷於取悅消費者的蘋果公司，幾
乎所有蘋果新產品在第一時間上市時，從來都跟中
國消費者無關，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故意忽視中國市
場。
網友思無邪兮就此情況指出，以 iPhone 4S 為
例，它要入華，首先得通過國家無線電發射設備型
號審核，相關許可核准審批流程需要 40 個工作日左
右。其次，需要獲得工信部入網許可才可以在國內
銷售。最後，還得拿到從國家認監委獲得的 3C 認證
。這些繞不過的 「坎」所需要審批的時間過長，可
能是蘋果公司懈怠了中國市場的一大原因。

「果粉」 熱情從未衰減
儘管中國總是蘋果產品開售的最後幾批名單之
一，中國 「果粉」的狂熱似乎從未衰減，而蘋果的
「飢餓營銷」在中國也似乎屢試不爽。中國只能最
後吃 「蘋果」，到底是源於喬布斯的偏見遺傳，還
是 「另類重視」的飢餓營銷？不論為何，作為蘋果
全球的第二大市場，中國都不願也不能再這樣被
「
歧視」下去了。

▲ 「果粉」 們在北京三里屯通宵排隊購買 iPhone4S 手機

軍情處

新華社

10 月 6 日，美國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喬布斯去世後，潘
石屹在微博上說，蘋果董事會應該馬上做出決定，生產 1000
元以下的 iPhone 和 iPad，讓更多人用上蘋果的產品，這才是
對喬布斯最好的紀念。
被高房價折磨的網民調侃道： 「潘總哪天要也去世了，
也請貴公司推出 1000 元人民幣一平方米的房子吧。」有網
民立即製作出 「潘幣」，1 潘=1000 元／平方米。 「潘幣」
迅速成為網民談論房價時的專用詞彙。
至 12 月 11 日進行的。此間進行了殲 15 艦載機
進行這麼幾步：
隨後，網民製作了 「一任（1 任志強=10000 元／平方米
與航母的協同演練，但是由於缺少攔阻索，在
電腦模擬着艦訓練。這部分功能一般在航
）」、 「一馬（1 馬雲=16 萬／年）」、 「一侯（1 侯寧=上
技術上沒能實施甲板着陸演練。
母上就有，當然也許我們現在陸地上早就提前
證指數 1000 點）」，與 「
潘幣」形成 「四大貨幣」。
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楊
準備好了，已訓練好久了。飛行員所處的環境
宇軍上校於去年 12 月 28 日表示，中國航母平
基本可以完全模擬航母航行過程中的狀態，飛
台前期開展的海上試驗均已達到預期效果。
行員操作及身體的感受都可以通過模擬實現。
「
中國軍隊武器裝備的發展建設始終堅持獨立
陸地實際訓練。這主要是訓練飛機的起飛
自主、自主創新的原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和降落。此前就有圖片爆出陝西閻良的滑躍甲
進行研製和生產。我航母平台的主要系統裝備
板訓練裝置，飛機的起飛應該訓練得差不多。
包括攔阻索在內，都是自主研發和改裝的。」
無攔阻索的航母訓練。艦載機的訓練分為
楊宇軍表示。
三種，一種是高空通場訓練，再就是模擬着艦
雖然中國官方消息人士沒有透露第三次海
，最後就是真正的着艦。其中第二步完全可以
試的具體任務是什麼。但是軍事專家們不排除
在沒有攔阻索的情境下進行着艦訓練。
，這次海試期間，殲 15 艦載殲擊機可能將會
在艦載機着艦時，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在
飛越航母甲板，而且飛得非常低，起落架可能
於，飛機引擎不是關閉而是將引擎油門全開，
會觸及甲板表面，進行模擬着陸演練。
目的就是即使飛機着艦時沒有鈎住攔阻索時，
仍然可以起飛。基於這種現象，我們是不是可
飛行員具着艦能力
以這樣進行試驗呢？
殲 15 飛行員苦練艦載機降落技術大概要
（人民網／新浪網）

中國航母艦載機試飛在即
日前，一段據稱是有關中國航母的視頻在
網上流傳開來。有分析指出，根據畫面，航母
艦載機可能在不久後進行試飛。

空勤人員批量上艦

▲

殲 15 起 飛
現場發現疑
似滑躍甲板
網上圖片

微言大義

上學難於登青天
北京市將調整公辦園收費標準，嚴禁幼兒園以任何名義
向入園幼兒家長收取贊助費、捐資助學費、建校費、教育成
本補償費等與入園掛鈎的費用，嚴禁以開辦實驗班、特色班
、興趣班、課後培訓班和親子班等特色教育為名向家長另行
收取費用。
李俊： 配套措施和政策要跟上。發一紙政令很容

易，關鍵是配套措施和政策能否跟上。這個辦法，要
想落實，最重要得看學前教育資源投入能否跟上。
尹富強： 權力無制約，贊助費將繼續。贊助費不
是新鮮事物，之所以會成為普遍現象，是 「潛規則」
成了 「顯規則」 ，是相關職能部門的不作為導致的，
是權力尋租的必然結果！

據視頻畫面顯示，身着紅、白、藍等多種
顏色標誌服的海軍人員在甲板上集合，該服裝
類似美國艦載航空兵服務保障人員的馬甲。這
些海軍很有可能是中國航母平台的空勤人員，
這也說明航母艦載機可能在不久後試飛。
為減輕管理和指揮工作壓力，美國航母戰
鬥部隊的官兵們都根據其任務分工，穿戴不同
顏色的工作帽和上衣。穿黃色的負責指示飛機
起飛，穿綠色的負責起飛前安全檢查，穿紫色
的負責燃料等。
國外軍事網站此前曾報道，中國航母平台
去年 12 月 21 日第三海試期間，殲 15 艦載機可
能進行模擬着陸演練。
中國航母第二次海試是在去年 11 月 29 日

點擊神州

高悅兒炫富曝光駐京辦猶存

12 日，針對網上傳得沸沸騰騰的 「駐京辦女職
員高悅兒」炫富事件，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對吉林
省吉林市駐京辦主任周忠波進行了採訪。周忠波表
示： 「
我們沒有高悅兒這個人」。
一網名為 「高悅兒」的年輕女子在微博上的公
然炫富，迅速引發輿論關注。她微博上的住址顯示
為北京市朝陽區，而其新浪加 V 的認證身份，竟是
「吉林市政府駐京辦職員」。由於此番炫富捆綁上
「駐京辦」，與 2011 年喧囂一時的郭美美類似，挑

網友不信官方解釋

供給不足贊助費無法取消
楊支柱： 幼兒園取消贊助費不會加劇供給不足。

收了也還是供給不足。幼兒園的數量、規模是由計生
國策控制的，只收社會撫養費，但不讓入園。既然供
給不足，贊助費就不可能真取消。
童大煥： 家長們也要理性地看問題：在省城，百
萬人爭奪不到 10 所最好小學；在北京，1000 多萬人
（新華微博）
在爭奪 10 所左右最好的小學。

起公眾對官方機構貪腐問題的敏感神經，眾多網友
將 「高悅兒」稱為 「2012 年首個網絡紅人──高美
美」。她從去年 6 月起以貼圖形式，集中秀出她的
奢華生活：開名車、乘飛機 VIP 艙、喝 1982 年拉菲
紅酒。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微博還秀出她在港澳
等地 「血拚」的名鞋、手袋和腕表。其中，鞋子多
為香奈兒、古琦、普拉達等名牌，手袋多為迪奧、
愛馬仕等品牌，腕表則是卡地亞。有網友根據貼圖
，梳理出 「高美美」一系列奢飾品的價目表：所用
兩款手機的市場價分別為 65000 元和 45000 元，卡地
亞腕表的市場價為 52300 元，迪奧手包的市場價為
27550 元，一件 T 恤的市價也超過 2000 元。僅這些
被辨識出的奢侈品，市價已接近 20 萬元。

▲網名 「高悅兒」 的年輕女子在微博上的公
網上圖片
然炫富，迅速引發輿論關注

這些博文引起網友熱議。大部分網友對吉林市
駐京辦主任的回應表示不信任，有網友認為這是
「越描越黑」，還有網友諷刺說： 「吉林駐京辦為
什麼不起訴她呢？這是為什麼呢？」另外，根據國
家相關政策，各地駐京辦按規定應該撤銷，吉林駐
京辦的回應就是 「不打自招」，是 「違背中央政策
的」。
羅勇全： 吉林駐京辦，不打自招，把自己

給繞進去了，完全違背中央政策，吉林市還有

駐京辦？
家春： 吉林駐京辦應該說：我們按相關規
定已經撤銷。
緣來是夢： 駐京辦不是都撤銷了嗎？還是
又是個臨時工？不過怎麼說也算是個政府部門
，堅決支持吉林駐京辦起訴嚴懲此人。
張驥： 現在公眾對於這類事情普遍都是不
信的，而且此事先例早已數不來了，真是越描
越黑！
辣姜：我的質疑：1、認證職務 「吉林市政
府駐京辦職員」 為何被删除，這事只能是新浪
能幹得了；2、吉林市為何不撤駐京辦，這事
只能是國務院能管得了；3、新浪為何被公關
了，這事只能靠國新辦能追究得了；4、誰是
高悅兒背後那個人，這事只能是省紀檢能查得
了。
吉林市駐京辦 13 日表示，該市相關領導對有人
在微博假冒該辦職員一事高度重視，因為此事已經
嚴重干擾駐京辦工作。目前，駐京辦已向北京市海
淀區警方報警，希望追查 「高悅兒」，並準備就此
起訴新浪網。海淀區大鐘寺派出所已確認收到報
案。
（騰訊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