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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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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与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建宙在北京签

署《共同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备

忘录》，并同时启动了“新青年掌上读书计划”，

这标志着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与中国移动

在增进资源共享与整合、 共同推动我国数字

出版产业发展上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中国移

动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奚国华、 新闻出版总

署副署长孙寿山在签约仪式上致辞。 中国移

动副总裁沙跃家主持签约仪式。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使得基于手机

的应用层出不穷。 以手机为载体的数字出版

形态是数字出版未来发展的方向，拥有巨大

的发展潜力。 如手机阅读自推出以来， 已经

被人们广泛接受，目前，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平台的月访问数已达到 4500万。此次中国移

动与新闻出版总署达成战略合作， 将 6亿手

机用户与文化产业对接，是一件各方共赢的

好事， 中国移动将营造开放和谐的产业环

境，助力出版产业、内容产业、文化产业的发

展。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 新闻出版总署将

充分发挥作为国家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组

织优势、政策优势，支持中国移动为国内新

闻出版企业提供网络技术和数字产品运营

服务， 参与数字出版业务相关经营活动，并

依法取得开展数字出版物网络传播业务的

资质。 同时， 新闻出版总署支持新闻出版企

业与中国移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支持中国

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开展数字阅读平台的建

设和运营，倡导新闻出版企业成为中国移动

手机阅读基地的全面合作伙伴，支持作品在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平台的首发。 中国移动

将积极构建有利于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

有利于调动新闻出版企业积极性的商业模

式。

新闻出版总署与中国移动签署战略合作

备忘录的同时，还启动了“新青年掌上读书计

划”。 该计划主要基于中国移动手机阅读业

务平台开展， 以手机作为文化传播和图书阅

读的创新载体，为外出务工、学生等新青年群

体推荐低资费优秀图书和经典读物， 从而解

决买书难、选书难、看书难、没时间读书等问

题。 ■刘金良

启动“新青年掌上读书计划”

中国移动推动手机对接文化产业

被称为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元年的

2009 年已经过去两年，移动互联网行业在

中国的迅速发展也催生了新的充电培训行

业———3G移动开发工程师培训。 日前，记

者走访了招聘会、 相关培训中心和 3G 企

业， 各处均表示移动互联网行业现在普遍

存在“人才荒”现象，3G移动开发人才成为

职场新宠。

移动互联网行业急速升温催生

“用人荒”

2011 年北京的一场 3G 专场春季招

聘会上， 招聘企业对 3G 人才开出的年

薪 6 万至 60 万不等， 其中不乏联想、百

度、新浪等这样的知名企业，而应聘者人

数却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火爆。 据记者

了解， 移动互联网相关产业才刚刚起步

2 年， 企业招聘对人才的要求不仅要求

技术背景， 还要求具有基于 3G 项目的

开发经验， 导致市面上这样的人才十分

炙手可热， 同时应届大学生里只有很少

的学校开设了相关的专业， 所以企业想

招到合适的人十分困难。

据介绍， 今年全国的移动互联网行业

应用开发人员需求量是 100 多万， 但实际

从业只有不到 5 万， 差距相当悬殊。 2010

年初， 北京手机软件开发类企业不超过

500家，但目前已逾数千家，新兴小公司的

数目增长尤其快，从手机游戏，到股票、彩

票、阅读器、视频电话、掌上办公系统、交

友社区、聊天工具、团购打折等商业信息、

网购支付、民航机票等交通手续……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搬到移动互联网平台

上实现，甚至在位置定位类手机软件开发

中，细到餐馆、取款机、加油站、出租车信

息等都能进行定位信息显示。

企业招聘新模式———人才定制班

“移动互联网行业在 2011 年升温很

快， 3G 的‘用人荒’现在已经很明显。 ”机

锋网招聘负责人介绍。由于招人难，用人企

业将目光投向 3G 培训机构， 通过人才定

制和专业技能培训等方式缓解用人压力。

一些有实力的培训学校也因此迎来了 3G

培训业务的一次高潮。 记者从悦成移动互

联网孵化基地了解到， 悦成移动互联网孵

化基地由乐成 3G 创意产业研发基地升级

而来，7年来一直专注于 3G 移动开发工程

师培训，而现在由于和诸多企业签署了 3G

移动开发人才定制协议，8 个教室同时运

转也只能勉强完成来自各合作企业的人才

需求。 “现在我们 3G 课程的学员就业形

势好得不可思议， 来招聘的企业几乎是在

抢人。”悦成移动互联网孵化基地的企业合

作部负责学生就业的张老师这样告诉记

者。

3G 移动开发工程师成为大学生

求职极佳选择

目前，Android、iPhone 作为 3G 行业发

展速度最快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人才严

重储备不足， 致使 Android和 iPhone开发

工程师薪金平均水平在 4000-6000 元，工

作两年以上者，平均薪水在 8000-10000 元

以上，3G移动开发工程师迅速成为大学生

求职的极佳选择。 由于目前移动互联网行

业迫切需要大量 3G 移动开发工程师， 业

内人士指出， 随着国内 3G 行业的不断发

展，3G人才这个缺口也会越来越大。 大学

生通过进行培训， 及时搭上 3G 行业这趟

顺风车，从而获得令人羡慕的高薪职位，不

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悦成移动互联网孵化基地“培训就

业＋产品孵化＋天使投资” 的孵化模式已

经帮助数千位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这种模

式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产品开发动手能力

强， 深受企业欢迎， 部分学员还能通过产

品运营实现创富创业。 基地和每一位学员

都签订就业协议， 这是中国 3G 培训行业

唯一一家从学员就业角度办学的培训基

地， 为大学生搭上 3G 移动互联网这趟顺

风车提供了保障。

“惹巴拉”在土家语中的意思是“美啊！

看啊！ ”。 一走进惹巴拉土家风情自然村，便

被那座古老的风雨桥吸引， 它横跨在河中

央，将河两岸的人们紧紧相连。 桥头上的移

动村级服务站宛如一个站台，迎来一群群渴

望移动信息的人们，送去一片片移动真情。

惹巴拉村级服务站站长小唐是一位对

生活充满势情，对移动事业充满执着的 80 后

小伙，由于儿时的一场意外，让他双脚不能

正常行走， 但身残志坚的小唐坚忍不拔，勤

奋好学，积极进取，靠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

的两万多元钱在风雨桥头开了一个网吧，并

申请开办了一个移动村级服务站。

小唐很爱钻研移动业务。 记得有一次是

深夜十一点，突然手机响了，一看是小唐。 小

唐说：“向哥，我这里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可

以吗？ ”“当然可以！ ”我善意地答道。“有位客

户办理了移动 IP 长话包， 是 5 元包打 1000

分钟，但客户为什么没享受到优惠？ ”我思索

了片刻回答：“该业务是指 IP 长话，要求客户

拨打时在长途号码前加拨 17951， 您问客户

加了吗？ ”“加了， 他就是防止自己在拨打时

忘记加特意在手机号薄里存号码是已将

17951存在前面了！ ”小唐立刻说道。“那就错

了，IP 长话需要客户在拨打时临时加上

17951，移动交换局才能识别该号码正在使用

移动 IP业务， 存在号薄里是识别不到的，也

享受不到优惠的。 ”小唐还把移动三大品牌

资费制作成一个表格， 在店面中央贴一张，

在随身携带的业务记录本上也帖上一张，方

便随时记忆并给客户解释。 我每次到惹巴拉

村级服务站走该、做业务培训和指导时，小唐

总能拿出三到五个业务问题和我展开激烈的

讨论， 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习钻研态度

让我十分敬佩。

小唐不仅爱钻研移动业务， 还十分喜爱

移动信息及数据业务。 小唐对我说， 因为惹

巴拉村是土家风情旅游胜地， 每天来来往往

的游客很多， 他们需要提前知道天气才能有

计划有安排接待游客。 为此， 他给大部分村

民推荐使用气象通业务。现在国家政策好了，

大部分村民已开始特色种植， 需要一系列技

术及销售信息， 而这些信息在农信通业务中

都能时时传递，大大方便了广大种植户。小唐

还组建了飞信群，他是管理者，在他发的群消

息中，我时时都能感受到他对生活如此热爱，

对幸福的追求毫不懈怠。 如：“我虽然不能行

走，但我的心可以飞翔，愿我的心愿随风飘向

远方。 ”

如今， 惹巴拉村级服务站的业务越做越

大，通过村级服务站，他每月收入达三千元以

上。 从简单的空中充值缴费到业务套餐的变

更，从信息及数据业务的体验到发展，从 2G

手机到 3G 手机的销售， 小唐已创造出一条

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他握着我的手说：“我感

谢中国移动， 让我通过村级服务站这个平台

一步一步实现着我的人生价值， 实现我的梦

想!” 愿风雨桥头的村级服务站越做越强，愿

小唐的人生一步一步走向灿烂辉煌。

■向顺明

3G移动开发人才成为职场新宠

风雨桥头的村级服务站

一位残疾青年的“移动”创业记

为深化网内智能手机客户服务，株洲移动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单位,率先建立了智能手机俱

乐部。 截至目前已为智能手机俱乐部 500多位会员提供免费贴膜、为 200多位会员免费安装

价值 1500元的付费软件等优质服务。 ■孔哲丰 摄影报道

手机支付红包是指由中国移动通过各

种活动赠送给用户手机支付账户的礼金。

由于红包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和商户范围

内使用， 容易造成用户在获取的红包的适用

商户范围内没有找到合适的商品， 影响用户

的消费期望，从而造成红包最终并未消费，导

致营销投入没有达到最终的预期效果， 而同

时很多未获取红包的用户却因为没有红包在

这些商户进行全额消费。 为进一步让更多用

户切身感受红包的便利， 同时提高红包的使

用率，中国移动红包转让业务应运而生。

红包转让业务是中国移动手机支付业

务推出的一项活跃红包的便民应用，既满足

用户的红包灵活性使用需求，又对发展手机

支付活跃用户有极大帮助。 中国移动手机支

付平台打造红包交易市场，转让方折扣出售

红包， 购买方出资购买红包。 一方面转让方

能够避免红包过期造成的损失，购买方能够

折扣购买所需商品，极大地拓宽了红包的便

民范围；另一方面提高了红包的利用率和用

户粘性，增强红包的品牌认知，活跃手机支付

业务带动交易量。

红包转让市场一经推出迅速火爆，红包

交易及使用率节节攀升。 同时众多用户已养

成购物前来手机支付平台购买红包的习惯。

还等什么，中国移动手机支付用户可以登陆

https://cmpay.10086.cn/service/red_packet.

xhtml�或手机登陆 p.10086.cn 进行红包买卖

操作，享受到更为安全、方便、快捷的红包业

务吧。 ■申志敏

株洲炎陵移动积极

推广 MAS 业务，为政企

单位信息化办公助力。

目前该县共有县委、县

政府等多家单位使用移

动 MAS 业务，如炎陵县

公安局使用 MAS 业务

每日实时通报案情，提

高侦破效率； 炎陵县国

家电网每日使用该业务

对全县用电情况进行实

时跟踪， 以便合理调整

电力分配， 极大地提升

了办公效率， 受到了客

户一致好评。 ■侯亦杨

手机支付惠生活 红包连着你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