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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日， 中国移动推出了全球首款
TD-LTE(4G)多模手机的测试样机，预计到
明年下半年，TD-LTE多模手机将达到商
用水平。 据中国移动研究院工作人员介绍，
首款TD-LTE多模手机的全套解决方案由
中兴通讯完成， 采用 Android2.3操作系统，
可支持TD-LTE/TD-SCDMA/GSM三种
网络环境。

8月 23日， 中国移动公布的最新运营
数据显示：2011年 7月， 中国移动用户新增
用户 506.4万户， 其中新增 TD用户 257万
户。 截至 7月底，中移动用户总数达 6.2185
亿户，在网TD用户总数达 3759.7万户。

近日，由张家界移动与中广传播合作
建立的张家界森林公园 CMMB发射基站
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信号覆盖整个森林
公园，确保了景区内的中国移动 3G 用户
可用手机随时随地收看到流畅、清晰的高
清数字电视节目，极大地满足游客在领略
张家界自然景观的同时，及时获取广播电
视节目和信息的需求。 ■张明胜 廖原

日前，东莞移动代表团赴长沙与长沙
移动就无线城市建设等工作进行了经验
交流， 同时双方就移动一卡通、 公交 IC
卡、公共事业缴费等领域信息化工作进行
了深入探讨。 ■阳媛

“葡萄美酒夜光杯”, 葡萄酒的优雅与甘甜,
在今天仍然有着难以抵挡的诱惑。 在充满欧式
风格的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 穿越法桐大道,漫
步欧洲小镇, 晃动着高脚杯里紫红色的葡萄美
酒,徜徉于葡萄与酒的世界中。 日前，来自国内
近 30家知名媒体齐聚酒庄,用镜头记录下了美
女模特与华硕T20手机亲密接触的全过程。

外观完美，配置豪华

作为一款随身娱乐终端智能手机， 华硕
T20主打年轻人群， 而其黑色与白色两种简约
时尚外观也正符合他们对美的认同。 而华硕在
产品外壳材质上选用丰富多样性材质， 黑色的
T20将经典的晶钻漾彩应用于T20背部， 搭配
背部的金属拉丝横条， 不仅提升了手机的质感
和时尚感，也体现了华硕深厚的设计功底。

对于广大的智能手机用户来说， 除了完
美无瑕的外观， 强大的内在应用体验当然不
可或缺。中国移动OPhone�OS�2.5操作系统的
推出， 不仅使OPhone应用更加丰富和方便，
更令人惊喜的就是其实现了 Android�2.2系统
应用的全面兼容， 让应用变的更加丰富与精
彩。 华硕 T20采用的就是最新的OPhone�OS�
2.5版， 全面兼容了 Android�2.2系统的应用，
让用户可以从中国移动MM应用商城、 以及
Android�Market、 机锋市场等众多第三方软件
商店里获得数万个软件应用和游戏资源，让
您的随身终端设备可以丰富您的生活。

T20手机在应用了OPhone�OS�2.5系统之
后，为了给软件平台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在硬件
配置方面非常豪华，不仅采用了Marvell�PXA920�
806Mhz单芯片高性能处理器， 不仅大幅度的提
高了处理速度并兼顾省电。 内置了 512MB内
存，还搭配了 3.2英寸电容式触控屏幕，并且同
时配备一块 1500mAh超大容量电池，更大幅延
长了手机的使用时间。 透过高亮度的 LCD屏
幕，让您即使在阳光底下也能轻松使用。

超长待机，随身娱乐

对于广大智能手机用户来说， 除了要求
完美的应用体验以外， 手机的娱乐功能不可
或缺。 华硕 T20手机藉由长效的电池续航能
力、 流畅的上网体验、 多维度覆盖的娱乐功
能，打造了一个丰富的娱乐生活。T20可以长
效播放音乐， 最长可支持 MP3 连续播放 33
小时；并支持手机电视 CMMB，可以带领您
随时随地欣赏电视节目、 让你不错过直播的
任何重要球赛； T20 还支持 FM 广播， 实时
收听时事信息与娱乐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
CMMB 手机电视与 FM 均有单独芯片和信
号传输，所以不会占用手机的数据流量，最长
可让您连续观看 5个小时电视。

针对 T20 手机，华硕提供可更换个性饰
板，搭配属质感背条，再加上不足 13.5mm 的
厚度以及仅有 130 克的重量，使得 T20 更显
轻薄、靓丽。

功能强大，应用丰富

为了更好的提升用户应用体验， 华硕
T20 在专属页面与小部件应用上匠心独运。
T20专属页面集趣味互动、上网软件、娱乐功
能、消息接收、记事备忘等日常应用功能于一
体，同时，搭配趣味性十足的动态桌面，使用
户在初次切换到华硕 Home的一瞬间， 感受
华硕专属页面的精致与自然。

T20还有一个兼具趣味性与智慧的应用，
那便是客制化快捷键。 打开手机桌面，T20有
三组软屏键可以自由客制。 用户可以完全依
据自己的喜好或者使用习惯， 来克制三组软
屏键，比如您可以把最常用的“手机拍照”、“视
频通话”、“手机导航” 等小部件应用设置为客
制键，即可直接点击开启，以便日常应用。

应用丰富的软件平台，豪华的硬件配置，
以及强劲的娱乐功能，再加上轻薄、时尚的机
身设计， 华硕 T20 将各样功能都做到了极
致，为用户带来一系列的精彩感受。目前 T20
已经在全国的中国移动营业厅开始销售，并
有相应的移动资费套餐可选， 预存话费还能
换华硕 T20手机。 ■子轩

随身娱乐终端开启手机“娱乐化”时代

中移动携手华硕力推OPhone新机 T20

2011年， 中国移动联合共青团中央，调
动全公司力量开展 MM 百万青年创业计划
活动，以“精品塑造、价值提升”为核心目标，
以市场化检验为手段， 以市场推广为激励，
以中国移动开发者社区和 Mobile�Market 平
台为核心，与共青团中央服务青年特别是大
学生就业创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帮助大学
生增加就业创业锻炼并最终实现创业梦想，
营造基于移动互联网开展自主创业的环境
和机制。 在 2011年的百万青年创业计划中，
总共设计了超过 160 个奖励名额，总奖金超
过 400万。

今年，中国移动新增设置了WAC�Wid-
get 创新奖项， 并且可以与其他奖项叠加奖
励，以鼓励开发者优先选择 WAC�Widget 应
用类型作为自己的参赛作品，获得更多的奖

金奖励。 WAC（Wholesale�Application�Com-
munity）是 2008年由 24个国际运营商发起成
立的应用批发社区，WAC在 JIL成果基础上
继续开展 Mobile�Widget 的后续研发与商业
推广。 WAC标准一经推出，立即受到了全球
运营商、厂商的支持。目前，WAC成员已经超
过了 70家， 并且多家运营商都在推进WAC�
Widget的商用化进程， 鼓励开发者学习和开
发WAC�Widget应用。 WAC�Widget（移动微
技）可以实现跨平台运行，WAC�Widget应用
不仅可以运行在所有 OPhone终端上， 还可
以 运 行 在 Android 平 台 （HTC� A9188、
Z710T）、Symbian� ^3 平 台 （Nokia� T7-00、
E720T）、Windows�XP 等平台。 据了解，全球
WAC�Widget 应用已经超过 3 万款，Mobile�
Market上WAC�Widget应用超过 1万款。

MM 百万青年创业计划
首次设立WAC�Widget专项奖金 日前，由湖南移动组织的“移动好礼

第二季，畅游港澳合家欢” 活动常德首批
中奖客户———来自 5 个中奖家庭的 15 名
成员， 在经历了 4天 3夜港澳游后， 于 8
月 13日顺利返回常德。 据悉，该团为湖南
移动港澳游首发团，参加本团的中奖客户
归来后纷纷表达了对移动公司的感谢，一

位客户说：“移动公司的服务就是贴心，希
望移动公司能多开展此类活动”。

据了解，“移动好礼第二季，畅游港澳
合家欢”活动期间，常德有近 70 万客户参
与了港澳游抽奖活动。 截至目前，常德移
动三批中奖客户已全部抽取完毕，后期将
陆续组织客户领奖出游。 ■邓娟娟

近日，“数字绥宁” 农村信息化建设武
阳镇试点正式启动。 湖南移动绥宁分公司
与绥宁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建设协议。 根据
协议内容， 绥宁移动力争在 12 月底前，建
立 1 个武阳镇信息服务中心、8 个村级信息
服务站，建立村级电话联防网，建立村组集
团网、 移动亲情网， 实现网内用户 100%联
网， 使武阳镇 100%行政村实现网络信息
化。

绥宁是个典型林业大县，农村人口占
全县的 80%，为加快武阳镇综合信息化建
设，精心打造“数字武阳”，绥宁移动开拓
思路、大胆创新，于今年 3 月为武阳镇政
府量身定制了武阳镇办公自动化、村务管
理信息化、村级电话联防网、村组集团、信
息化培训基地建设、村民农业科普培训等

一揽子计划。 并根据绥宁县农村市场发展
规模，确定了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目标。

据了解， 武阳镇信息化建设工程竣工
后，将给当地农村工作、农民生活带来一个
全新可喜的变化， 政府将全面实现办公 OA
自动化， 文件处理可以通过网络或 3G 手机
实现，政府内临时性通知可通过短信、彩信
群发实现； 村委也可以实现网上村务管理，
村民通过网络及时了解村务公开和村务信
息。 农民朋友可以到农村信息服务站点的村
电子阅览室免费上网，通过数字化网络平台
发布和查询农产品供求信息，并适时向专家
咨询、学习农业技术；农村党员、干部不出
村，就能及时学习、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农民
通过网络，学习农业技术，了解农业信息，丰
富文化生活。 ■李金光

首批“移动港澳游”中奖客户返常

移动“微”新闻

“数字绥宁”信息化建设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