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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哈利波利，却以其不同寻常的魔力让消费者趋之若鹜；她不是变形金刚，但与生俱来的强大性能给你的生
活带来无限可能。 携“全球最薄双核智能手机”、“短短 85 天全球销量即突破 500 万部的智能手机” 两大荣誉的三星
GALAXY�S�Ⅱ I9108， 中国市场销量冠军机型三星 S5820、 前期受消费者热捧后升级安装了安卓系统的 GALAXY�S�
i9008L，同步在长沙强势登场，让市场再次闻到三星与苹果巅峰对决的味道。

8 月 30 日，中移湖南电子商务基地（湖
南移动）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今年初
电子商务基地成功接入湖南国家电网项目
以来，公用事业缴费业务发展迅猛，月交易
额从 4 月份的 264 万元增长至 8 月份突破
4000 万元， 短短数月累计交易额突破亿元，
截止 8 月底达 1.02 亿元。 目前全省 14 个市
州已实现手机支付缴电费，长沙、湘潭、衡阳
已实现手机支付缴水费，湘潭、益阳已实现
手机支付缴有线电视费。

前几年，移动手机支付公用事业缴费还
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并不为人所了解。 如

何让用户知晓并使用移动手机支付公用事
业缴费，同时突破各行业成熟缴费渠道、非
现金等电子缴费方式占领市场， 是一项极
其艰难的挑战。 在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高
度重视下,中移（湖南）电子商务基地积极探
索，在二季度推出了“手机支付生活缴费，
省时省心好礼相馈”的主题营销活动，各分
公司在此基础上叠加地域特色的各种营销
活动， 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及行业资源进行
全方位的宣传。 越来越多的用户体会到了
足不出户便可缴纳水、电、燃气、有线电视
等日常生活费用的便利,真正解决了老百姓

排队、受上班时间限制、行业网点较少等缴
费难的问题。

据中移（湖南）电子商务基地负责人介
绍，下阶段，基地一方面将积极拓展行业单
位，正筹备与湖南有线集团、新奥燃气深度
合作， 充分满足市民日常生活缴费的需求；
另一方面，将进一步丰富产品形态，优化缴
费流程， 下一步将实现手机号码与行业的
用户号绑定， 用户可以随时查询并缴纳电
费、水费，定期得到催缴通知，并建立完善
的问题处理机制，以求达到最好的用户感知。

■周跃 肖春桃

水电、燃气、有线电视费，一部手机全搞定

移动手机支付缴费交易额过亿元

图为移动客服人员指导客户使用手机支付缴
电费。 ■侯亦杨摄

9 月 8 日，湖南移动携手三星电子，在
湖南长沙喜来登酒店共同发布全球最薄
双核智能手机三星 GALAXY�SⅡi9108。 同
时发布的还有三星 i9008L、S5820 两款产
品。这是继 7 月 30 日摩托罗拉在长沙发布
移动 3G 双核智能手机 MT870 之后，又一
国际知名手机厂商在湖南发布移动 3G 最
新高端智能手机。 近期移动 3G 手机如此

密集发布，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 3G 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终端厂商
的支持， 中国移动 3G 正在步入快速发展
轨道。

据了解， 本次三星发布的三款移动 3G
智能手机各具特色。 最受关注的当属
GALAXY�SⅡi9108。 拥有 8.49 毫米极致纤
薄机身，4.3 英寸 Super�AMOLED�Plus 魔丽

屏，1.2GHz 双核处理器。 号称“最薄、最绚、
最快”的智能手机。 今年二季度在韩国上市
后，短短 85 天全球销量即突破 500 万部。三
星发布第二款手机是 GALAXY�S�i9008L。该
产品前身是三星 i9008， 现在已经升级成最
新安卓系统，带着更好的操作体验重返湖南
市场。 第三款是三星 S5820，是三星将中国
市场销量冠军机型升级成移动 3G 版本，采

用 800M 处理器、3.5 寸高清大屏、最新安卓
2.3 操作系统等主流配置， 内置移动定制应
用，价格实惠，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另外，三
星还展示了四季度将会上市的折叠翻盖手
机、平板电脑，都支持移动 3G 网络。 由此可
见，三星已经实施全面融入中国移动 3G 发
展战略，在高、中、低端同时发力推出精品终
端。

作为全球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 中国移
动一直全力以赴支持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3G
发展。 经过数年耕耘，3G 网络日臻完善，
TD-SCDMA基站已达 22万个。第三方测试
表明，中国移动 3G 网络的接通率、掉话率等
各项指标处于领先地位， 已经得到广大客户
认可。 截至 2011 年 6 月，TD-SCDMA 客户
规模达到 3500 万户，年底将突破 5000 万户，
发展速度和规模均居行业内首位。 中国移动
3G 快速发展， 大大增强了 TD-SCDMA 产
业链的信心。 2011 年初，具备国际领先水平
的 40 纳米 TD-SCDMA 多模通信芯片商
用，打破了制约终端发展的瓶颈。 随后，包括
三星、摩托罗拉、HTC、诺基亚、索尼爱立信、
黑莓、华为、中兴、联想、宇龙等国内外手机
“大佬”们纷至沓来，纷纷推出移动定制的 3G
终端，目前型号已经超过 630款。

据湖南移动郭小明副总经理介绍，为了
让更多客户感受三星手机的魅力，湖南移动
特别推出了补贴优惠政策。 客户购买移动
3G 智能手机后， 可以激活合约计划赠送话
费。 分档赠送话费额度从 360 元到 3688 元
话费不等，客户可以根据自身消费情况灵活
选择。 如果选择赠送话费达到手机零售价
格，就相当于享受 0 元购机。 并且还可免费
观看中国移动独有的手机电视， 免费体验
3G 上网。从即日起，广大移动客户到各移动
营业厅、三星手机专卖店、各大手机卖场都
可购机参与活动。

■周跃 郭磊

机身最薄 屏幕最炫 速度最快

移动联手三星推出全球最薄双核智能手机

9月，星城各大高校纷纷开学。 从 9 月 1
日开始至 11月 30日， 长沙移动联手各大电
子商业联盟推出“动感地带，省钱‘型’动派”
移动互联主题营销活动， 免费 WLAN 体验、
飞信建群、数据业务 11精彩套包开始成为校
园营销移动数据业务的流行色彩。

据了解，“动感地带，省钱‘型’动派”移动互
联主题营销活动包括两大内容： 一是力奖省钱
“型”动派，手机支付高校行。广大移动客户在手机
支付网站（cmpay.10086.cn）“聚惠啦”社区的高校
专区中，使用手机支付账户消费一次性满 50元，
即可参与抽奖，每日 200名，随机抽取，奖品为 10
元手机支付电子券。 您参加完上述活动，将立即
获得“省钱型动派勋章”一枚，再登录飞信官网

（feixin.10086.cn））领取“动感勋章”，更有机会
获得 50 元—5000 元话费充值卡。 二是省钱
“型”动派，139邮箱新生开学 4重礼。 广大移
动客户使用 139 邮箱账号登录 139 返利网
（fanli.mail.10086.cn）可获得四重专享优惠（登
录有礼、优惠券免费领、超低价商品限时抢购、
购物送大礼），做省钱“型”动派。具体活动内容
包括：客户登录 139返利网即有机会获得随机
赠送的精美礼品；客户登录 139返利网即可免
费领取新生开学优惠大礼包（15家电商网站
超值优惠券）； 客户登录 139返利网即可享受
每三日一款超低价商品的限时抢购优惠；客户
通过 139返利网登录任意商家网站并成功购
买的客户有机会获得 ipad2等大奖。 ■黄宇

省钱“型”动派 开学四重礼
长沙移动校园迎新多重惊喜

8月 26
日， 绥宁移
动召开中国
移动“警务
通” 现场演
示会， 通过
现场演示、
一对一体验
讲 解 等 方
式， 让更多
的公安民警
了解移动警
务通。 图为
客户经理向
公安干警详
细介绍移动
警务通产品
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