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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移动在全国范围统一推出了全球
通上网套餐、 商旅套餐以及套餐专属数据可选
包，由于资费水平进一步降低，短短 100天的时
间内，办理的客户已经突破1000万户。 截至 8月
底，全球通新套餐客户办理量达到 1159万户，日
均办理量达到了 11.6万户。

全球通新套餐大幅度增加了通话时间和上
网流量， 客户普遍感觉通信费用下降比较明
显。“全国一个价”的资费形式使得新套餐既
简单又明了；以往漫游、长途、本地等复杂的资
费结构让很多客户算不清楚， 而全球通商旅套
餐在全国各地打电话都一个价， 被叫接听全免
费， 很受客户的欢迎。 为了在资费下降的基础
上，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中国移动开展了大

量的资费服务工作，实现了全网统一的短信办
理代码，通过 139 邮箱提供电子账单，优化了
咨询服务口径， 并开展了大量的上线测试工
作。 作为电信行业建立最早、影响最大的全球
通品牌的资费方案，商旅套餐还提供了专属的
电话客户经理、营业厅优先办理、机场贵宾厅
等全球通超值尊享服务。 为了方便客户办理，
中国移动同时提供了网站（www.10086.cn）、短
信（10086）、10086热线等多种咨询和办理方式。

据悉，继 8月 1日大幅下调了 38个方向的
国际漫游资费后， 为满足国际漫游客户的移动
上网需求， 中国移动还将在 7个方向推出国际
漫游数据流量日套餐资费方案， 进一步降低国
际漫游数据流量资费水平。 ■宜欣

全球通资费降百日惠千万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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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响应湘潭市政府“智慧城市”建
设， 湘潭移动多管齐下推进信息化应用服
务。 在电子政务、交通信息、医疗卫生、水利
水电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今年重
点与教育行业合作实施“平安校园”项目，搭

建了全市统一的中小学校园信息化平台。 现
在金庭小学试点的“手机网络视屏监控”项
目， 其应用效果得到了各中小学和家长的一
致好评。 ■刘为 石亚敏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
进表彰暨经验交流会上，常德移动被授予“全
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称号。 近年来，常
德移动全面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依法维
护职工权益， 在全体员工中推行带薪年休假
制度，全面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签订
率达到 100%，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规范企业用
工行为，保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冯卫

开学了，新生入校了，各大通信运营商也在
各大校园搭台设宴，推出各种优惠活动。而据市
场观察，在众多的通信品牌中，动感地带在很大
程度上成了大学新生的首选， 是什么原因让学
生和家长争先恐后地成为“动感地带”的拥趸？
为此，笔者深入各大校园进行了实地采访，解开
“动感地带”在校园中流行的密码。

讲述人：杜可妈
学校：湖南农业大学
选择原因：手机阅读、手机报、飞信、MM

商城
巧搭业务： 短信回执、M-ZONE 英语

（大学版）、12580天气预报
“儿行千里母担忧。 女儿第一次离开父

母，让当妈的不放心的地方太多了。 ”杜可的
妈妈在为女儿办理了入学手续之后，就排在
了学校办理动感地带的长长的队伍中间，在
当地担任财务主任的她要为女儿重新办理
一张动感地带手机卡，理由是打进打出都便
宜，长途资费更优惠！ 这样，杜妈妈就可以放
心无忧地跟女儿通话了。

杜妈妈又为女儿开通了飞信业务，这样不
仅可以让女儿提前认识新同学， 更可让女儿享
受免费短信的大实惠和永不离线的方便。 杜妈
妈还“强行”为女儿办理了“短信回执”业务，女
儿收没收到短信，她可以马上知道。 因为短信
回执提供接收方的短信报告，让“没收到”不再
成为女儿不回短信的借口。 如果上述几项业
务是杜妈妈“自私”的话，那么她办理的下面这
些业务就纯属为女儿着想了。

初来乍到，对于刚到长沙读书的女儿来
说，出门要坐哪趟车？ 购物街、美食街在哪里
……这些都将成为考验她适应新环境的第
一课,而 12580 是新生的生活好帮手。 此外，
她还为女儿开通了天气预报功能，随时掌握
天气情况， 也就能随时适应长沙的气候，照
顾好自己。 杜妈妈深切地感受到，动感地带
的每项业务都在为校园新生提供最优惠、最
实惠的服务，是期待更多的孩子来“抢占我
的地盘”，加入到动感地带中来。

讲述人：李思
学校：长沙理工大学
选择原因：动感地带网聊卡，手机上网

新体验
巧搭业务：手机阅读、无线音乐和数据业务
“记得刚拿到理工大的录取通知书时，

我非常激动，更没想到一入学就会办理动感
地带网聊套餐 G3版! 读了详细的介绍得知，
原来网聊卡不仅能够上网聊天、 浏览网页，

还能开通 139邮箱收发邮件、 下载音乐和手
机游戏。 凭着一部手机就能让我享受到这么
多功能，太值了!”兴奋的准大学生李思说着
动感网聊卡带给她的惊喜。

对于“含着鼠标长大”的 90 后李思来说,
自信张扬、追求时尚、超强的接受能力是他
们的特点，酷爱上网、音乐、游戏是他们的共
性。 针对 90后的消费习惯，动感地带网聊卡
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 随时随地上网聊
天、搜资讯、听音乐、玩游戏……一张动感地
带网聊卡就能帮你解决。

“现在手机上网非常流行,我身边的不少朋友
都有用过。可是手机上网费用太高,我一直都没敢
去尝试。 后来听说动感地带推出了网聊卡，19元
资费送 30M本地G3流量 +50分钟本地G3视
频通话，很划算，而且现在我也消费得起。 ”

手机上网已日趋流行，但由于资费太贵，
一般人都没有开通。 现在动感地带推出了 G3
网聊卡，缓解了这种矛盾，对于没有收入来源
的大学生来说的确是一款非常实惠的产品。
动感地带网聊卡是一款专门针对喜爱上网的
学生量身设计的手机套餐业务。 动感地带网
聊卡有聊天版、音乐版、上网版三种不同的资

费套餐。 聊天版 19元赠送 200条短信，30M
本地 G3流量 +50分钟本地 G3视频通话；音
乐版 39 元赠送 300 条短信，60M 本地 G3 流
量 +50分钟本地 G3视频通话； 上网版 59元
赠送 300条短信，150M本地 G3流量 +100分
钟本地 G3视频通话，相信对于平时酷爱上网
的网虫来说，应该是一件超值礼物了。

讲述人：李然
学校：湖南大学
选择原因：动感业务组合丰富，赠送各

项学习、娱乐类套餐
巧搭业务：校园 V 网、飞信、手机电视、

彩信折扣券
又到一年升学季，父母们都在筹备为升学

的子女添置衣物、学习用具以及手机等必备品。
“孩子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所以什么都要
加到预算内。”李然的妈妈说，孩子考上了大学，
什么东西都要钱， 预算合计起来一下子开支很
大，尽管家庭条件过得去，一方面想不能苦了孩
子，另一方面还是要考虑节约开支。

开学前几天， 女儿从妈妈为她准备的众
多礼物之中，拿到象征着“时尚达人”的动感

地带手机时， 幸福地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
的礼物！ ”她说，早就盼望自己也能成为动感
地带 M-ZONE人的一员， 如今终于如愿以
偿了。 李然说，目前市面上的很多手机都能满
足基本的数码娱乐功能， 大多数学生喜欢的
功能，诸如音乐随身听、手机游戏、手机电视、
视频通话、WiFi上网等，手机上都有。

李然还说， 她周围有些同学高中时就已
是动感的忠实粉丝， 都说动感业务组合非常
丰富，而且总有优惠活动。 比如前段时间她有
个同学就参与湖南移动“移动互联最有型，
M-zone人都是省钱型动派！ ”主题活动，获得
了手机支付电子红包。据了解，动感地带客户在
手机支付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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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每日随机抽取 200名幸运客户，免费
获得 10元手机支付电子券（红包），还可通过活
动链接登录飞信官网领取“省钱型动派勋章”一
枚。 李然决定为自己的手机开通校园 V网、飞
信、手机阅读、手机电视、彩信折扣券等业务，享
受 0元打遍同校同网师生的特权， 做一个名副
其实的“动感达人”，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
富、精彩。 ■子轩

高校观察：大一新生恋上“动感地带”
品牌知名度及业务实用性成选择关键因素

� 9月 1日开始，长沙移动在河西中南大学等四所高校开展主题活动，吸引广大学子参与。当日办理新入网 11万余户，预存业务近万笔，赠送礼品 1500余
份。 图为新生及家长排队办业务。

9月 1日，湖南移动第四届动感向前冲活动在湖南工业大学拉开序幕，当日吸引 300 多
名大学生报名参赛。 第四届动感向前冲活动实行初复赛赛制，初赛在全省 16 所高校（赛区）
举办。 每个赛区前三名男、女选手参与复赛。 图为活动现场。 ■孔方明 王韧

移动“微”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