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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8日，由中国移动承办的数字湖南无线城市WAP建设方案评审会在长沙举行，预示着我省无线城市建设大规模展开。 ■谢卓勋 摄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中国移动的无线城
市则让城市更美好。 目前中国移动承建的无
线城市群正在逐步形成。广东省已在 21个地
市建无线城市平台，3G网络已实现县城以上
人口 100%覆盖。 湖南移动也于 11 月 8 日召
开了无线城市 WAP 门户建设方案专家评审
会，无线城市建设即将大规模启动。江苏省将
加速打造以南京等主要城市为核心的江苏无
线宽带城市群。 随着中国移动无线城市建设
在全国范围内的加速， 无线城市所涉及的诸
多应用正在悄然之间改变着都市人群的日常
生活，种种全新的信息化体验诠释着“移动改
变生活”，彰显着信息的力量。

无线城市：包罗万象的城市信息平台

所谓“无线城市”，就是利用多种无线接
入技术， 为整个城市提供随时随地的无线网
络接入， 将传统互联网的应用搬到手机上。
“引导建设宽带无线城市”已被列入我国“十
二五”规划纲要。 在国际上，无线城市建设被
誉为继“水、电、气、路”之后的第五大城市公
共基础设施。

改善民生是移动通信技术的最终目标。
中国移动的无线城市，从最开始的规划设计，
就把民生问题摆到了首要位置。一直以来，中
国移动都在思考，如何利用无线城市的平台，
建设好“水、电、气、交通之外的第五项城市基
础设施。 随后，在无线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中
国移动与政府合作， 围绕本地资源发展本地
特色，打造各具特色的无线城市，为公众提供
了许多便民服务。 目前中国移动已经推出了
“政务、公共事业、交通、医疗、教育、就业、金
融、旅游、生活服务、消费购物”十大门类、五
十个重点应用目标。

面对中国目前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
无线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必须与时俱进， 甚至
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如何一笔笔描写移动
改变生活的蓝图，最需要思考的，正是如何满
足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的民生。

目前，无线城市已经在医疗、公交、小额
支付、 各种民生信息查询等方面进行了突破
性的应用。以医疗为例，无线城市可以实现远
程挂号预约，实现远距离的医患沟通等;在民
生信息查询上， 用户可以通过无线城市搭建
的渠道通过手机及时查询自己的社保、 水电
气费等信息，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
然，与其他城市的基础设施，如水电煤气的刚
性需求相比，更需要实现应用的结构性变革，
更会面临更多来自供需双方的惯性阻力。

如何破题， 把老百姓需要的东西能够放到
无线城市的平台上，就需要打破一些条条框框，
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真正喜欢和需要的内容。 有
关信息显示， 中国移动各地的无线城市在应用

上， 正在力图打造一个保罗万象服务民生的应
用聚合平台。随着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无线城市
最终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城市信息基础平台，人
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信息的双向获取，通
过手机实现一揽子的生活需求。

我国已具备大规模建设无线城
市的条件

无线城市的快速发展， 无论是对带动产业
发展，还是对刺激内需、推动民生，都意义重大。

我国大规模开展无线城市建设的条件已
经具备。 首先，手机上网的用户日益增多，移
动互联模式日渐成熟。其次，最大的技术障碍
也得以解除。 以往使用 2G网络，移动互联网
带宽不够， 部分业务受限， 而 3G 网络的到
来，使带宽不够的瓶颈得以突破。

由于前期投入太大， 我国无线城市的建
设还没有实现盈利， 但已经探索出了一套可
行的运作模式。 中国移动从无线城市建设中
获得的主要收益， 包括数据流量收入和客户
服务收入这两块。 随着无线技术和应用市场
的发展，政府、运营商和第三方厂商通过积极

实践， 已初步建立起一个兼顾公众服务和可
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

无线城市：弘扬传统 添彩生活

在中国各地， 有各种各样的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民俗， 这些民俗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
民间艺术精粹，他们让节日更有味道，也让思
念更悠远。所以，应该在新的信息技术与传统
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嫁接彼此的方式，让这些
植根于中国人血脉的文明， 在信息时代寻找
到新的生存平台。

福建，今年中秋节。中国移动把当地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一种独特的中秋佳节月饼文化
活动搬到了无线城市上。 博饼作为一种起源
于福建闽南地区， 拥有几百年历史的独有的
中秋传统活动， 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福闽大
地的月饼文化。 现今已成为福建全省中秋佳
节的全民活动。 博饼时，桌上放一大海碗，抓
取六枚骰子掷入碗中， 伴随着骰子叮叮当当
的脆响，更渗透着博饼者的喝彩和欢笑。原本
在线下玩乐的博饼，已经跳跃到了指姆肚上。
取道无线城市，借助新兴的信息通信技术，博
饼这一福闽大地的乡俗可以说寻找了一种新

的绽放平台，并获得了新的生机。据来自中国
移动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自 8 月 23 日至 9
月 15日期间，中秋节前后福建的无线城市平
台访问量增长 16.5 万户，环比增长 154.85%，
页面访问量达 109万次。

无线城市：大学生活好帮手

今年新生报到期间， 广东的无线城市开
设“我的大学”栏目，也是这样的一种有益的
尝试， 有人说， 它颇为类似当年的 Facebook
当年在美国常青藤搞得活动。 在“我的大学”
这一栏目中， 虚拟校园和社会社区通过一道
“围墙”做了分离，围墙内，包括有学校简介、
入学指南、官网资讯等校内信息，还可以通过
校园 BBS、飞信群及吃喝玩乐等互动、娱乐，
成为本校的社交平台; 围墙外， 校外热门资
讯，火爆流行话题、打折优惠、校园流行潮人
等应用。显然，这已经成为广东无线城市为大
学生打造的校园社区，其意图提供“学吃住行
购娱”全方位服务的布局昭然已揭。这也让无
线城市的应用真正流行起来。 根据官方统计
数据，我的大学上线一个月，累计访问量超过
30万人次，累计访问人数 3.7万人。

无线城市商用探秘

中移动无线城市改变生活

长沙移动本着更加“开放、互动、创新、包
容”的原则，不断加大 WLAN 无线宽带基础
设施建设的力度， 并于四季度推出“WLAN
大冲关，看谁 HOLD 到底！ ”主题营销活动，
受到客户热捧。

2011 年 10 月 18 日———12 月 18 日，长
沙移动客户通过关注“长沙移动M-ZONE”
新浪微博，参与“WLAN 大冲关，看谁 HOLD
到底！ ”主题活动，将获得多重好礼，3G 上网
卡、 现场大奖免费拿！ 第一关： 讲述我和
WLAN 的故事。 长沙移动客户注册并使用
WLAN登录新浪微博，写出使用WLAN的心
得感受，即可参与第一关的礼品大赠送，并获
得参与第二关的冲关资格，每天抽取 20名幸运
客户。 第二关：WLAN给你的“好”。 长沙移动
客户订购WLAN�1元可选包（限动感地带客
户）、数据流量包、手机阅读悦读包中的其中任
意一个数据包， 即可参与第二关的礼品大赠
送。 第三关：w-l-a-n�“我来爱你”。 长沙移动
客户办理所有 WLAN 非免费体验的套包并
@长沙移动M-ZONE，即可参与第三关的礼
品大赠送。 第四关：WLAN心中的英雄。 长沙
移动客户以不超过十个人为一组， 以每个小
组成员 WLAN上网总时长为竞赛单位，以一
个自然月为计数周期，WLAN 累计上网时长
等于或大于 600小时的小组将有机会获得冲关
大奖。 第四关奖品：WLAN累计上网时长等于
或大于 600小时的小组， 按WLAN累计上网
时长排名，前 800名客户将有机会每人免费获
得 3G上网卡一张。终极关：现场活动。在已覆

盖 WLAN 信号的自助餐厅 ， 邀请通过
WLAN 四重大冲关活动获得参与资格的客
户参加现场互动活动，并通过社会论坛、高校
论坛及微博进行现场活动直播； 活动主要内
容为“WLAN”现场寻宝。 工作人员将提前在

活动场所隐藏放置形状或者包“w”“l”“a”“n”
字母的物品。 参与活动客户需在最短时间内
凑齐 4 个字母， 并拍下照片 @ 长沙移动
M-ZONE，即可获得现场奖品一份。

■黄宇

近日， 益阳移动开展了
“穿 越 寻 宝———全 城 热 恋
WLAN”活动，向广大客户推
广WLAN无线宽带业务。 益
阳移动借助火爆的“穿越”形
式，以“寻宝”为目标，现场邀
请客户通过 WLAN 上网体
验手机游戏、 手机阅读、MM
下载、手机电视等业务，感受
WLAN极速上网乐趣。 同时
在现场设置了 “有奖答题”、
“现场穿越， 一秒钟变格格”
等活动，匹配“步步惊喜”系
列奖品， 吸引了广大市民参
加。 ■吴安娜

长沙：WLAN大冲关，看谁 HOLD到底！

穿越寻宝———全城热恋 W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