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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终端观察

移动搭台 厂商唱戏 网点得利
手机订货会现场订单破 550万
郴州移动首场终端产品订货会大获成功

图为郴州移动张坤副总经理为订货金额前 3名网点老板颁奖。

年关将近。湖南移动再推回馈新举措。
从即日起，湖南移动在全省范围内推出“存
话费送 3G 智能手机”、“合约套餐计划”、
“存一得四（存 100 得 400 话费）”等优惠政
策，如此大动作，标志着“免费 3G 手机时
代”正式来临—————

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中国移动
在移动通信市场有着良好的号召力和影响
力，近年来在中国移动的推动下，移动 3G 终
端质量和性能大幅提升，种类日益丰富，以高
端旗舰为首的多样化终端产品集中上市，受
到消费者的欢迎。 中国移动 3G 也进入高速
发展黄金时期。据湖南移动介绍，为了让更多
人更快的用上 3G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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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移动客户到各大移动营业厅、 网上营业
厅、中国移动指定专营店、手机专卖店、各大
手机卖场，都可购机参与活动。

上期我们为您推介了移动 3G 上网明星
系列智能系列， 本期将为广大市民朋友带来
三星、HTC、摩托罗拉三大巨头最新推出的、
时下最热的 3G双核旗舰系列智能手机。

内外兼修———HTCZ710T

近期全球智能手机创新与设计的领导者
HTC 正式发布其首款双核产品 HTC 灵感
Z710T，支持中国移动 TD-SCDMA�3G 网络
及中国移动相关业务。HTC此次与中国移动

强强联手， 将拥有领先硬件配置和和众多创
新技术的 HTC 灵感同中国移动 TD-SCD-
MA网络以及丰富业务完美融合， 为消费者
带来了更加精彩的 3G体验。

作为中国移动的重要合作伙伴，HTC 今
年已经推出多款支持中国移动 3G 网络及服
务的终端产品。 HTC 灵感 Z710T 是 HTC�
2011 年最新旗舰级产品，以其优雅精致的外
形设计和贴心流畅的用户体验， 受到很多消
费者青睐。 HTC 灵感 Z710T 采用主频为 1�
GHz 的双核处理器搭配独立图形加速核心，
拥有 4.3 英寸 16：9 比例超大电容触控屏，画
质细腻逼真超乎想象，加之 16:9 的比例更加
符合人眼视觉习惯， 因此在播放高清视频时
将带给观看者最真切舒适的感受。不仅如此，
HTC 灵感 Z710T 采用 Unibody 一体成型的
铝合金设计搭配全球首创“曲面镜面”设计，
略微下凹的弧形钢化玻璃不仅防止手机屏幕
划伤，更明显提升了操控感受。搭载 800万像
素摄像头，创新引入了零延迟快门技术，不论
什么条件都能抓拍到生活中的精彩瞬间。

除了强大的硬件平台，HTC 灵感 Z710T
还搭载最新的 HTC�Sense， 通过突破以往的
人机互动模式， 为您带来与众不同的完美体
验。 全新的智能锁屏界面可以让用户将使用
最频繁的微博、联系人、邮箱等常用功能置于
锁屏界面上， 只需将功能图标拖拽进锁屏界
面的圆环内便可开启，令操作更加简单快捷。
此外，全新的 HTC�Sense 还结合了 3D 效果，
不论是风霜雨雪的动态效果， 甚至 HTC�
Sense 经典的翻牌钟表的转轴都用极其精细
的画面呈现在用户面前。

作为一款支持中国移动 3G网络的高端产
品，HTC灵感 Z710T将 139邮箱、 飞信、MM
等多种服务内置其中， 使用户方便快捷地享受

3G精彩生活。 HTC灵感 Z710T已正式在湖
南上市， 并提供了炭灰和优雅紫两种颜色供消
费者选择， 并且还将与中国移动的补贴套餐相
结合，购机享受中国移动超值话费赠送。

刀锋重现———摩托罗拉 MT917�

从“摩托罗拉寻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
的寻呼机时代， 到首台全中文手机 CD928+
的风潮，从 V70 的不羁个性，再到刀锋战士
V3 的型色诱惑 ———“Hello�MOTO”那性感
撩人的标志性声音， 总是能引领着一个又一
个时代的潮流。近日，摩托罗拉与中国移动联
合推出的MT917智能手机，再一次为当下的
科技领域树立了智感人生的风向标。

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总有 MT917 做你的

坚强后盾。 它继承了MOTO�RAZR�V3的优
良血统，在拥有超薄机身的同时，还有着更加
创新的制作工艺。 8.5 毫米高强度至薄机身、
杜邦凯芙拉轻韧时尚高科纤维、 防刮划康宁
Gorilla玻璃， 以及纯锌框架加防溅涂层的采
用，使它成为你坚定不移的伙伴。突破性的杜
邦凯芙拉高科纤维具有耐磨、 耐潮湿、 耐高
温、拉力大等特点，被广泛运用在航空和军事
上的防爆、防弹之用。 如今，摩托罗拉将杜邦
凯芙拉高科纤维用在了全新的 MT917 身上，
在机身超薄的同时保障了坚韧的耐用性，在
你最需要的时候伴你左右。

人生的目标也许遥不可及，MT917 总能
助你拨云见日。它预装了MotoCast摩传输智
能云应用， 能够在手机端完成在线浏览和远
程下载电脑端内容的任务， 使你无需将内容
上传到第三方服务器即可直接在手机上播放
或下载个人电脑或者公司电脑上的音乐和图
片， 保证了个人信息的安全性。 它同时支持
MOTO 摩音悦 / 摩图酷云端应用，让你随时
浏览、下载、分享、访问云端信息。在你最需要
的时候，MT917总能成为你最可靠的依赖。

感动无时不在，MT917 让你不会错过任
何精彩瞬间。 它配置了 2x1.2GHz 双核处理
器、1GB�RAM 高速闪存和 1,300 万像素高清
摄像头， 并支持 1080p 高清视频录放以及
720p 超清在线视频的播放。 配合 4.5 英寸
1280x720高清炫真触屏以及独立专业图像处
理芯片，使得图像显示更加逼真细腻，应对复

杂图形处理或大型 3D 游戏更加从容不迫。
无论你身处何处，MT917 总能为你记录精
彩，呈现完美。

引领智感人生，MT917 将尖端科技和顶
级配置融入到了高端时尚之中。 做人生的赢
家，MT917 闪耀着不同凡响的无限锋芒，为
你带来与众不同的非凡享受。

最薄双核———GALAXY�S�Ⅱ I9108

堪称智能手机标杆的全球最薄三星
GALAXY�S�ⅡI9108， 是三星与中国移动合作推
出的又一扛鼎之作， 诠释了三星“致力于通过丰
富、强大而人性化的智能终端，为消费者提供更加
智能的生活体验”的品牌理念，将助力中国移动为
高端消费者创造更为高效、精彩的智慧生活。

GALAXY�SⅡ凭借出色的显示技术、纤
薄时尚的设计和强劲的硬件配置树立了智能
手机的新标准。 此款手机自亮相之后颇受市
场关注，上市短短 85 天全球销量即突破 500
万部。 手机内置有中国移动飞信、139 邮箱、
MM应用商店等应用， 让用户尽享高端科技
和定制服务带来的精彩“智慧人生”。

1.2GHz 双核处理器让 I9108 拥有出色
的运行表现。 这颗强大的“心脏”让每一次网
络视频浏览，每一次激情游戏体验，甚至每一
次触控令人印象深刻， 同时可轻松处理多项
任务，显现出双核王者之姿。 在外形方面，依
托领先的工业设计水平， 通过合理布局产品
构件，I9108�8.49毫米极致纤薄的机身增添了
使用的舒适感。 独特的 HYPERSKIN材质的
机身后盖呈网纹造型， 能有效杜绝指纹和污
渍。 4.3 英寸的 Super�AMOLED�Plus 魔丽屏
是 GALAXY�S�Ⅱ的画龙点睛之笔。 作为市场
上最绚丽的屏幕，Super�AMOLED�Plus 魔丽
屏不仅有效降低了 20%的屏幕能耗， 并让
I9108拥有精彩的视觉表现。 此外 I9108内置
的中国移动应用商店———移动 MM 为用户
创造属于自己的高效、智慧生活带来了便利。
用户只需一键登录便可下载包含游戏、新闻、
生活、娱乐等多类别的 Android应用程序。

三星与中国移动联手推出的 GALAXY�S
ⅡI9108，将时尚纤薄的外观、强大卓越的性能
和丰富实用的G3应用服务融于一身，再创双方
合作历史上的新亮点。

精英之选：“3G双核旗舰”智能系列手机

11月 29日，郴州移动携手全市 100 家
实力最强的核心网点共聚华天大酒店，举
办了一场规模盛大、反响空前的“携手同行
共赢未来”移动渠道终端产品订货会。本次
订货会以“推动渠道商收入提升、做好核心
渠道稳定、拉动移动客户增长”为目的，由
郴州移动牵头中移鼎讯、天音、金蜂星、诺
基亚、爱施德五家终端供货商，由厂商提供
低于平台价 3%-10%的供货优惠价格，移
动提供最高 4992 元的购机送话费优惠政
策，极大地调动了网点老板们的订货热情。
此次订货会共计下单 86 份，促成了 558 万
元（3201 台）的终端采购订单，其中 TD 手
机 290万元（1772台）。

此次订货会是郴州移动“打造以移动
为核心的终端销售联盟”的积极探索，订货
会的成功标志着“移动搭台，厂商唱戏，网
点得利” 这一终端采购平台经营模式正式
走向、影响并最终主导移动通讯市场。而通
过整合优势产品，补贴移动话费，进一步平
抑了市场价格，拉动了终端销售，提升了各

核心渠道的盈利能力。 订货会的圆满成功
实现了移动企业、渠道、厂商三赢的局面。
各类手机终端的热销， 将为郴州移动发展

一大批稳定优质的中高端客户， 同时也进
一步促进了终端供货商的销售规模。

■曹江波 杨华 李晓斐

移动应用商城用户达 1.38 亿

11 月 16 日， 中国移动在亚洲移动通
信大会上展示了其移动应用商城，并表示，
应用商城目前已拥有超过 1.38 亿用户和
5.9 亿次下载量，2012 年将推出英文版，向
全球用户开放。

移动应用商场(移动 MM)是中国移动
为手机用户提供的基于手机各类应用和数
字商品的平台， 也是中国移动的线上软件
商店。 自 2009 年 8 月上线至今，企业开发
商近 5000 家、 个人开发者超过 285 万、上
架应用达到 9.5 万个， 拥有超过 1.38 亿的
用户和 5.9亿次的下载量。 同时，中移动加
强与海外公司合作， 将海外精品应用引入
商城， 包括今年 6 月与摩托罗拉合推首个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联合应用商店“MM-
智件园”；7 月 7 日，中国移动与《愤怒的小
鸟》Rovio 公司达成协议，正式取得《愤怒
的小鸟》在移动应用商场上的发行销售权。

今年一季度以来， 包括美国 EA、Glu�
Mobile�等厂商陆续进驻移动应用商场，移
动应用商场与国际知名应用软件商店榜单
重叠度已由年初的 10%提升至目前的
53%。 此外，中国移动还表示，2012年，移动
应用商城将面向国内所有手机用户开放，
并将推出英文版，面向全球用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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