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 2014年可持
续发展报告再获五
星评级

9月21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公司201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发
布，这是中国移动第九份可持续发
展报告，连续第二年获得中国社科
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五星级
评级。

报告详细披露中国移动过去一
年围绕“负责任的经营”、“包容性的
成长”和“可持续的价值”三大领域
取得的可持续发展突出成效。在“负
责任的经营”方面，移动大力提升应
急通信保障能力，2008年-2014年
累计投入超过100亿元，累计开展应
急通信保障3万余次，已实现在发生
自然灾害的5分钟内监测到通信异
常情况，30分钟内启动应急预案并
派出救援队和通信保障车。

在“包容性的成长”方面，持续
推进员工帮助计划 (EAP)。累计投
入超过400亿元，为121243个边远
村庄新开通电话服务；在“可持续
的价值”方面，截至2015年6月底，
中国移动4G基站达到94万个，成
为覆盖人口超过10亿的全球最大
4G网络。 ■中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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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网上
拼假攻略满天飞。漫长的假期，
也让不少消费者瞄准了出境
游。不过，对于有“手机依赖症”
的国人而言， 出境游如果不小
心控制手机话费和流量， 有可
能出现惊人账单。

那么， 这个双节在境外，我
们的手机如何漫游才能节省话
费开支？日前，记者进行了调查。

不换卡，韩美游
接打仅需0.99元/分钟

即使是旅游达人， 在面对
境外手机漫游怎样计费时，也
会感到晕头转向。 比如在接听
上， 鉴于在境外接听电话是没
有“免费接听”的，因此任何电
话都必须谨慎。

“平时我每月电话费100元
不到， 这个月竟飚升到300多
元。”刚从越南旅游回来的陈小
姐称。

为此，今年6月，湖南移动
“提速降费”， 对国际漫游资费
进行升级。

“我是移动的老用户，移动
针对200多个热门国家和地区
有1元/2元/3元区漫游资费套
餐。比如我去韩国或美国，主被
叫都是0.99元/分钟，最贵的国
家也不超过3元/分钟。”旅游达
人阿砚说，“这样，‘有手机却不
敢用’ 的焦虑得到了不小的缓
解， 也免除了需要换当地电话
卡的麻烦， 最重要的是安全有
了保障。”

有48个国家地区
流量包天不限量

发朋友圈、 上微博、 查资
料、地图定位、跟亲友更新实时
动态……对于患上“手机依赖
症”的低头族而言，出国也时刻
离不开网络。

“如果出国时间较长，建议
办理出境流量套餐。”阿砚说。

他介绍， 最初在国外旅游
时为了省资费，总是蹭酒店、商
场等公共场所的无线网络，有
时候就白天游玩， 等到晚上回
酒店休息时再po照片，但很多
有感而发的情绪已经转瞬即
逝， 而且像澳洲的酒店有的网
络是要收费的， 约折合人民币
100多元/晚，按房间收费。

值得欣喜的是， 伴随各大
运营商践行提速降费， 国际漫
游流量费终于不再是旅游达人
们的困扰。以中国移动为例，目
前用户可享受“30/60/90元包
天不限流量” 的国家和地区数
已经增加到48个， 可满足90%
的境外流量使用需求， 漫游流
量资费平均降幅超过70%。

“去韩国境外游每天只需
要30元，就可以无限使用流量，
想怎么在朋友圈分享欢乐、晒
照片都可以， 再也不需要担心
流量超标了。 而且可以随时随
地开启手机定位、导航，实时与
家人分享自己的位置， 报平
安。”阿砚说。

■记者 杨迪 通讯员 赵晨林

“双节”出境游，漫游资费如何省？
每月3元
与父母免费通话

中秋，团聚之时，但并不是每个
人都能回家。 郴州市民王凡就是如
此。“平时工作忙， 回家的时间并不
多。父母的身体不太好，所以我每周
总要打两三次电话回家。”王凡说。

不过，“每次没讲几句，爸妈就
急着挂电话， 说我赚钱不容易，能
省就省。”王凡说。

目前， 湖南移动家庭网升级，
解决了王凡这个烦恼。“每月只交
3-6元钱， 就可以免费打电话。”王
凡笑说。

“父母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拨11
位的手机号码有点吃力。亲情网可以免
费使用520这样的三位亲情短号，好
记又好拨，还可以每月享受150-300
分钟免费省内通话。”王凡表示。

湖南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家
庭网业务针对家庭客户， 包含3元
版和6元版两个档次，均包含1位主
卡、2位副卡共3位本地成员， 并可
另行添加最多6位成员。

“以3元版家庭网为例，每月收费
3元/家，超过3人每增加1名本地成员
加收1元/月， 每增加1名省内异地成
员，加收1.5元/月，统一由主卡付费，
每位成员每月均可享受成员间共
150分钟省内通话。”上述负责人说。

此次亲情网业务升级，也让家庭
网成员之间通话优惠范围由本地主
叫省内升级为省内通话（含本地主叫
省内、省内漫游主被叫），这样网内成
员之间打电话省内长途、 漫游都免
了。 ■记者 杨迪 通讯员 赵晨林

如今，一到节假日，朋友
圈就被各种旅游照片、 旅行
小视频刷屏，“晒假日” 已经
成为大家的广泛爱好， 但玩
得不亦乐乎的同时， 流量君
也就这样“晒”没了。

眼见十一长假来临，家
住怀化市的王先生就在为今
年十一外出旅游的事而苦
恼， 原来去年他们一家自驾
游去北京游玩， 因为不认识
路全程都使用手机导航，加
上平时刷刷微博、朋友圈，国

庆7天回来后，手机流量所剩
无几， 这让习惯了天天刷新
闻、 查股票的王先生实在是
忍受不了。

其实，很多消费者都遭
遇过类似王先生这样的尴
尬。针对小长假流量需求激
增的情况，湖南移动积极响
应国家“提速降费”号召，推
出假日流量套餐业务———
10元 1G的假日流量 套餐
（国内通用,不含港澳台），
每兆不到一分钱， 让手机

党 可 以 安 心 在 假 期 刷 微
博 、晒旅行 、找导航 、追美
剧， 无需再担心流量君突
然告急了。

价格惊喜的同时， 湖南
移动假日流量套餐也开通多
种办理方式以便利消费者。
移动用户只需在假期的前7
天时间内， 通过10086热线、
官网、短信 (编辑“KTJRTC”
发至10086）等方式，就可快
速办理假期流量套餐。
■记者 杨迪 通讯员 赵晨林

湖南移动工作人员透
露，今年11月1日起，移动将
再一次调整漫游资费， 原有
的8个国家包天资费将下调
至30元档，依次为法国、印度
尼西亚、阿联酋、马来西亚、
科西嘉岛、摩纳哥、柬埔寨、
蒙古。

同时，将新增32个“30元
/60元 /90元包天不限量资
费” 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美
国、夏威夷、波多黎各、美属
维尔京群岛、阿曼、俄罗斯、
巴林、匈牙利、新西兰、斯图
尔特岛（30元包天）；以色列、
斯里兰卡（60元包天）；比利
时、罗马尼亚、挪威、斯雅尔
巴群岛、罗弗敦群岛、西奥仑
群岛、意大利、爱尔兰、马耳
他、丹麦、丹麦朗厄兰岛（90
元包天）。 至此，“30元/60元
/90元包天不限量资费”将累
计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

双节计划假日出境旅游
的朋友，可拨打10086或到移
动营业厅开通国际漫游业
务、办理流量包天资费；已开
通了国际漫游业务就可直接
发送短信“KTGJWFD”至
10086申请“30元/60元/90元
流量包天资费”。

旅游达人阿砚介绍，出门在外，保持电话通畅是所有安全
攻略的前提，无论遭遇盗抢、车祸还是自然灾害，所有紧急情
况均可第一时间拨打外交部保护热线12308， 向祖国寻求领事
保护与协助。

“手机接打电话、发短信等功能要想在境外正常使用，需
要在出境前， 去运营商营业厅或通过短信等方式开通目的地
国家国际漫游功能，这是一项必要的准备工作。”阿砚提醒。

以湖南移动为例，开通国际漫游功能本身不额外收费，只
需要根据客户的不同情况，预存500元～1000元不等的话费。

攻略

假期，不如来个10元1G的假日流量包

动态

8个国家流量包天
下调至30元

提醒

在外有困难拨打12308

推荐

资讯

旅途中，不少人会在朋友圈发美照。这时，流量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