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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大事件

高收益、低风险，“和聚宝”获粉丝无数
收益高于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提现资金“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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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货运车辆的长途跋
涉更加安全、 让物流企业的车
辆管理更加智能， 四川移动整
合终端、平台、移动网络服务等
资源，开发出了“货车监控应用
平台”，为解决超员、超载、危险
品运输、 货物被盗等安全隐患
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技术服务。
目前， 四川省已有12.7万辆车
辆接入了货车监控应用平台。

去年底，工信部提出“车联
网行动计划”，要求推动车联网
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 组织开
展基于4G技术的车联网示范。
同时, 四川相关部门也对全省
做出提升交通物流行业信息化
建设、 降低大型货运车辆交通
事故发生频率的明确要求。为
配合政府的统筹规划， 四川移
动积极行动、持续发力，通过发

挥移动物联网技术优势与中卫
北斗、 九洲北斗等导航与位置
服务企业合作， 开发出了货车
监控应用平台。

据悉， 该平台包含监控客
户端、地图、数据库管理系统，
采用了服务器+客户端架构，通
过协议数据链路方式实现对车
辆的监控。 平台现已具备车辆
定位、报警、图像监控、调度、轨
迹回放、 油耗设置及报表统计
等功能。 车辆运营企业接入该
平台后， 在很大程度上能有效
解决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损
毁、丢失和被盗等突发问题，同
时也能对整个物流环节可能存
在的管理盲区进行监督管理，
从而助力企业降低管理成本、
优化物流流程、增强竞争力、加
强物流车辆的安全保障。

稳妥投资也有高收益

“去年以来，投资者不像以
前那么激进，消费者更理性，开
始更多注重投资理财产品的安
全性。”李炎说。

在此基础上， 投资风险较
小、灵活性较高、一分钱也能理
财的宝宝类产品越发受大众欢
迎。

不过， 春节假期过后，“宝
宝”类产品收益率普遍下降。以
余额宝为例，7日年化收益率从
2月15日的2.705%跌至3月8日
的2.5610%。 其他类型的“宝
宝”类产品均有不同程度下跌。
互联网系、银行系、基金系不少
“宝宝”，7日年化收益率已经跌
至3%以下。

在宝宝军团里， 中移电商
推出互联网金融独立品牌“和
聚宝”以7日年化收益3.2860%
脱颖而出。加上和包推出的7日
年化收益4.1420%嘉实货币A，
收获“粉丝”无数。

李炎介绍，2015年，中移电
子互联网金融接入60多家金融
机构，产品累计申购超百亿。

绑定手机自动充话费

和其他“宝宝”不同的是，
和聚宝中的资金还可以签约绑
定手机，自动充话费，相当于是
一个资金增值的话费“副账
户”。

“去年，每个月的工资我都

存和聚宝里，取用也方便，交话
费、水电煤气费用等，可以直接
从和聚宝里扣。”长沙市民王先
生说。

目前， 移动NFC用户在线
下已经可以刷公交、乘地铁，部
分城市还能交交通罚款和挂
号，还能在300多万台闪付POS
终端消费。业内人士表示，等产
品成熟之后， 中国移动完全可
以将和聚宝账户与现在正在推
动的NFC支付业务联系起来。

同卡进出保障资金安全

“和聚宝”仅是移动金融生
态圈构建的开端。

未来，结合移动通信业务，
推出独具特色的“购机宝”、“宽
带宝”等产品。

“移动和包就像一个金融
超市， 里面还将装入个人和企
业授信、征信服务，自选基金服
务等。” 李炎说。

他介绍， 企业还将整合上
下游供应链， 发展内部融资平
台。“与银行合作， 聚合平台的
风险可控。”

届时， 用户的多种金融需
求都能通过和包建立的这个生
态系统自助完成。

从事金融行业的贺先生
说，自从有了和包，他基本不用
去银行，而且安全、快捷。“之前
提现1万元，20秒就到账了。资
金也只能同卡进出， 保障了安
全性。”贺先生说。

从三马联合卖保险，到和聚宝、余额宝、零钱宝等纷
纷出现，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

不过，繁荣发展的背后，也有一些“伪金融”借金融创
新浪潮沉渣泛起，严重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

“如果说2013年是互联网金融元年、2014年异军突
起、2015年是高速发展期的话，那么2016年的行业或将
逐渐规范化发展， 互联网金融产品不会像前几年一样五
花八门。”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移电商）业
务运营部总经理李炎说。

■杨迪

近日，山东“5.7亿元未冷
藏疫苗流入24省” 的问题疫苗
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疫苗质量
的关注。 在保障疫苗及接种安
全方面， 是否可以借力信息化
手段？针对这一问题，江苏移动
积极探索与创新， 利用物联网
和大数据技术， 聚焦疫苗生产
及冷藏流通环节， 通过推广疫
苗冷链监测系统和“金苗通”接
种提醒业务， 为卫生疾控部门
加强疫苗生产流通和接种质量
管理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技术保
障。

信息化提升
疫苗存运质量监控能力

据统计， 疫苗安全性问题
80%以上出现在存储运输环
节。 疫苗的效用对温度要求极
高。在江苏盐城，疫苗冷链运输
温度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将传感
器设置于冷链设备内，通过“远
程智能温湿度监测”功能，实时
获知各级存储点、 运输工具的
温湿度变化情况， 并将数据上
传至中心服务器。 一旦发现异
常， 传感器可第一时间发出声
光报警， 并给指定人员发送短
信， 提醒冷库工作人员及疫苗
运输人员及时采取措施。同时，
中心服务器将自动进入报警状
态， 向值班人员提供应急处理
预案， 并且监控服务器可保存
设备异常数据， 作为后期查找
追溯原因的依据。

目前， 由盐城移动与江苏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研发
的疫苗冷链运输温度自动检测

控制系统， 已被普遍运用于全
省疫苗冷藏运输车和冷藏库，
有效提高了疫苗运输、 存储环
节的质量监控能力。 据江苏移
动工作人员介绍， 后期会根据
项目实施情况， 将逐步在各乡
镇疫苗接送点推广使用该自动
检测控制系统。

“金苗通”
实时提醒婴幼儿接种

“金苗通”接种提醒业务是
盐城移动针对0～7岁婴幼儿
免疫需求推出的疫苗接种信
息提醒服务。在传统的疫苗接
种工作中，往往由于风俗习惯
差异、生活状态变化、交接流
程繁杂等原因，影响婴幼儿接
种免疫质量，甚至存在接种事
故隐患。“金苗通”业务通过与
疾控中心婴幼儿防疫接种平
台的数据实时对接，能根据在
册儿童资料及家庭住址分区
分批次发送通知短信，告知接
种类型、 时间及地点。“金苗
通”还与疾控中心数据库实现
信息共享，能自动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
定的儿童免疫接种程序进行匹
配， 形成个性化的专业疫苗及
育儿信息， 并根据婴幼儿预防
接种时间进行智能推送， 满足
现代家庭育儿需求。

如今，“金苗通” 业务已在
江苏省内多地复制推广应用。
盐城移动“金苗通” 已在盐城
170多家疫苗接种点为近4万儿
童家长第一时间提供准确的接
种信息。

移动宽带优先覆盖哪儿？
客户说了算！ 广东移动加快宽
带网络覆盖，创新推出宽带“众
筹”活动，根据客户实际需求调
整建设资源投向， 实现了宽带
覆盖和客户需求的精准匹配，
加速“宽带广东”战略落地。

据了解， 以往通信运营商
会先做好宽带覆盖， 有需求的
客户才可以申请报装； 如客户
无需求， 宽带将大量闲置。相
反，在没有宽带覆盖的小区，即
使客户有需求也无法满足。为
此，广东移动利用互联网的“众
筹”思维，改变了“先建设网络
后发展客户”的传统模式，调整
为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安排网
络覆盖优先顺序， 精准建设移
动宽带，实现“双赢”。

据广东移动相关负责人介
绍，宽带“众筹”的过程非常简
单。 在移动宽带尚未覆盖的小
区，广东移动开展宽带“众筹”
预登记，如果登记客户达到一定
比例，则“众筹”成功，广东移动
将优先调配资源开展建设。用户
参与众筹，前期少量的投入将换
来低于市场价的宽带优惠。

朱先生是广州市某小区住
户，也是广东最早一批宽带“众
筹” 的受益者。“我们小区登记
的人多，众筹成功了，办理宽带
有优惠， 参加众筹预存的费用
能抵扣宽带费。 就算短期参与
人数不够众筹不成功， 也有话
费返还， 相当于办了预存话费
送话费”，朱先生说，“多一个宽
带选择，怎么算都划算”。

此外， 广东移动还正尝试
将宽带“众筹”模式搬到网上，
方便更多的用户参与。例如，该
公司正在广州发起“点亮羊城”
活动，客户在4月30日前通过“广
州移动”官方微信即可登记宽带
覆盖需求， 完成之后还可以抽
奖，赢取流量、手机等礼品。

助力保障疫苗及接种安全

发力货运车联网服务智能交管

首推“宽带众筹”
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