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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年， 全球将有 500亿台上网设备。

目前，全球移动互联网迎来投资热潮，苹果 i-

cloud开放、 腾讯QQ八大平台开放……全球

移动互联网迎来开放热潮。 中国移动互联网基

地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成立了，“智能管道、

平台化运营、走融合开放之路”的移动互联网创

新中心令人们充满了期待。 作为中国移动互联

网业务创新的“标志”，移动应用商场（MM）发

展进入快车道。 移动应用商场聚集了大量的优

秀开发者和精品应用， 企业开发商 3859家，个

人开发者 223万，上架应用达到 6.96万。从规模

上看， 移动应用商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手

机应用商店和国内移动互联行业的第一平台。

MM 月下载量过亿

成国内移动互联网第一平台

2010 年 7 月 30 日， 中国移动正式授牌

广东移动成立中国移动互联网基地，主要负

责 MM、社区、公共能力等运营建设。“互联

网基地承担重要使命，是在平台建设基础之

上，在总部指导下推进业务融合。 目前，大的

互联网业务之间实现了双向融合”，中国移动

互联网基地负责人杭国强介绍说。

杭国强告诉记者，2010 年， 国内智能终

端占比超过 30%， 智能手机用户数破 2300

万。以广东为例，手机上网用户数以每年 30%

的幅度增长， 去年年底已经突破了 5500 万，

手机上网流量就占据了全网的四分之一，收

入占五分之一， 手机上网占比达六分之一，

于是互联网基地落户广东便顺理成章。

“虽然我们的 MM 相比于 APP 等全球

化的商店，在收入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但是

作为电信运营商，我们具有独特优势，我们在

业务层面，不用面面俱到，而是采用平台化运

营的策略，不断创新，让应用厂商变成合作伙

伴。 ”杭国强表示，MM正是在这样一种开放

包容的思维和运作模式下获得了迅速发展。

截至 2011 年 5 月，MM 用户数达 7696

万，月下载量最高接近 1亿次，全年下载量累

计已超过 2.5 亿次。 而据记者在互联网基地

看到的实时更新的下载量统计，在 6月底，这

一数字已经接近了 4亿。

应用将实现异网下载， 开放代表着

未来

中国移动互联网基地的发展思路是“智能

管道、平台化运营、走融合开放之路”，无论是管

道、平台化还是融合，其中开放是最重要的一方

面，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必须具备的思维。

MM 应用商城的三个“一站式”特征中，

就有一个是“面向产业链的一站式支撑”，中

国移动南方基地目前已经与诺基亚、爱立信、

日本 KDDI 等全球著名企业建立 12 个联合

创新中心。 南方基地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说：“中国移动南方基地现在建设了一期工

程，后续还有二、三期，而四期的建设用地也

已经预留。 ” 大规模的建设不仅仅是中国移

动一家所用，系统设备商、手机厂商、服务提

供商等都将与中国移动展开联合创新，让位

于广州天河的这片花园式建筑真正成为积

聚移动互联网创新的基地。

杭国强举例说：“在手机游戏方面， 目前

MM 已经联合了全球 TOP�10 手机游戏开发

商， 与国际知名商场榜单重叠度从 10%上升

到 53%。 通过 UC每天为MM带来 4万注册

用户。如果说开放带给用户更佳的体验的话，

那么它带给中国移动更多机会的同时， 也带

来巨大的工作量。“MM 一款跨平台终端应

用测试工作量是苹果的 40倍，目前要确保应

用测试，为开发者服务，同时重点集中智能、

大屏机，集中一两个分辨率，降低适配难度。”

杭国强表示，中国移动服务于 6亿用户，这种

跨平台的工作量将是非常巨大的， 但这也是

移动互联网跨平台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这是

移动运营商特有的困难所在，也是机会所在。

如今， 这种开放式的发展又有了新的举

措，杭国强透露，“MM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实

现异网用户开放”，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不是中

国移动的手机用户，你都能享用到 MM 平台

上数以万计的创新应用。 而中国移动互联网

基地“集中化、平台化”的运营也让这些开放

的业务使用更加得心应手。 ■钟凌江

上架应用达 6.96 万件，月下载量过亿

“MM” 成全球最大中文手机应用商店

在外婆 80高龄的时候，终于赶上了信

息时代的末班车，拥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

现代化通讯工具———移动手机。

很早就想给外婆家安个电话， 外婆住

在湖南衡山县的一个小山村， 村上三十几

个住户只有几个有子女在外打工的人家装

了电话。 当我想找外婆的时候都是打给有

电话的顾叔叔家， 麻烦他去喊外婆来听电

话，由于怕浪费顾叔叔家的电话费，我每次

都不挂电话，等到外婆来接电话的时候，她

都是跑的气喘吁吁。 四分钟的路程通常只

过了两分钟，我就能听到外婆的声音了。 我

知道她是怕浪费我电话费， 就跟外婆再三

解释，这几分钟不要多少电话费的，我少和

同学煲点电话粥这钱就省下来了， 下次注

意走慢点，小心别摔着。 可外婆还是一如既

往的听到我电话就健步如飞。 前几年，衡阳

移动公司在大山上树了个高高的铁塔，村

里面有很多人都用上了手机， 爸妈老早就

想要给外婆装个电话， 可外婆老是以我和

妹妹还在上学，需要不少学费为由，一再拒

绝。 自从去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一个人在家

孤苦伶仃，没个亲人在身边服侍，工作的特

殊性又不允许我经常回去看看外婆。 有次

我看到一位和外婆差不多年纪的爷爷晕倒

在路边，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外婆此时

在做什么呢，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可是，没

有电话的外婆时刻处在信息时代的盲区，

倘若遇到困难和麻烦需要寻求帮助， 她又

不能及时找到她的亲人， 我们家人又无法

联系上她，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岂不是一件

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我下定决心，该给外

婆买个手机了。

于是，在外婆 80 岁生日那天，我拿出

手机盒，当着外婆面打开，是一部黑色直

板中兴 S202手机，屏幕很大，字体也很大，

我把爸爸、妈妈、姐姐和我的号码都输在里

面，还设置了快捷键，一遍遍教会她如何找

出来如何给他们打电话。

以后，我一有空闲，想到的第一件事就

是给外婆打电话，她刚刚拥有手机，电话定

然很少。 我甚至可以想象出外婆一次次拿

出手机翻看， 希望有电话打进的样子。 可

是经常，前一秒还记着给外婆打电话，下一

秒手上有事忙起来就忘了，等到空闲下来

基本上都已夜深人静，又不想打扰外婆休

息。有些时候一个星期才打了两三个电话，

可想而知，在外婆一个人的时候，看着沉默

的手机该有多寂寞， 多无助。 于是我就和

妹妹约好，经常互相提醒，不要忘了给老人

家带去祝福和精神上的慰藉。 一天， 正在

上班的我接到妹妹的电话，她急呼呼的问

我为什么外婆的手机没人接，是不是出什

么事了。 于是我赶紧打电话给外婆， 也遭

遇了同样的情况。 马上联系顾叔叔赶去外

婆家看看，原来是邻居借用外婆的手机，不

小心把响铃按成了振动模式，可爱的外婆

把手机当宝贝似的用布一层层包好贴身

放着，竟然没感受到手机的振动，爸妈将手

机调好后，我又一次试打外婆的手机，这回

她接了，听到外婆熟悉的声音，我竟一时语

塞，几秒钟时间没反应过来，是问候？ 是责

备？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只记得要给外婆

打电话，知道她平安就好，并没准备要说什

么，这在我电话史上好像是从未发生过的

事情。见我许久没说话，外婆说：“乖孙孙放

心，我很好。 ”听到这话，我热泪盈眶，原来

外婆什么都知道，她一直很懂我，那头外婆

的电话已经挂断了，我手上的手机好久放

不下来。

空巢老人不寂寞

移动改变生活·感动你我的故事

日前，怀化麻阳县移动举办“红色喜乐惠 欢乐神州行”文化下乡活动，在进行文艺演出的同时，

推广适合农民朋友的神州行家园卡、孝心卡、老年机、TD座机等产品。活动当天共销售出家园卡、

孝心卡 100多张，TD座机 50余台。 ■唐玉玉 聂芳斌

来自中国移动相关业务部门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底，中国移动产

品库中的 TD 终端款型数量已达到 581 款

（其中包括 269款手机）， 国内外提供 TD 终

端的厂商已超过 120家。

与 TD发展之初相比，这一数据已明显提

高。据了解，在 2008年 4月TD试商用时，由于

终端产业链信心不足， 国外巨头相互观望，TD

终端数量仅有 8款，产业发展极为乏力。

发展三年之后，TD 终端终于走出低谷。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1年 5 月底，中

国移动的产品库中 TD 终端款数已达到 581

款， 其中包括 269 款手机、130 款无线座机、

75 款数据卡、60 款上网本、14 款阅读器、33

款家庭网关。

在终端厂商方面，目前可商用供货的芯

片厂商已有 T3G、联芯、展讯、Marvell、MTK、

重邮信科、 中兴通讯等 7 家，65nm 和 40nm

的芯片已进入商用； 国内外提供 TD终端的

厂商已经超过 120家， 其中提供 TD 手机的

厂商超过 50家。

据悉，包括诺基亚、三星、LG、摩托罗拉、

HTC、索尼爱立信、联想、宇龙、中兴、华为等

在内的主流品牌均已推出 TD手机， 其中摩

托罗拉已于 6月底推出了首款双核 TD 智能

手机。

表妹今年刚参加完高考， 走出考场的她

终于可以让紧崩的神经彻底放松。 假期的她

决定与同学们三五成群相约去秦皇岛看海

来度过这美好的假期生活，我羡慕之余自然

也打心底儿替她开心。

晚上，我突然收到表妹发来的短信：“姐，

我终于见到梦寐以求的大海、 沙滩……我挂

了你快给我打过来， 我让你听听大海的声

音。 ”“这个鬼丫头， 出去玩儿还不忘精打细

算。 ”随着“嘀……”的一声响，电话那边一片

欢声笑语，时不时传来海浪拍打海岸的声响，

让我有种身临其境之感。 正在我沉静在这突

如其来的“夏日盛宴”时，表妹的话打断我的

思绪：“姐，我现在忒兴奋，只想打电话给我所

有的好朋友跟他们分享我此时的快乐， 让他

们像你一样能听听大海的声音，唉，可惜漫游

费太贵了。 ”

“哦，原来如此。 姐给你出个主意，省钱又

能如你所愿。 ”我故意兜圈子，慢吞吞地一字

一句道。“姐，你放过我吧！ 不要给我卖关子

啦！ ”表妹声音里透露出的着急显而易见。

“傻丫头，光想着出去玩儿。 出门前也不

问问我公司有没有减少漫游费的优惠政策。

现在后悔了吧！ ”“……拜托你现在快告诉我

吧！ ”“公司现在推出一种‘非常假期包’只需

办理非常假期包，通话费就五折了，这可为你

省下不少的电话费哦！ ”

“唉呀，这等好事你怎么也不提前向我

宣传啊！ 我回家一定办一个，下个月我还和

同学约好去上海呢，哈哈哈，我终于可以和

朋友们尽情聊啦！ ”

是啊！ 学生也能畅聊了。 “非常假期

2011 暑期版省内（际）优惠包”让这些可爱的

学生们在放松游玩的同时不再为漫游话费

而心疼。“非常假期”，让你一身清凉，度过炎

热夏季！ ■刘丹 谷利平

7月 18日，株洲攸县移动启动 2011神州行“实惠新生活 精彩好电影”电影下乡活动。第一场

放映在攸县菜花坪镇顺利开展，现场宣传吸引了大量居民前来观看影片。 该项活动进一步丰富了

群众的业余生活，也将更多信息化产品送到了农民朋友的家中。 ■黄炜权

TD终端三年增 70倍达到 581款

“非常假期”让“漫游”更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