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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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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移动于 5月启动的“红短信、红彩信、红视频”制作传播大赛，是中国移动推广红色文化的重要活动之一。

近几年来，中国移动始终扮演着“信息

专家”的角色，其涉足各行各业的信息化产

品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通

过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刷卡消费、上网、

办公、视频，就餐购物、娱乐消费……中国

移动正以其独特的技术和资源优势， 为社

会信息化注入新的活力， 推动着社会的转

型和进步。

城市管理，便捷高效。 如今，长沙城市管

理人员手里都配有城管通手机终端。 当某项

市政或生活设施出现问题时，用城管通终端

拍照，输入相关现场的情况说明，马上就将这

个信息传回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派单到相

应的部门处理，处理后也通过城管通终端来

回单。通过这样一个快速的闭环处理流程，实

现高效的城市管理和服务。

手机办公，随时随地。 我们除了在办

公室电脑上进行公务处理以外，我们还把

公务处理搬到了手机上，通过手机实现公

文流转、会议管理、信息报送、决策服务等

工作。 领导有了它，可以随时查看、批阅紧

急文件；员工有了它，可以随时随地查看

邮件、通知，落实工作，既节省了大量的时

间，也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手机消费，方便快捷。 出门上街，吃喝

玩乐加购物，样样都不少，银行卡、信用

卡、IC卡等，不必一一带齐，只要一部手机

就能搞定所有。 中国移动基于远程支付的

手机支付业务、基于现场支付的手机钱包

业务，让娱乐消费“一条龙”。

智能家居，随心所欲。手机不仅可以通话，

还能使智能家居成为现实，如家庭安防、远程

监控等功能，使未来居家生活实现“自动化”。

数字高校，无线覆盖。 湖南移动不断

提升校园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校

园的光纤接入到宿舍的宽带普及，从校园

的无线覆盖到学生、老师的个人移动通信

需求， 中国移动满足不同客户的各类需

求，将“无线”延伸到每一个角落。

其实信息化产品远远不止这些，在这个高

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化力量无处不在，中国移

动无时无刻不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李洁

近日，中国移动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

旋律，以红色文化为主线，推出“传短信”、“唱

红歌”、“读经典”、“玩红游”、“赛学识”五大红

色文化传播活动， 运用飞信、139 邮箱、MM

等互联网平台，引导广大移动客户激情参与

并赢取大奖，掀起红色文化推广热潮。 据了

解，五大活动于 2011年 11月 30日结束。

传短信———倡导文明

本次红色文化传播活动始于“修身律己、做

文明人”文明短信传递活动。 2011年 5月，中央

文明办牵头工信部和国资委及中国移动， 在全

国组织开展“修身律己、做文明人”文明短信传

递活动。 该项活动围绕“做文明有礼中国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纪念辛亥革

命 100周年”三个专题开展，广大移动客户可以

通过发送短 / 彩信至 106581050， 飞信小飞

（125300）139邮箱，红微博（http://shequ.10086.

cn/2011/hdz）， 登录手机报网站 (http://shou-

jibao.net�)五种方式上传文明短信。同时，可以编

辑字符“D”或“C”发送短信至 106581050，随机

下载活动种子短信或彩信并用于转发； 也可编

辑“D”或“C”+短信 ID或彩信 ID下载指定种

子短信或彩信并用于转发， 还可发送 GX 至

106581050成功订阅国学经典短信包。 文明短

信传递活动按双月评奖共三期， 每期评选出双

月转发奖共 240�名， 其中一等奖 40�名， 获 500�

元手机话费，二等奖 80�名，获 300�元手机话费，

三等奖 120�名，获 100�元手机话费。

在文明短信传递活动的基础上，2011 年

5 月 15 日， 中国移动湖南公司结合本地实

际，联合省文明办、湖南日报等单位开展“彩

传盛世，情动湖湘”湖南省第三届红彩信、红

短信、红视频制作传播活动。 移动用户可将

制作的弘扬红色主题、 文明风尚的红短信、

红彩信发送至 1065868860 或 18873109960

参与活动， 视频则可上传至 http://hc.hap-

py-100.net:88/。 每周、每月都将由公众评出

获奖者，奖励移动 G3手机等礼品。

唱红歌———红动中国

7 月 1 日开始， 中国移动全程组织开展

“唱红歌—红动中国”活动，设立“唱红歌—红

动中国”、“老歌新唱”、“饮水思源，不忘历史”

三个活动专区。 精选 100首免费、1折（2角 /

一首）、3 折（6 角 / 一首）的红歌 / 国学等经

典歌曲彩铃产品供客户下载、 推荐使用，下

载 2首彩铃并推荐其他好友成功下载彩铃的

客户可参与抽奖， 有机会获得经典传唱奖；

精选老歌、红歌、民歌等经典歌曲，让客户通

过WWW 网站、wap 网站、 短信及语音等多

种方式下载全曲打包产品，下载产品的客户

均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经典新唱奖。

读经典———感悟人生

该项活动期间，中国移动精选党史知识

系列和国学系列等红色经典图书在活动专区供

客户阅读， 每月参与阅读专区图书的客户可获

得文明阅读奖。具体内容为：精选 150篇党史知

识系列和国学系列书籍在手机阅读活动专区供

客户阅读， 每月坚持阅读专区图书累计 3 天

（含）以上的客户或每月在专区内付费订购图书

并阅读的客户可获得小额书券奖励， 同时可入

围抽奖名单，有机会获得文明阅读奖。客户登录

手机阅读WAP网站（wap.cmread.com）、手机阅

读客户端、 手机阅读 www 网站（http://read.

10086.cn）即可参与活动。

玩红游———畅享生活

中国移动围绕建党伟业、烈火英雄、建党

征途、红色大百科等红色文化题材，精选 15

款客户端单机游戏、2 款手机网页游戏，以新

游首发、好友推荐、说客传播、飞信互动等方

式让客户体验、订购、下载及使用。 客户登录

手机游戏 WAP 网站（httP://g.10086.cn�）、手

机游戏 www 网站（http://game.10086.cn）即

可参与活动，赢取 IPAD大奖。

赛学识———重温历史

中国移动精选 44道与修身律己、做文明人

主题有关的题目，每周推出两道问题，回答正确

的参与客户即有机会获奖。活动结束后，回答正

确 44个问题的客户还有机会前来北京参加“赛

学识—重温历史”活动总决赛。客户可通过手机

报《新闻早晚报》晚报尾帧、手机游戏网站（http:

//g.10086.cn）、无线音乐活动专区（http://music.

10086.cn/）、 红 微 博 （http://shequ.10086.

cn/2011/hdz）、飞信网站（http://huodong.feixin.

10086.cn/HongDuanZi/）参与。 ■黄宇

传短信 唱红歌 读经典 玩红游 赛学识

中国移动五大活动掀红色文化热潮

7 月 19 日下午，长沙市副市长文树勋主

持召开“长沙市移动网络设备升级工作会

议”。 文树勋副市长听取了长沙移动关于网

络设备升级实施情况的汇报，要求政府相关

部门全力支持配合，确保移动网络设备更新

升级工作圆满成功。 长沙市通信领导小组、

市政府办公厅、市无委办、市建委、市公安

局、市城管局、各区县（市）等相关单位，及长

沙市新闻频道、长沙晚报等部分媒体参加了

会议。

文树勋副市长指出，长沙移动此次基站

替换工程需新建 3 套诺西软交换端局，完成

2813 个 MOTO 基站、35104 个载频的升级

换型，工程量为全省之最，且工程牵涉到省、

市两级政府等重点大型集团单位，涉及到长

沙近 600 万移动用户的切身利益，因此一定

要精心组织、严格实施。 文树勋副市长强调，

长沙移动通信设备更新升级必将加快长沙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使信息基础设施特

别是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迈向上更新更

高的台阶，并且对于长沙市通信行业建设与

健康发展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该工程

项目政府部门也责无旁贷， 要全力支持配

合，确保移动网络设备更新升级工作圆满成

功。 文树勋副市长表示，市通信领导小组办

公室将代表市政府针对移动网络设备更新

升级工作情况，下达文件进一步明确任务和

要求，希望通过各部门的精诚合作，顺利完

成移动网络设备更新升级工作，给广大市民

提供更加优质的通信网络和服务。 ■蒋甜

为响应我省“四化两型”的战略推广，

湖南移动加快推进三网融合试点工作，全

面提高全社会信息化水平， 切实发挥 3G、

WLAN 及光纤宽带网络建设对我省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促进作用。

从今年 4月开始， 在湖南省通信管理

局的积极推动和组织下，以湖南移动为主

导，通过三家电信运营商多次协商共同拟

定了推进通信设施基础建设的相关意见，

并向省政府提交了正式申请。 6月，湖南省

政府根据运营商的意见下发了《湖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三网融合试点工作

的意见》，文件明确将通信设施建设纳入城

市总体规划，且规定了住宅小区、商住楼、

办公楼等建设项目时，应为通信建设预留

配套设施资源，在通信企业进入开展建设、

改造施工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相关部门

对于通信建设用地、基站建设审批、站址资

源等给予支持；推进资源共建共享等政策。

该文件的出台，对于湖南移动企业以长株

潭城市群作为突破口，加大通信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力度，加快 3G、WLAN 及光纤宽

带网络建设，减少通信设施建设施工阻力

将产生积极作用。 ■张彤 邓学治

长沙移动网络设备升级

文树勋副市长要求政府部门全力支持

日前，长沙移动在望城区开展了“商信通”推广活动。移动“商信通”是通过短信、WAP、语音等

移动方式采集客户信息，为中小企业提供客户管理、客户分析、客户互动和客户营销的信息化产

品。 通过该产品，可实现“为企业寻找客户”、“为企业管理客户”、“为企业分析客户”、“为企业留

住客户”的目的。 图为移动工作人员在果果服装专卖店为店主介绍产品。 ■夏武英 唐泽英

“信息专家”为城市注入“新活力”

移动改变生活

推动三网融合试点工作

移动加大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