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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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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的服务历来被视为行业的“标杆”，近年来陆续在营业厅内推出了自助服务、流动服

务、导购服务等多项便民举措，受到客户好评。 图为移动服务人员为前来办业务的客户递“清凉

茶”。

Mobile�Market（以下简称 MM）是由中

国移动通信建设运营的全国首个由电信运

营商推出的应用商城，主要提供各种类型的

手机软件、主题、游戏等产品，深受广大移动

用户的青睐。 近日，记者获悉，用户月均下载

量达到数千万次，而且环比增幅显著，累计

下载量已经超过 2.6 亿次，MM 处处显示着

生机……

随着 MM 品牌店九大重量级品牌震撼

入驻，让您体验国内外正版精品游戏、娱乐

资讯音乐视听、海量畅销精品图书、热门剧

集综艺节目……为 MM 用户奉上精彩纷呈

的无线饕餮大餐！

优酷：

http://mm.10086.n/ap/youku/index.html�

优酷提供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韩

国等国家和地区热门火暴的影视剧集，及时

捕捉大陆及港台热点综艺， 聚焦当红明星，

打造音乐盛宴，发力重大体育赛事，以视频

生动呈现精彩！

盛大无线：

http://mm.10086.cn/ap/shanda/index.html�

盛大无线是面向中国移动 MM 用户，提

供顶级音乐、游戏、阅读等应用的综合娱乐

公司，提供的应用内容丰富，拥有盛大无线

全部娱乐应用的独家首发权。

kt 奥乐：

http://mm.10086.cn/ap/olleh/index.html�

奥乐品牌店（olleh�market）是韩国最大的

电信运营商“韩国电信 kt”的应用商店。 kt基

于自身在韩国运营的应用商城“olleh�Mar-

ket”上提供的超过 30 万款产品，为中国用户

提供在韩国及亚太地区最受欢迎的游戏、软

件、主题、音乐、视频等精品应用。

滚石：

http://mm.10086.cn/ap/rock/index.html�

滚石娱乐品牌店将整合集团旗下所有

子公司资源，以音乐产品为主打，既有不朽

经典的滚石巨星，也有充满青春阳光的新生

代活力偶像；既有甜蜜的天团组合，也有激

情四射的摇滚组合。 同时，提供具有特色的

手机游戏、手机阅读等产品。

第九城市：

http://mm.10086.cn/ap/the9/index.html�

厌倦了传统无聊的游戏模式？ 厌倦了独

自一人的游戏模式？ 厌倦了独自感受超越的

瞬间？ 想要不一样的游戏体验，请来第九城

市品牌店！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游戏之中

交朋友，进行全球排名争霸战，在这里您能

感受到最给力的无线社交游戏体验！ 还有多

款国内外正版精品游戏， 全球同步首发，每

天玩到手抽筋！

掌阅为移动用户提供数字版权图书及阅

读相关产品，拥有畅销、言情、生活、文学等类

别的实体书数字版权 15000多本。

北极：

http://mm.10086.cn/ap/begamer/index.html�

北极无限目前在 MM 上的应用产品覆

盖了 Java、Sybian、Android、OPhone 平台。 致

力于打造顶尖精品游戏，以每年 20 款单机游

戏、1 款网络游戏的速度，推出了一系列高水

平可用于无线下载及互动的手机游戏， 代表

作《乔峰传奇》深受玩家欢迎。

悦成教育：

MM 唯一以游戏攻略为主题的特色品

牌店，面向主流、热门各类型游戏，将手机应

用与游戏攻略完美结合，与资深玩家共享游

戏秘籍， 洞悉手机游戏包罗万象的信息资

讯。

外研社：

http://mm.10086.cn/ap/voson/index.htm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

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 外研社以普

及我国外语教育和提高全民族的外语素质为

己任，始终坚持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宗旨。外

研社面向语言教学者、学习者、使用者和爱好

者提供多语种、多介质、多平台的学习资源。

MM 引入“专卖店”，九大品牌震撼入驻

中国移动应用商城生机无限

1．如何下载 MM客户端？

答：（1）进入 MM 网站 http://mm.

10086.cn，点击首页右上角“下载 MM

手机客户端”按钮即可进入下载页面。

（2）发送“MM”到 10658800。

（3） 在手机上输入 http://a.10086.

cn�，点击“下载手机客户端”或通过移

动梦网“梦网 MO 新生活－MM”入口

进入WAP 页面下载。

2．品牌店的商品和 MM 其他商品有

何不同？

答：Mobile�Market 的商品引入范

围包括个人开发者和企业开发者提供

的所有应用服务类型，而品牌店目前只

引入大型品牌应用服务提供商，对引入

流程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需要经过

Mobile�Market 的认证考核方可入驻品

牌店。品牌店提供的应用下载模式和扣

费标准与 MM 是一致的， 请广大用户

放心购买。

3．品牌店提供怎样的服务？

答： 品牌店面向所有 MM 用户提

供高品质的应用下载服务，在这里您可

以购买到国际大品牌的高端正版应用，

享受更加灵活便捷的应用下载服务。同

时，品牌店将会联合各个品牌商家定期

推出大型促销推广活动，以更低廉的价

格购买到更优质的应用。 国际品牌，品

质保证。 ■李丽

移动博士为您解惑

放假了， 您打算带孩子去出国旅行吗？

或者溜达着去趟超市、 便利店？ 或许您依然

是一位忙忙碌碌的空中飞人……不论您在

做什么，不论何时何地，移动其实一直都在

您身边，为您提供方便，让您轻松快乐。

A

手机钱包，刷手机比刷卡快

夏天到了，去超市买饮料、买面包、买个

冰淇淋啥的， 用什么方式最便捷？ 当然是手

机钱包啦！ 买单的时候， 只要拿出开通手机

钱包的手机贴在 POS机的竖直面板上，静候

两秒钟，收银机吐出购物小票后，无需签字，

付款即成功。整个结账过程比刷卡还快。在用

手机钱包结账成功后，很快就会收到类似“消

费×××元”的短信提示，显示出“钱包”里消

费后的剩余金额，与真实情况都一一吻合。 出

门不愿意带太多东西的您，不妨试试吧！

您只需携带手机和有效身份证件，到“手

机钱包”业务指定的移动营业厅就可以开通

该业务。 在您提出申请后， 首先要更换一张

手机钱包专用 SIM 卡， 替换掉原来的普通

SIM 卡，即相当于在手机原有的 SIM 卡上添

加了一项“手机钱包”功能。 在此过程中不需

要更换手机，也无需更换手机号码。

在移动营业厅换好手机钱包卡后，您还

需对手机进行校准并开通刷卡功能。 然后通

过现金充值或网上银行等方式，在为手机钱

包账户存入一定金额后，就可以去手机钱包

特约商家进行刷卡消费了。

那么，手机钱包话费支付方式是否有支

付限额？ 移动相关人员介绍， 通过手机钱包

话费支付每次最高上限为 30元，每日最高支

付上限为 50元， 每月最高上限为 100 元，如

客户在当日累计购买 20元或 20 元以上金额

的服务，需要 30分钟以后方可再购买其他服

务。

B

�

全球通国际漫游，自在又便宜

要陪小敏出国的前一天晚上，小敏她爸

才突然发觉自己忘记开通国际漫游了，怎么

办？ 没关系，他拨通了 10086，办理了免押金

开通国际漫游功能及随 e行数据卡国际漫游

功能。

明天就要从北京出发啦，细心的小敏妈

问小敏爸：“全球通国际漫游，有优惠吗？”“当

然有啦。 ”小敏爸说，“以北京的客户为例，当

你在国外遇到移动通信问题时，可拨打中国

移 动 北 京 公 司 免 费 国 际 漫 游 热 线

13800100186进行咨询。 全球通、动感地带客

户在国际漫游时拨打中国大陆地区号码，在

所拨号码前加拨‘××139×86’，并以 # 号

键结尾拨出，可大大降低费用。 在澳大利亚、

美国、 法国等国家拨打， 费用低至 2.99 元 /

分钟；在泰国、日本使用，费用仅为 1.99 元 /

分钟。 ”这下，小敏妈放心了。

一直以来，作为中国移动的旗舰品牌，全

球通以国内网络覆盖最广泛、国际漫游国家

和地区最多、功能最为完善等优势，成为精

英人士的首选，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高端品

牌的口碑和地位。 选择全球通就意味着选择

了一个圈层，使用全球通也时刻彰显出一种

社会身份，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

目前， 中国移动已经与世界五大洲的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30 个运营商开通了

国际漫游业务， 开通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除

了日本、韩国和部分美洲国家外，只要是开通

了漫游的国家和地区，客户都可以使用自己

的手机。 到日本和韩国漫游需要到营业厅租

用专用手机，美洲部分国家运营商的网络是

GSM1900M 的，在这些国家进行国际漫游需

要使用三频手机。

国际漫游的拨号方式是什么？ 一般拨叫

当地电话直接拨被叫号码，拨叫国际长途需

在被叫号码前加国际前缀和被叫号码的国

家或地区代码。 如拨叫中国移动电话的拨号

方式是：国际前缀 +86+ 移动电话号码；拨叫

中国固定电话的拨号方式是： 国际前缀

+86+区号 +固定电话号码。

C

您知道长短信吗？

按照国际短信标准规定，每条短信最多包

含 140个英文字符，即 70个汉字字符。过去，短

信达到 70个汉字就无法写下去了。现在大多手

机都支持长短信功能，超过 70个汉字仍可继续

编辑，手机屏幕上会有条数的提示，在发送过程

中按照每条 70个字的规则拆分成多条发送并

按实际条数计费，请您多多注意。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条短信最多可含

140 个字节（一个字节 8 比特），等于 70 个汉

字字符。 英文采用 ASCII编码， 可以 7 比特

或 8比特编码。一般采用 7比特，一条短信最

多传 160个英文字符。 超过 140 字节的长短

信系统会按每条 70 个汉字字符的规则拆分

成多条发送，并按拆分条数计费。

D

12530，好音乐“随身听”

12530 网站，是中国移动的音乐门户，如

果您需要听歌，打开页面，点击歌曲名或勾

选一堆您喜欢的歌，再点“连续播放”；如果您

不知道听什么，没关系，点“随便听听”，看看

我们编辑的推荐是否符合您的口味。 如果您

需要找歌，在搜索框里输入您想找的歌曲名、

歌手名，点搜索，看看能找到什么。

一旦注册， 您就拥有一个专属于您的个

人音乐空间，您可以把喜欢的歌收藏在里边，

还可以编辑成自己的自选专辑， 彰显您的音

乐品位，硬盘有限，网络无限。打开手机，您只

需使用手机访问 m.10086.cn 即可登录到

WAP版的 12530 站点，立即徜徉于音乐的海

洋。

这个暑假移动就在您身边

日前，临湘移动与临湘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了“移动杯”全民健身风采展示赛，来自市直机关

及各大企业的 48个中老年团队参加了比赛。 临湘移动为比赛提供场地和免费服务， 受到高度评

价。 ■刘赛男 张学辉 史洁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