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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年 5月湖南移动启动 WLAN 样
板热点建设以来， 全省共建成 WLAN 样板
热点 27 个；业务量收实现了高速增长，截至
9 月，全省移动 WLAN 活跃客户突破 10 万，
WLAN业务 AP数量达到 5.66万个。 据湖南
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年底前，湖南移动将
在全省建成 50 个以上 WLAN 样板热点，全
面提升 WLAN无线上网服务水平。

WLAN 作为单位流量成本最低的无线
上网解决方案， 能够有效解决热点区域的无
线上网问题， 是 3G 无线宽带发展的重要补

充。 为使客户更好的使用WLAN无线上网业
务， 湖南移动提出了“竖样板、 强服务”的
WLAN 样板热点战略构想， 即针对学校、机
场、酒店、IT 卖场、写字楼、西餐厅等 WLAN
经典应用场景，从网络、宣传、服务等三方面
制定“高标准的 WLAN样板热点布设规范”，
同时在服务人员、 体验场地等方面给予资源
倾斜保障。 在服务方面，配备专门的网络维护
人员、 客服经理， 高速响应客户关于WLAN
业务的故障申诉及业务需求， 充分保障
WLAN样板热点的服务水平。 ■周跃邓涛

近日， 笔者了解到， 支持中国移动 TD－
SCDMA制式的千元智能手机正在全国形成热
销势头。据湖南移动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湖南市场， 中国移动同步发布数款千元 TD智
能手机， 包括全能纤薄多媒体智能手机中兴
U880、 具有 CMMB 手机电视功能的联想
TD88t、具有丰富商务应用功能的华为 T8300、
以及时尚潮流的酷派 8810等，超高性价比让它
们成为目前手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在专业智能手机网站安卓网上，TD－
SCDMA千元智能手机也已成为目前最热门的
话题，湖南、湖北、江西等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争

相打听着、传递着当地的合约方案，分享和探
讨千元智能手机的功能和使用体验。 以中兴
U880手机为例，该产品不仅在京东商城、淘宝
网等大型网站热销， 而且中国移动多省市的
营业厅也纷纷以合约方案的方式推出这款千
元智能手机，引起了消费者的极大兴趣。 在微
博上，一位昵称“安心向下”的网友说：“发现个
性价比超高的手机———U880。 3000 元的配
置只要 1000元多点 (算上返利以及返话费只
要 900多元)，准备买个玩。 ”在淘宝网上，笔者
发现中兴 U880手机两周前刚刚开始销售，本
周在手机排行榜的排名已经窜升至第6位，是

目前排名最高的TD智能手机。
为让更多客户体验移动 3G 魅力， 湖南

移动特别针对购买移动千元 TD 智能手机的
客户进行补贴，推出全新 G3合约计划。 客户
购买 TD智能手机后， 可立即激活合约计划
赠送话费。赠送话费额度从 360元到 3688元
话费不等，具体送多少客户可根据合约计划
档位自主选择， 最高享受相当于 0元购机的
优惠，并且额外赠送一年中国移动独有的手
机电视，以及三个月 3G/WLAN 上网体验流
量。 即日起，广大移动客户到各移动营业厅、
各大手机卖场即可购机参与活动。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移动拥有庞大的用
户群，大家对高性能、低价格的 TD 智能机期
待已久， 且随着近期多款 TD 千元智能手机
的集体问世， 必将引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
中国移动表示，将与国内外手机品牌推出更
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到年底，价格在千元以下
的 TD 终端将达 108 款， 是去年同期的 4 倍
多。 至此， 在中国移动的大力推动下， 随着
TD 终端日渐丰富， 千元 TD 智能手机日益
普及，TD－SCDMA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3G 标准已经真正形成与另外两个 3G 标准
并驾齐驱的局面。 ■墨轩

热销机 1：中兴 U830

中兴 U830 采用主流 3.5 英寸电容触摸
屏，支持多点触控，精细的显示效果和动态
的操控模式， 每一寸屏幕空间都不会浪费。
118.2×60.8×12.1mm的纤薄设计，实现了在
体积、重量和手感上的最佳平衡。 在硬件配
置上， 中兴 U830 同样可以征服挑剔的玩机
一族。806MHz主频的 CPU，支持 3D硬件加
速功能， 并搭配“双 512MB” 豪华配置
（512MB�RAM+512MB�ROM）， 为 U830 出
色的 3D 显示效果、堪称完美的 720P 高清播
放和游戏体验打下了坚实基础，成为不可多
得智能终端利器。 中兴 U830 加入了中国移
动 G3 独有的移动宽带网络功能， 如专属的
CMMB 手机电视功能、TD+WLAN 双通道
无缝宽带互联网、GPS 手机地图定位 、
WLAN+AP 无线路由等都囊括其中，随时随
地体验 3G 网络带来的乐趣。 应用上，U830
集成了移动应用商场、手机阅读、音乐随身
听、快讯、飞信、号簿管家等多款定制业务。

热销机 2：华为 T8300

继 2010 年《老男孩》大热之后，“筷子兄
弟”的全新作品《赢家》即将在 4 月底与网友
见面。 在网上流传的一组《赢家》片花里，一
款外形十分亮眼的手机显得格外突出，并引
发广泛的讨论和猜测。 据悉，这款手机正是
华为最新 TD 智能手机 T8300。 华为 T8300
采用了国内创先的弧面一体成型电容触摸
屏设计，使用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全新智能
操作系统：OPhone2.5版本！OPhone�2.5最引
人瞩目的亮点就是对 Android�2.2 的完全兼

容， 意味着 OPhone�2.5 可以共享 Android�
Market 里超过 10 万款的软件和游戏。 华为
T8300 拥有强大的多媒体娱乐功能和丰富的
商务应用： 可通过 T8300 观看 CMMB 数字
移动电视；支持 D1 高清视频录像及播放，捕
获精彩的生活片段；T8300 支持 3D 图形加
速处理器， 展现唯美的 3D 菜单效果及提供
您把玩 3D 游戏的极致体验； 同时 T8300 还
支持 word、excel、PDF、PPT 等 OFFICE 文档
阅读，并支持 WORD和 EXCEL格式文档编
辑，加上完善的 E-MAIL�功能，提供您完美
的商务应用。 华为 T8300 支持 TD-HSDPA
高速 3G 无线接入和 WLAN 无线宽带连接，
随时随地享受无线冲浪带来的畅快体验。

热销机 3：联想 TD88t

无法割舍“沙发土豆”的日子？ Come��on
……联想 TD88t 绝对可以颠覆你的想象，手
机？ NO，电视？ NO�。 CMMB手机电视才是
它的标签。 支持 MBBMS加密， 看电视无需
流量费用。 如水晶般拥有剔透质感的镜面设
计，38 颗 OLED 矩阵灯的设计使来电、 来短
信时， 都会从机身镜面底层透出神秘晕染呼
吸灯效，惊艳效果无以伦比。 独特创新的 3.0
英寸大屏， 接收力强悍以及信号始终保持稳
定的流畅质感画质，无论是精彩剧目、足球比
赛，还是时事新闻，也无论是在咖啡馆、路边
还是等车间隙，随身随心地让你与好友、家人
随时随地分享这道视觉饕餮盛宴。 联想
TD88t独特采用了联想专利转轴—双向翻盖设
计,横看竖看，随心所欲。此外，1100毫安的电池
容量， 延续了联想手机待机时间喜人的优良作
风，担负起了手机电视耗电量高的重责。

移动发布多款千元 TD智能手机
超高性价比形成热销势头

9月 16日，“益阳公安服务在线”正式
开通。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警令部主任赵
立民，益阳市人大副主任张雪秋，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罗智斌等领导出席开通仪式
并一起启动网站。 新华社驻湖南记者站、
人民公安报驻湖南记者站、 湖南日报、湖
南卫视、湖南红网等 15家中央、省、市媒体
现场报道。

“益阳公安服务在线”项目突出了便
民服务功能，是一个集网上办事、警务公
开、咨询服务、政策宣传、互动交流、社会监
督功能于一体的电子警务平台。 目前，通
过益阳公安服务在线，可对交警、户政、出
入境、治安、网监、禁毒、监管、消防 8 个警
种的 65 项行政许可和服务项目提供办事

指南、咨询服务和表格下载，其中 23 项可
实现网上办理或预约办理。

“益阳公安服务在线”项目由益阳移动
与益阳市公安局联合承建， 克服了建设周
期短、建设内容繁复等困难，历时两个月时
间圆满完成， 是湖南省第一家正式投入使
用的市级网络警务工作平台。 省公安厅党
委委员赵立民对该项目均给予了高度评
价， 认为该项目为全省网络警务工作机制
创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是公安机关信息
化建设的新起点。 益阳市副市长罗智斌表
示，“益阳公安服务在线”项目是建设“数字
益阳”的又一力举，将进一步提升益阳公安
服务民众的效率， 进一步提升全市信息化
水平。 ■杨凯 汪欢欢 喻胜

时下最炙手可热的三款千元智能手机

为更好地服务高校学生，株洲移动在开展动感向前冲、校园创业大赛、高校寝室文化节等
品牌活动的基础上，同步策划了校园 HIGHT歌会、动感大转盘、动感地带电影节、幸运大套环
等校园活动，深受大学生的喜爱。 图为湖南工业大学校园 HIGHT歌会活动现场。 ■孔方明

9月 18日，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北三十六
峰戴桂华养鸡场郁郁葱葱的桂花林里， 戴大姐
一吹口哨，数以百计的土鸡从山旮旯、树梢头扑
腾着翅膀飞奔过来，她在鸡群中娴熟地撒食、换
水、捉鸡。前来买土鸡的县城某餐馆石老板高兴
地对笔者说：“山林里养鸡空间大，野味充足，光
我的餐馆每天就需要 10多只呢。 ”

年近 30 岁的戴桂华系城步西岩镇小石
村人，和丈夫李先生一直在广州打拼，事业小
有成就，但想到父母年龄大了，小孩子读书，
戴大姐和丈夫毅然选择回乡创业。 2010年春，
她从同事一条移动短信获悉， 以生态放养的

“土鸡”价格最好，夫妻俩拿出多年的积蓄，在
城郊三十六峰租下一大片荒山开办养鸡场。
缺少资金， 她就找镇政府领导协调从信用社
贷款 5万元，并从广西一次就引进 2000 只名
山鸡。目前，戴桂华的土鸡已发展到存笼 5000
余只，月出栏 1000只以上，每月获纯利 1万余
元。 成品鸡主要销往武冈、邵阳、长沙等地。

畅想未来，戴桂华充满了信心。 城步山
林多，她希望扩大规模，让家乡更多的姐妹
参与进来。 预计到今年底， 我每月能出笼
2000 只，收入翻一番，争取把养鸡场办成返
乡青年创业的示范点。 ■杨扬

提升民警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益阳公安服务在线”开通

打造无线上网品牌
移动年底前建成 50个WLAN样板热点

创业短信助农民工走上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