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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日， 教育部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公司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
本着“政企联动，优势互补，支持教育，战略共
赢”的原则，明确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 教育部副部长
杜占元、 部长助理林蕙青和中国移动党组书
记奚国华、副总裁沙跃家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根据协议， 未来 5年教育部和中国移动
将以教育规划纲要为指导，以即将颁布的《教
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为依据，在教育信息
化基础设施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开发、共享与
应用、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与提升、学生信
息技术素养与创新能力培养、 信息技术与装

备研发及推广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通过双方的合作，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推
动教育改革，推进教育信息化加快发展。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凭借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 中国移动已
与教育部成功开展了多项合作项目。今天，双方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教育部与中国移
动的合作将展开一个新的篇章。 双方今后的合
作领域将更为广泛、内容更加充实、重点更加突
出，这必将把双方的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更
为重要的是，通过双方的合作，将为我国教育信
息化的发展带来创新的动力， 为广大师生学习
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

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奚国华在致辞中表
示，一直以来，中国移动与教育部开展了广
泛合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联合实施“蓝色
梦想 - 中国移动教育捐助提升计划”， 已建
设“爱心图书馆”1360 个，捐赠图书 300 多万
册，建成多媒体教室 350个，培训农村中小学
校长 25600 名；面向教育行业推出“校讯通”
服务， 打造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互动交流平
台，已服务中小学校 9万余所、教师 200 多万
人，探索和促进了家校协同教育；力助“平安
校园”和“数字校园”建设，推出校园视频监
控、学生位置服务，并积极参与各级教育部门
的重点项目建设；与教育部中央电化教育馆

联合举办了“校讯通杯”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
活动、全国教师信息技术论文大赛，在广大中
小学师生中普及了信息技术和理念，为学习、
掌握、 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与学习创造了
良好氛围。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
一步开展深度合作， 共同推进教育信息化
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校园无线网络覆盖；
建设移动学习平台，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开
发、 共享与应用； 实施教师信息技术能力
培训与提升项目； 推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与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信息化建设。 这些
措施将有力地推动教育信息化进程， 为教
育事业改革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矢野

发挥资源优势 推动教育改革

中移动与教育部携手共推教育信息化

近日，湖南移动携手三星电子，在长沙
共同发布三款 TD 智能新机， 包括全球最
薄双核智能手机 GALAXY�SⅡi9108、号称
“变形金刚” 的 i9008L 以及冲击销量巅峰
的 S5820。 三星“三剑客”的强势登场，让市
场再次将目光聚集在三星与移动这两大
行业龙头上，也让消费者惊呼智能手机时
代真正到来了。

GALAXY�SⅡi9108�———
王者风范，独拥三项桂冠

GALAXY�SⅡi9108 凭借出色的显示技
术、纤薄时尚的设计和强劲的硬件配置树立
了智能手机的新标准。上市短短 85 天，全球
销量即突破 500 万部。 其出色的外观、强大

的功能、丰富的应用，加上独拥“三项之最”
的桂冠， 更是让其在智能手机当中傲视群
雄。

机身最薄: 依托业内领先的工业设计水
平，i9108�拥有 8.49 毫米极致纤薄机身，成为
目前全球最薄智能手机，其独特的 HYPER-
SKIN 材质配合机身后盖网纹造型， 能有效
杜绝指纹和污渍，增添使用舒适感。

屏幕最绚:4.3 英寸 Super�AMOLED�Plus
魔丽屏是 GALAXY�SⅡi9108 的画龙点睛之
笔。 作为市场上最绚丽的屏幕， 它不但能鲜
亮、生动地还原图像本色，还拥有出色的抗反
射能力，即使在户外的强光下使用，屏幕显示
内容也清晰可见。 同时，Super�AMOLED�Plus
魔丽屏还能有效降低 20%的屏幕能耗。

速度最快: 采用 1.2GHz 双核处理器，加
上独有的 3D 图像加速技术， 为 1080P 高清
视频播放、3D游戏运行、 屏幕触控和多任务
处理提供无限动能。 强大的“心脏”让每一次
网络视频浏览，每一次激情游戏体验，甚至每
一次触控都能“快到极至”，各种指令操控都
能随心所欲，几乎做到了“一触即现”，显现出
双核王者风范。

GALAXY�S�i9008L�———
升级蜕变，化身“变形金刚”

三星发布的第二款手机 GALAXY� S�
i9008L，就是前期受广大“粉丝”热捧的 i9008
升级最新安卓系统后重出江湖。 强大配置为
用户体验精彩智能应用带来无限可能。 如同
人们心目中的“变形金刚”，流畅的多任务处
理能力让它伴随用户在不同状态间从容转
换。 能帮您轻松打理社交圈、 让用户与好友
以不同方式保持实时沟通；打开手机阅读应
用，就能提供万册精品图书、杂志和漫画随心
阅览。 此外，中国移动 CMMB 移动电视、音
乐随身听 、 手机视频等应用的搭载 ，让
GALAXY�S�i9008L 成为用户一站式影音娱
乐中心。

S5820�———
冠军出击，冲击销量巅峰

三星发布的第三款手机三星 S5820，是三
星将中国市场销量冠军机型变身为移动 3G
版本。 拥有 800M处理器、3.5寸高清大屏、最
新安卓 2.3操作系统等主流配置，内置丰富移
动定制应用，支持 CMMB 移动电视，价格走
亲民路线。 超强品牌号召力加上超高性价比，
配合精湛工艺和完美外观设计， 具有极高的
性价比，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周跃 郭磊

中国移动 12580“一按我帮您”的宣传
语已经深入人心，但它能在生活中帮我们
解决哪些问题，却很少有人能够说全。 据
了解，12580 拥有千人坐席的中央呼叫中
心，为客户提供 7 至 24 小时全天候的优质
标准化服务，用户可随时随地通过中国移
动 12580 业务享受方便、 快捷和高品质的
机票酒店预订、商旅管理及旅行度假资讯
等服务。

12580 商旅服务

12580 独家向客户免费提供 8000 家以上
的酒店丰富信息， 内含预订酒店的全景照
片、用户点评、特色、交通指南、周边娱乐景
点介绍等， 并可以彩信形式下发到用户手
机， 为用户的旅游出行提供更多专业化信
息，被用户誉为“随身的贴心旅行顾问”。

李先生是一位私企老板，出差是他最平
常的生活，往往正坐在家中吃着饭，一个电
话就得奔向机场。 不过，不管到哪里，李先生
总能顺利出行， 总会找到让他满意的酒店，
总能将自己安排的舒舒服服， 因为他信赖
12580商旅服务。

这不，年前，老婆想让他陪着去趟香港，
李先生一个电话就打到了 12580， 他知道，
12580 会赶在圣诞节打折季为客户订制几款
促销产品，便宜又迅捷。

除此之外，李先生还知道，他不仅可以
查询酒店、机票等信息，预订机票的同时还
享有出票、送票、退票、改签等一条龙的贴心
服务。 此外，12580 还推出 0 元秒杀、缤纷旅
游等促销活动，以及特惠出行线路、订机票
送双保险这样的长期优惠产品和服务，这一
切都是为了满足像他这样的用户的需求，为
他们提供最好最优质的服务和体验。

12580 全能助理

生活中的小窍门，工作上的好点子，你
想不到的手机都知道； 中国移动 12580 全
能助理，涵盖生活、工作五大领域，将丰富
实用的知识送到你手上，助你打造美好生
活！

吴小姐是一位公认的生活白痴， 换句
好听点的话叫“不食人间烟火”，不过“笨
人”总会有好朋友来帮忙的。 “话梅不好
消化，因其含山梨糖醇,这种糖醇会引起胀
气、腹胀，有时还会引起痢疾腹泻，吃话梅
应浅尝辄止， 每天 4~5 颗即可。 ”“咽喉感
觉轻微不适时，早晨可用盐水漱口，有很
好的防治效果。 咽喉肿痛时， 每日用浓盐
水漱口 5~6 次，能起到消炎杀菌的效果。 ”
“芹菜是牙齿的清扫机， 奶酪能修复牙齿
损伤，洋葱是牙齿细菌的杀手，香菇可抑
制牙齿斑， 芥末能抑制蛀牙菌。 ” 你知道
吗？ 以上这三条内容可都是“12580 全能助
理”提供给吴小姐的，吴小姐只要照本宣
科就好了。

12580 交通服务

当用户需要查询列车时刻、实时航班、公
交换乘及自驾车等道路交通信息时，12580
坐席可以将相关的交通服务信息提供给用
户。 其中列车时刻、实时航班信息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开通上线。

江先生算是一名违章专业户，这在朋友
圈里是出了名的，尽管有下属可以去代他交
纳罚款，但也真够江先生烦的了。

“以前我只能通过朋友帮忙上网查询或
亲自到交警部门查询，现在只需拨打 12580，
接线员很快就可以帮我解决查询车辆和驾
驶证的相关信息，而且所有信息都免费发送
到我手机上， 实在太方便了！ ” 江先生得知
12580 新开通了交通违法信息查询服务后高
兴地说：“从今以后，查询道路交通违法信息，
车主朋友不用再去交警部门，更不用上网，只
要拨打 12580，即可搞定！ ”最让江先生满意
的是：查询结果不用纸笔记录，免费发短信
到手机上，非常方便、快捷，免去了传统预定
需要记录呼叫号码的烦恼。

智能手机“热得烫手”

三星携 TD“三剑客”强势来袭

12580不仅仅是商旅服务

模特展示三星 TD智能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