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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终端观察

《百家讲坛》名嘴纪连海
做客全球通 VIP 大讲堂

11月 16日， 由益阳移动举办的全球通VIP
大讲堂在益阳大剧院隆重举行。 本次大讲堂邀请
了《百家讲坛》历史名嘴纪连海详解《雍正继位之
谜》，纪连海通过讲述康熙皇帝两次立储及失败，皇
八子胤禩集团与皇太子胤礽集团的较量等历史，为
大家揭开雍正继位之谜。 近千名全球通VIP嘉宾
和重要客户亲临现场聆听并参与互动。 ■徐娇华

“免费手机”时代来临

湖南移动掀千元 3G智能手机派送风暴

“用户规模突破 1亿，渗透率超过 10%。 ”
在 3G 业务的明显拉动下，“沉沦”了四年后，
国内通信业今年终于再度“雄起”。 随着国内
3G 用户过亿，今年上半年，电信业收入增速
自 2007 年以来首次超过了 GDP。 工信部通
信发展司副司长陈家春认为， 我国 3G 目前
已经处于规模发展的关键转折点。

2009 年 3G 牌照发放， 中国移动等运营
商数千亿投资迅速投入到网络建设之中，一
年即建成几乎覆盖所有城市和县城以及部分
乡镇的 3G 网络， 开创了全球电信发展史上
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随着语音市场的逐步饱和， 运营商之间
的竞争不断加剧， 资费收入的增长将会出现
滞胀的状况。随着业务升级和市场竞争，目前
运营商的收入结构中， 已经有 40%～50%的
收入来自非语音收入， 电信业无法避免将进
入微利时代。 不过，对消费者来说，能够用更
少的钱享受到更加丰富的通信服务，“廉价通
信”时代有望到来。

目前 3G 智能终端的价格仍然过高，对
移动互联网业务有强烈需求的学生群体和
刚毕业的社会白领阶层仍然难以承受。若把
大屏幕、主频在 600M 以上的智能终端价格
降低到 1500 元甚至是 1000 元以内，将会对
这部分用户形成较强的吸引力。市场普遍预

计， 随着 3G 用户的规模增速进入导入期，
千元 3G 智能机的用户将不断增加，2G 智能
机、3G 功能机市场将迅速萎缩。 不久的将
来， 各种捆绑式资费套餐的发展方向将是：
语音极度廉价、数据业务百花齐放，针对不
同用户的细分套餐越来越丰富。

为了能助推 3G 市场的快速发展，中
国移动以制约 3G 规模发展的瓶颈智能终
端为突破口， 推行手机集采模式降低终端
成本， 加大对智能终端的补贴和千元智能
手机的推广，降低了 3G 用户的门槛。 各大
手机生产厂商以及运营商们在大力推进智
能手机，但有细微差异。 摩托罗拉(微博)、
诺基亚(微博)等传统强势手机企业的主要
产品线正从功能机转向智能机，而三星(微
博)、HTC(微博)等新秀则凭借着一批受市
场欢迎的智能机而争得手机市场上的一席
之地。为了贴近消费者的需求，目前智能手
机功能细分化加速，除平板手机、应用定制
手机等主流细分方向外， 裸眼 3D 手机以
及户外三防手机等产品则开启了更加细分
的智能手机领域。 摩托罗拉移动大中国区
总裁孟樸介绍， 今年国内智能机出货量将
在 4500 万 -5000 万部。

李治是一名在校研究生， 跟女朋友、导
师、 家乡亲人要经常联系， 在通信上花费不

少， 他表示自己最大的愿望是语音通信能够
实现廉价包月，可以随便打，不用担心超支。
据说 3G 甚至 4G 时代，语音通信的成本将低
到难以想象，这个愿望有可能实现吗？尽管目
前难以给出准确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
物美价廉的通信时代正在到来。

3G井喷带来廉价通信：明年千元智能机或大热

年关将近。湖南移动再推回馈新举措。从
即日起，湖南移动在全省范围内推出“存话费
送手机”、“合约套餐计划”、“存一得四（存
100 得 400 话费）”等优惠政策，如此大动作，
标志着“免费手机时代”正式来临—————

3G智能手机已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掀起阵
阵狂潮，并以愈演愈烈的趋势进入人们的视野。
尤其是在 2011年， 在这一年里， 中国移动 3G
（TD）网络日渐成熟，在资费和覆盖范围有了很
大的改善。众多 3G用户对于TD网络带来的生
活便利赞不绝口。目前市场上，智能手机的价格
层次非常广泛，既有高端机型，也有适合普通工
薪阶层的机型。随着移动促销力度的加大，我省
手机用户将开始迎来新一轮的换机潮。

据湖南移动介绍， 为了让更多人更快的用
上 3G手机， 湖南移动特别推出了补贴优惠政
策。 客户购买移动 3G智能手机后，可以激活合
约计划赠送话费。 分档赠送话费额度从 360元
到 3688元话费不等，客户可以根据自身消费情
况灵活选择。 如果选择赠送话费达到手机零售
价格，就相当于享受 0元购机。并且还可免费观
看中国移动独有的手机电视， 免费体验 3G上
网。 从即日起， 广大移动客户到各大移动营业
厅、网上营业厅、中国移动指定专营店、手机专
卖店、各大手机卖场，都可购机参与活动。

本期开始， 本报将为广大市民朋友连续
推出 3G（TD）智能手机终端观察，为您全面
介绍时下最热门的移动 3G手机。

移动 TD“夹心巧克力”———
酷派 8810

酷派 8810 是一款中国移动定制的 G3
手机， 它支持中国移动 TD-HSDPA/EDGE
网络，支持中国移动手机电视、手机视频、号
簿管家、手机报、手机阅读、139�邮箱、可视电
话、飞信等诸多移动 3G业务。

初见酷派 8810， 可能会让人觉得平淡无
奇；但当你一翻转手机，就会马上发现它与众不
同的地方，没错，就是它酷似夹心巧克力一样、
极具层次感的后盖配色。 不过从整体来说，8810
仍然沿用酷派以往在中高端手机上一贯的商务

风格。 总之，这是一款商务中有时尚、时尚中体
现商务便捷的手机。 打开机器屏幕，绚丽的UI
映入眼帘。 8810采用的是 3.5英寸的电容大屏，
分辨率是HVGA�320x480的高清分辨率，支持
多点触控，难能可贵的是，8810的多点触控不但
可以运用于浏览图片，还可用于查阅短信，利用
多点触控，短信字体可无限扩大。

8810 采用了 806MHz 的超强 CPU 处理
器，作为一款千元智能终端，几乎已是极致。
作为一款 TD 利器，8810 采用了时下最成熟
的 Android2.2 智能操作系统，并以 Android2.
2 系统为基础， 进行二次开发， 融入酷派基
因，带给用户完美体验。 针对 Android�Market
中的主流应用 TOP100,�酷派手机适配成功
率高达 100%，包括最受用户欢迎的 UC 浏览
器、年度最为火爆的新浪微博、安卓玩家必选
的愤怒的小鸟等资源。 内置的 coolmart 软件
商城，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下载。

8810 内置强大而丰富的娱乐应用，它拥
有一颗 500W的高清摄像头，拥有一台 8810，
就相当于将一台高清相机随时携带在身边，
同时还带有 30W 的前置摄像头，支持可视电
话。 此外，8810 的机身右侧还有一个标志性
的可收缩的天线， 当然是用来收看 CMMB
手机电视之用。 FM收音机、蓝牙 3.0、无所不
在的 ＷIFI、soft�AP、3.5mm 标准耳机插孔，一
个不少， 打造我的时尚经济达人！ 还支持重
力、距离、光线等多传感器！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酷派 8810 强大的酷
派基因。联系人三笔定位：只需简单几笔就能
再成千上万的联系人中迅速定位到所需联系
人；绝对私密保护：在别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轻松隐藏自己的隐私；酷派备份：轻松备份重
要信息，高枕无忧……

纤薄多媒体引领时尚———
中兴 Blade�U880�

年中以来， 备受消费者期待的全能多媒
体智能终端———中国移动 G3 版中兴 Blade�
U880强势抢滩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以其高端
配置和超强性价比被誉为“中兴神器”、“千元

级 Android 手机里的最强配置”、“目前最为
超值的 Android 手机之一”等，在移动营业厅
和京东商城、 淘宝等网购渠道一经上市即引
发热卖，目前销量已突破百万。

中兴 Blade�U880 是中兴通讯全力打造
的一款全球明星机型。Blade系列自去年下半
年在海外市场推出以来，热销全球，预计全年
销量将突破 600 万，在英国、芬兰乃至国内都
曾一度脱销， 得到用户的广泛认可。 中兴
Blade�U880 采用主流 3.5 英寸触摸屏， 分辨
率为 800×480 像素 WVGA 级别， 支持多点
触控。 同时，它具备 114×56×11.9mm 的纤
薄尺寸， 以保持良好的“掌控” 手感。 配以
806MHz 主频 ，“双 512MB” 配置（512MB�
RAM+512MB�ROM），具备 3G 加速功能，令
U880 拥有高效处理速度和出色的 3D 显示
效果，在进行 3D游戏时更加顺畅自如。

Blade�U880 配备的 500 万像素自动对焦
摄像头，使得能够进行多项拍摄参数调节，卡
片机的拍摄效果，在轻松记录生活的同时，还
能尽情分享至网络与他人一起体验发现之旅。
通过与中国移动的深度定制，中兴 Blade�U880
用户拥有专属的 CMMB手机电视功能，通过
TD+WLAN双通道无缝宽带互联网， 多种网
络选择收看 720P高清视频播放， 随时随地体
验 3G 带来的极速快感。 此外， 中兴 Blade�
U880内置移动应用商场、手机阅读、音乐随身
听、快讯、飞信、号簿管家等多款定制业务，支
持海量第三方 Android软件下载和安装，令应
用更加广阔。 强大的商务功能支持，大容量名
片管理、增强办公系统、支持Office及 PDF等
办公软件浏览与编辑，360 度商务应用服务，
满足用户繁忙多变的商务需求。

作为中兴通讯智能终端明星产品， 中兴
U880正在不断刷新销售记录， 引领国内手机市
场犀利的智能风。 还犹豫什么， 赶紧购买吧。

应用之王———联想乐 Phone�A66t

年轻时尚的你追求卓尔不凡， 偏爱潮流
娱乐的你，更不甘于落后，洞悉你的思想，引
领你的触感体验， 看你是否仍能 HOLD 住！
联想乐 Phone�A66t 为你带来一个全新的非
凡智能体验！

116�x�61�x�13.9mm 的机身尺寸，圆滑流
畅的弧度外观，犹如温润璞玉般在手中把玩，
带给你与众不同的质感体验。 此外，A66t 更
为不同性别的用户提供了钛金灰、迷幻紫、梨
花白等不同色系的选择， 使你的独特气质尽
情挥洒。3.5英寸多点全触摸屏幕让你的手指
触感体验更加畅快淋漓。 1450mAh的大容量
电池带给你强劲的续航能力，使你的 A66t 在
关键时刻也能 HOLD得住！

联想乐 Phone�A66t 搭载了 Android�2.2
操作系统，624MHz 主频 CPU，Marvell�PX-
A918 处理器为 A66t 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
障，带给你类电脑般的急速体验及海量下载。
支持卫星定位导航， 无论身处何处， 联想乐
Phone�A66t 都可为你指明前进之路。 支持
CMMB 数字电视，让你随身携带便捷“电视
机”绝不遗漏任何节目片段，确保你的晴彩无
处不在。 在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上， 联想乐
Phone�A66t也绝对拿得出手， 预置丰富的移
动互联娱乐应用，让你的孤单旅程绝不孤独，
WIFI 网络、手机动漫、电子书、音乐播放、高
清电影、互动游戏、蓝牙传输、网页浏览，以及
包括新浪微博、开心网、人人网等 SNS 社交
网站……为你打造完美的移动智能生活。

此外， 联想乐 Phone�A66t还设置了一系
列的特色功能，让你的感官耳目一新。包括：支
持按照电话号码查找通讯录记录；支持视频通
话、动态壁纸、3D 图库；支持搜索浏览器历史
记录、浏览器书签记录和本机文件系统、支持
浏览器查找、 复制与粘贴所要求的链接复制
等。 如玉外观，大气内置，优质价格，如此一款
智能联想乐 Phone�A66t，你是否HOLD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