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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 中移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和美国运通公司在北京丽
思卡尔顿酒店联合举行战略合作
启动会， 并同步实现基于中移电
子商务“和包”与美国运通易世通
电子旅行支票的系统功能对接，将
逐步实现查询、充值、海外购物等
功能。 美国运通全球支付事业部
总裁乔克实（Alpesh�Chokshi）、中
移电子商务董事长郭小明出席了
启动仪式。

中移电子商务与美国运通的
合作，是全球知名品牌与中国旗舰
品牌的强强联手，是中移电子商务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第一步，也是
双方继今年 5月 5日在长沙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后迈出实质性合作的
一步。根据战略合作内容，中国移动
“和包”用户只需将账户与美国运通
易世通电子旅行支票进行绑定充
值，便可使用美国运通易世通电子
旅支进行海外购物，并可实现登录
“和包” 网站查询电子旅支余额、交
易历史明细等功能。 美国运通公司
是全球最主要支付服务组织之一，

发行的电子旅支具有极其广泛的
市场和使用人群，可以在支持美国
运通产品的 POS 机和线上进行支
付，目前全球有数百万家商户支持。
该合作产品的开通面市，丰富了“和
包”业务的应用功能，极大地方便了
“和包”用户的移动消费生活。

中移电子商务董事长郭小
明表示，下一步，中移电子商务
将会继续完善产品功能，连同国
内银行一起实现和包账户与美
国运通电子旅支之间的资金流
转功能和在线海淘等业务，力争
在 2015 年实现在线开通美国运
通电子旅支，为“和包”用户提供
更多应用的同时，也为美国运通
电子旅支带来更多的用户和更
大的发展。

美国运通全球支付产品事业
部总裁乔克实指出，这是美国运通
第一次与中移电子商务这样的优
秀企业合作。 全球电子商务业发
展迅猛，中国尤甚，我们很荣幸能
和中移电子商务这样的行业创新
者并肩努力，共同为我们双方的客

户带来全新的体验。
据了解，“和包”（原名“手机

支付”、“手机钱包”） 是中移电子
商务面向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提
供的一项领先的综合性移动支付

业务， 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方便快
捷、安全时尚的线上、线下支付新
体验。 用户开通“和包”业务，即享
线上便捷支付（互联网购物、充话
费、生活缴费等）；持 NFC 手机(更

换了 NFC-SIM 卡)的用户，更可
享和包刷卡功能， 实现特约商家
（便利店、商场、公交、地铁等）线
下消费。

■肖春桃 周跃

移动“和包”明年或可实现海外购物
中移电商携手美国运通打造全球范围移动支付新体验

中移动：遭恶意软件扣费 全部退还
提醒：90%手机病毒都在安
卓手机上

日前，中国移动对外公布六项
服务承诺， 其中在订购消费服务
上，若用户因恶意软件而被扣信息
或功能费的，中国移动将全部予以
退还。 有专家表示，这一举措将有
效遏制资费消耗类手机病毒的增
长。 数据显示，用户感染的手机病
毒中一半以上是吸费类软件。

不仅吸费更多为窃取银行资金

随着移动互联网、 智能终端
的快速发展，不法分子花样翻新，
伪基站、手机恶意软件、电信诈骗

等越来越多的诈骗手法出现在手
机中， 让用户防不胜防。 笔者了
解到， 用户误下被篡改的手机应
用，遇到匿名弹窗推送广告、窃取
手机隐私、 私发扣费短信等行为
的恶意软件并不是个例， 这些恶
意软件已对用户的合法权益构成
威胁。

“吸费类软件仍在不断增
长。 ” 据腾讯手机管家人士介绍，
由于安卓系统的开放性，导致 90%
的手机病毒都出现在安卓平台
上。 从上半年统计数据看，资费消
耗、隐私获取、流氓行为分别位列
前 三 ， 占 比 分 别 为 53.59% 、
22.08%、6.02%。 从去年全年看，资

费消耗类病毒占比 42.15%， 半年
间增长了 11.44%。

“其危害也越来越大， 很多恶
意软件的目标不仅是窃取用户的
手机余额，而是从银行账号中偷取
资金。 ”他表示，资费消耗类病毒
的增长意味着大量手机病毒都具
备联网功能，可以将用户隐私数据
(手机号、位置信息、IMEI 号、手机
短信等)上传至指定服务器。 更有
甚者，当用户安装了手机支付病毒
后，病毒会在后台启动，并监听用
户短信内容，将带有手机支付验证
码的短信转发到指定号码，然后通
过第三方支付发起快捷支付盗刷
用户银行卡。

很多用户往往不急于升级系统

中国移动在服务承诺中表示，
持续开展恶意扣费软件日常监测，
对于发现的恶意扣费软件，第一时
间堵、关、停，并公开警示。

有专家表示，具体效果还要看
中移动对合作伙伴的管理。 中移
动此次表示，对于违规的不良合作
方坚决采取诸如业务下线、不当获
利退还用户、终止合作关系、纳入
合作黑名单等处罚措施。

这也需要用户自身加强手机
风险防控。 有鉴于安卓系统的特
性，很多漏洞必须要通过生产厂家
的软件更新才能修复，但很多用户

并不急于升级系统。 倘若智能手
机或平板电脑发布时间超过一年，
厂商可能就不再为其提供软件支
持。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就只能借
助杀毒软件来自我保护。

从可信渠道下载应用软件

有移动安全专家提醒， 智能手
机用户务必要提高警惕， 不要轻易
打开手机接收到的陌生号码发送的
信息或链接， 勿下载安装任何来历
不明的软件， 并建议从可信安全渠
道下载应用软件， 比如腾讯手机管
家、360 手机卫士以及中国移动推
出的“移动手机卫士”和“手机安全
先锋”等安全软件平台。 ■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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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抱怨满肚才华无处发
挥？ 你还在愁于精彩故事无人倾
听？ 或者你希望在最不缺人才的
21 世纪当一回主角？ 湖南省首届
微电影大赛来了， 她的口号是：让
每一个草根都能当导演！

9 月 16 日， 由共青团湖南省
委、湖南移动联合举办的“G 客 G
拍·向上向善” 首届湖南省青年微
电影大赛在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
区大会堂举行启动仪式。 团省委
副书记、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汤
立斌、 湖南移动副总经理李大川、
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邹宏如、乐田
娱乐（湖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惠
东、中国移动视频基地副总经理岳
佳、新浪湖南总经理涂坚毅等出席
启动仪式。 团省委副书记、党组副
书记（主持工作）汤立斌、湖南移动
副总经理李大川发表了寄语。

“G 客 G 拍·向上向善” 首届
湖南省青年微电影大赛以深受青

年喜爱的微电影作为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鼓励青年化
身“G 客”，参与编创、拍摄优秀微
电影作品，并在中国移动和视频客
户端（WAP页面）大赛专区进行集
中展示。 参赛者可下载并登录中
国移动 MM 商城客户端， 或进入

湖南移动网上营业厅“和娱乐”娱
乐大本营比赛专区报名，使用和彩
云上传提交参赛作品到公共云盘，
即可参与比赛。 此次大赛将覆盖
全省一百多所高校，从形式上分音
乐电视类、剧情类、纪实类、广告类
和动漫类五个参赛单元，作品征集

时间持续到 10月 31 日，以市州为
单位举行市州分赛区初赛，胜出的
优秀团体和作品参加全省总决赛。
同时，大赛组委会聘请国内著名的
艺术家、专家作为全省总决赛的评
委，大赛为获奖者设置了丰厚的移
动产品作为奖品。

汤立斌在讲话中指出，此次微
电影大赛是湖南省大力开展青年
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进
一步推进青年成长成才、立意创新
的重要体现。希望青年朋友们积极
参与大赛， 将镜头聚焦于身边的
真、善、美，创作出形式多样、富有
内涵、传播正能量的优秀作品。 他
指出，希望通过影片宣传，在青年
中积极倡导正确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弘扬正能量，并以此次大
赛为契机，向社会展示当代青年的
知识广博、思想活跃、意识自主、个
性鲜明等优点亮点，引导青年共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旗，为谱写

湖南发展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李大川指出，中国移动视频基

地一直致力于打造业界最大的视
频内容聚合分发平台。“G 客 G
拍”是由中国移动视频基地联合共
青团中央、土豆、优酷等共同举办，
为草根原创视频提供“分享分成”
的开放平台。首届湖南省青年微电
影大赛启动仪式的举行，预示着传
统院校的专业优势与中国移动视
频平台的发行优势将紧密结合，在
传统影视制作与市场发行之间架
设了一道全新的金桥，有力推动了
原创视频、微电影作品从学院到市
场的产业化发展进程。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还展播了
乐田娱乐青年导演张帆及学生导
演夏梦怡、 朱洪广的微电影片花，
在场的大学生与青年导演亲密互
动。 同时，中国移动视频基地授予
长沙理工大学“微电影孵化院校”
牌匾。 ■吕三 周跃

传播真善美 弘扬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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