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移动新邵分公司的路演舞台前方挤满了想要优惠购机拿礼品的客户。
5月14日至17日，新邵分公司开展“5·17”电信日狂欢节活动，以“微信圈转发集
赞得话费”+“现场话费送机有礼”+“乡镇热点促销”多项结合，引爆电信日全城
市场。活动期间共销售移动终端400余台。 陈蓓蕾 摄影报道

为向广大客户提供优惠便利
的国际及港澳台漫游上网服务，
中国移动自2016年5月17日起，
继续扩大国漫数据流量3/6/9元
和30/60/90元包天不限量资费地
区，3/6/9元区优惠资费增至180
个方向， 已覆盖全球漫游方向的
84.5%，30/60/90元包天不限量
方向全球覆盖范围达到了100个。

据了解， 这是中国移动继
2014年推出该业务以来第六次
资费优惠调整。且在本次降费中，
中国移动“牵手计划”向“一带一
路”沿线运营商加大力度，在“一
带一路”64个方向中，已开通数据
漫游方向的达59个，其中51个支
持3/6/9元区，51个3/6/9方向中
28个支持30/60/90元包天不限
量业务。

促“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降费

近年来， 中国移动高度重视
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业务发
展，采取多种措施向“一带一路”
沿线运营商拓展业务。 为进一步
推动漫游资费下降谈判， 中国移
动在2015年7月14日正式发布了

“牵手计划”， 由中国移动国际公
司牵头，与多家国际运营商协商，
以开放、连接及协作为核心价值，
共同建构优质的全球电信生态
圈。依靠“牵手计划”，中国移动加
强了与国际运营商在数据、 国际
话音和传输网络等业务的合作，
取得了国际运营商对降低漫游结
算成本的支持， 推动了漫游资费
的进一步下调。

据了解，通过“牵手计划”中国
移动拓展了欧洲VimpelCom集
团、奥地利A1集团及Telenor集团
等多个国际巨头业务。其中，欧洲
的VimpelCom集团涵括了多个
“一带一路” 国家运营商的合作伙
伴，新一轮的国际漫游资费调整中
包括了如塞尔维亚及斯洛文尼亚
等多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国际漫游覆盖范围更广

中国移动相关人员表示，全
球运营商多达700多家，各运营商
收取的结算价不尽相同。 本次降
费， 中国移动是在与境外运营商
艰辛谈判后给客户争取的在价格
方面、覆盖范围、使用途径上更优

质的体验。
范围：中国移动调整3/6/9元区

优惠资费并覆盖了更广泛的地区，
优惠套餐从原有的143个方向扩张
到180个方向， 这意味着我国移动
用户在卢森堡等37个地区将可使
用流量包套餐而不必按照当地昂
贵的KB计费方式扣费。此外，中国
移动将原有2个未开通数据漫游地
区和5个KB计费方向调整至3/6/9
元区， 并将24个3/6/9/元区方向进
行降价。

价格： 中国移动新增了20个
30/60/90元包天不限量方向， 使得
30/60/90元包天不限量方向全球覆
盖范围达到了100个方向，并涵盖了
加拿大、芬兰、瑞士等方向。

办理途径： 中国移动对现有规
则进行简化， 取消包天不限量套餐
的开通流程。 无论用户在境内或境
外，只需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即可自
动享受当地相应的套餐业务优惠。

据悉，随着国际及港澳台4G漫
游范围的不断扩大，下一步，中国移
动将针对中国主要漫游出访方向及
“一带一路”方向,�进一步提供更加
优惠的漫游资费及数据套餐。

■陈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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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凡军 杨迪

日前，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南有限公司在长沙举办
“千兆宽带进家庭”新闻发布
会，宣布长沙、岳阳、株洲、郴
州、 张家界五个城市率先实
现百兆光网城市并跨入家庭
宽带G时代。

发布会上， 湖南移动相
关负责人介绍， 对于普通家
庭客户而言， 千兆宽带不单
单提高下载电影、 浏览网页
的速度， 客户还可在家通过
“魔百和”流畅观看4K高清电
视、进行视频会议、畅玩大型
体感游戏， 甚至足不出户通
过VR技术观看体育比赛和
演唱会。

极光宽带
城区覆盖率达八成

在国务院“宽带中国”发
展战略指引下， 湖南移动近
三年来集中人力物力， 聚焦
宽带建设和运营， 应消费者
需求全力提供20M-100M
宽带产品。

2016年以来， 湖南移动
将宽带作为公司战略， 进一
步加大了投资建设力度，积
极开展了各类宽带优惠活
动， 持续优化了极光宽带产
品品质， 大幅提升了客户使
用体验。

湘潭移动极光宽带新装
用户唐先生说：“和市场上其
他宽带相比， 移动极光宽带
的价格较低，同样的网速，一
年最少能省好几百块钱。”

目前湖南移动家庭宽带
客户数已达150万户。湖南移
动工作人员说：“今年， 移动
极光宽带在城区的户籍覆盖
率将达到80%， 特别是在一
些新建小区， 我们基本都做
到了光纤到户。 在有其他运
营商宽带入驻的地方， 一般
也都能装上移动极光宽带。
到2017年， 城区覆盖率将达
到100%，也就是说，城市的
每个家庭都可以放心地办理

移动极光宽带。”
不仅如此， 湖南移动在

2015年创新推出“魔百和”
4K极清电视， 给移动极光宽
带客户带来了“一站式”宽带
电视娱乐体验。“魔百和”容
纳了海量、热门、免费剧集资
源， 并独享众多高清大片首
发欣赏权，电视、电脑、手机
皆可观看， 让电视从此与网
络无缝互联。

极光宽带
正紧锣密鼓建设

除了城市， 湖南很多乡
镇和农村也借助移动极光宽
带，实现了网上冲浪新生活。
长沙市宁乡县永兴村地处偏
远，但这里山清水秀，有大量
的采摘果园和农家乐， 经常
有客人会前来游玩。

两年前， 这里宽带网络
还没有普及， 总是让不少的
客人感到不方便， 村里人谁
想买东西、卖农副产品，都要
跑到大学生村官开的小网店
里上网下单。“互联网+”采摘
游乐的普及， 以及网购在农
村的兴起， 让当地用户的上
网需求日益增加。

“以前， 因为地处偏远，
村里的网络体验并不好。村
里的宽带网速只有1-2M。
别说看电影和玩游戏了，打
开一个网页都慢。” 村民郑
先生说。

不过，从2015年开始，永
兴村的网络状况得到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因为湖南移动将
极光宽带送到了这个小村庄。
“极光宽带真是好，现在‘回头
游客’更多了，网购也方便了，
有事没事看个电影啥的，还能
和在外工作的孩子视频通
话！”郑先生一脸的兴奋。

“近年来，我们一直潜心
于提升宽带能力， 拓展覆盖
区域， 尤为注重极光宽带在
农村的快速覆盖， 以满足人
们对于高速网络和优质生活
的需求。”湖南移动市场部负
责人如是说。

长沙、岳阳、株洲、郴州、张家界五个城市率先实现百兆光网城市

移动极光宽带城区覆盖率达八成

据湖南移动市场部相关
人员介绍，除首批五个城市开
通的8个千兆宽带小区外，到
今年9月份湖南移动将在全省
14个市州建成百兆光网城市，
千兆宽带小区将达100个，这
样的建设投入和建设速度处
于全省通信行业首位。

尽管如此，千兆宽带步
入寻常百姓家尚需时日。目
前制约千兆宽带大范围、大
规模铺设的主要原因是建
设成本较高，一些宽带核心
设备和部件价格高昂，且客
户侧的电脑、电视等硬件门
槛和配置要求也很高，产业

链暂时不具备规模推广的
条件。

目前， 湖南移动正在积
极与国内外设备厂商进行沟
通探讨， 希望通过千兆宽带
小区的试点建设， 推动千兆
宽带产业链的成熟， 并推动
千兆宽带从娱乐型、 消费型
向垂直行业应用、 社会民生
服务等领域不断渗透， 全面
助力省内“互联网+”建设，为
千兆家庭宽带日后在湖南全
省的规模推广奠定基础，早
日将千兆宽带引入千家万
户， 全面提升我省居民的智
慧生活水平。

发展蓝图

千兆宽带潜力巨大 全面推广尚需时日

中国移动第六次下调国际漫游资费

“5·17”
移动狂欢节

5月6日， 全国首条中低速磁
浮快线在长沙开始试运营。 作为
长沙面向全国乃至国际的一张重
要名片， 它的试运营吸引了无数
人的体验。 磁浮公司计划推出短
信推送便民措施， 并已与三家运
营商开始洽谈合作事宜， 预计两
周后磁浮乘客将会收到由运营商
推送的短信便民信息。

为了让乘客有好的通信服

务体验，近日，长沙分公司主动
与磁浮公司以及武广高铁公司
联系，针对沿途停靠点提出室分
覆盖方案，增补覆盖效果，致力
于进一步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网
络服务。

早在今年1月，网优中心已经
安排人员对沿线的磁浮信号进行
了测试优化， 网优中心室分组在
与同事测试分析后， 发现轨道全

线2、4G覆盖良好，但是磁浮部分停
靠点需增补4G室分覆盖，增补区域
为站台、沪昆线区域以及磁浮与机
场航站楼400米连廊区域。 预计建
设优化完成后，即可实现从机场航
站楼至武广高铁站的2、4G无缝覆
盖，也将保证磁浮乘客在等待和乘
坐磁浮时，拨打电话、接收短信、浏
览网页和观看视频更流畅。

■胡倩

中国移动确保长沙磁浮快线通信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