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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方面加码提速降费
江苏移动始终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自2015年
开展提速降费工作以来， 高质量建成4G基站14.5
万个、 推进光纤升级改造、 启动5G试验网建设。
2017年取消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 让2700万客户
每年可节省通信费用2.66亿元。 手机上网流量三
年平均单价累计下降79%， 国际语音及流量资费
降幅下降均超过90%， 商务宽带产品较互联网专
线优惠超50%。
截至目前，超6300万移动电话用户、超1300万
宽带用户正在享受提速降费带来的便捷实惠。 在
此基础之上， 江苏移动2018年再推四大方面提速
降费新举措，为客户、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网络建设方面，江苏移动持续完善4G精品网
络覆盖， 搭建城乡高速宽带网络。 江苏移动采用
3D-MIMO、分布式皮基站等新技术新设备，满足
重点大型场馆、 景区对4G网络的超大容量需求；
在实现交通枢纽、热点区域4G网络全覆盖的基础
上，开展容量及覆盖问题专项建设，大幅提升网络
质量。 在宽带方面， 加快光纤到户改造和用户迁
移，老小区100%实现光改，全网具备200M以上接
入能力，同时按需部署10G无源光接入系统，满足
千兆带宽需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完成两
批1477个行政村带宽升级的基础上，2018年将实
现南通、镇江、扬州、淮安共计776个行政村的宽带
提速，进一步缩小城乡“
数字鸿沟”。
资费调整方面，7月1日，江苏移动将全面取消
流量“漫游费”，预计惠及2600万客户。 对高星级客
户，推出高端尊享计划，可享受大陆及港澳台、国
际漫游不限量权益， 另外， 江苏移动还推出
128/158/198元等档次不限量套餐，套餐流量全部
拓展为国内流量；对30/50/70元流量包进行扩容，
扩容后流量增加50%以上；推出“一元爽”日租卡，
包含百度、咪咕、微博、芒果、头条、优酷、腾讯等定
向流量，其他国内流量按1元/800M/天收取，允许
叠加。
此外，江苏移动持续下调流量国漫费用。国际
/港澳台现有数据漫游230个方向（含航空/海事漫
游）全部纳入3/6/9元区，其中包天不限量方向达
到202个，让客户在国际漫游时也能享受不限量优
惠。
流量权益方面， 江苏移动进一步丰富流量产
品，全面推广“流量安心服务”。丰富定向流量资费

和假日包等灵活周期产品， 合计预计惠及用户超
任我听”咪咕音乐、“
任我玩”咪咕游戏
千万。 推出“
定向包。 联合阿里通信联名卡，推出每天2元全国
不限量的“大淘卡”，以及每天1元500M的“小淘
卡”。
宽带服务方面，江苏移动降低家庭宽带、企业
宽带和专线使用费，助力“双创”。 2018年将加快光
纤到户改造和用户迁移，老小区100%光改。 宽带
资费持续下降，比去年下降81%。 在2017年下调互
联网专线标准资费的基础上，简化商务宽带产品，
集中打造百兆带宽商务版，大幅下调目录价，推动
企业实际接入成本降低15%， 合计预计惠及企业
用户150万家， 以实际行动让客户和企业切实受
益，助力“互联网+”发展。

两朵“合营云”为企业上云赋能
在深入落实提速降费的同时， 江苏移动还积
极融入全省信息化建设，联合产业优势资源，全力
推进“企业上云”计划，助力信息惠民工程扎实落
地。
发布会现场， 江苏移动发布的江苏移动阿里
合营云、江苏移动华为合营云“两朵”云也颇受关
注。 江苏移动利用自身在网络、机房、客户及属地
化服务方面的优势， 分别结合阿里云在云计算研
发技术、产品体系、生态伙伴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华为公司在云计算服务器、存储、网络硬件的提供
等方面的长处， 依托江苏移动在南京的数据中心
资源打造了江苏移动阿里合营云， 基于江苏移动
无锡太科园五星级数据中心打造了江苏移动华为
合营云平台。
两朵“合营云”可提供上万台云主机、20PB云
存储以及2T的出口带宽服务能力，为广大江苏政
企客户提供云计算、云存储、云网络、云安全、云管
理等基础服务能力， 以及合作伙伴的第三方优势
应用、移动自有的云计算等业务，还可以通过整合
各自的优势资源，构建云整体解决方案。
江苏移动在云计算方面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技
术储备，为两朵“合营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移动云是基于业界主流的OpenStack架构，采
用自主研发的方式，面向政府、企业和公众推出的
新型云计算平台。 可为客户提供弹性计算、云网络
和云安全等基础设施产品，以及数据库、大数据分
析等平台服务，并通过开放云市场引入桌面云、舆
情通、办公系统等海量优质应用。
说起移动云带来的便利， 某大型车联网公司
感触颇深。 因该公司主要从事车联网的信息化服
务， 所以对网络质量、 云服务提供商的要求非常
高。 为此，江苏移动为其量身打造了移动云+物联
网+大数据的融合解决方案。 移动云强大的资源
储备、弹性伸缩能力、大数据分析服务及属地化支
撑能力，很好地满足了该公司数据量大、计算性能
要求高的需求，对突发的数据量高峰也应对自如，
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

淮安业余足球联赛已战9轮

争冠形势逐渐明朗
晚报讯 5月14日-15日，2018“人才热线杯”
淮安业余足球联赛结束了第9轮争夺。 目前，联赛
赛程已经过半，淮甲、淮超的争夺都已经进入白热
化，争冠形势已逐渐明朗。
本轮淮甲联赛中，淮安70后2比0击败梦之翼，
淮安F7以2比0击败江苏天鹰， 清浦98以2比1险胜
江苏天成，广宁虎男1比0小胜启明星，华冠苑2比1
击败淮安海容，零玖红魔0比1不敌淮安经济，淮安
恒远6比1击败新城联。
本轮淮超联赛中， 兄弟联0比10负于西南永
鑫，遭遇一场惨败，淮安天空1比2不敌AF米兰，淮
安绿茵3比1击败零玖红魔。
本轮过后，淮安星盟以8战全胜积24分稳坐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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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上云赋新力

江苏移动全力推进
信息惠民工程深入落地
笔者从5月16日江苏移动“深化提速降费，共
创美好生活”专题发布会上获悉，江苏移动实施提
速降费再加码、力推八项新举措，涉及网络建设、
资费调整、流量权益、宽带服务四大方面，不仅直
接让利客户，更加快促进江苏经济的转型升级。会
上，江苏移动还发布了两朵“合营云”，进一步推动
企业上云”计划加速落地。据悉，移动云现已服务
“
全省政府、教育、金融、科技等行业客户近万家，为
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星期四

分榜首位，积22分的淮安F7、积18分的华冠苑暂列
第2、3位，淮安竞技以1分之差位列第4位，江苏天
鹰、淮安70后、清浦98、零玖红魔、淮安恒远、广宁
虎男、淮安海容、梦之翼、新城联、江苏天成、启明
星暂列第5-15位。
由于参赛球队较少的原因，本轮过后，淮超联
赛仅剩5轮。 目前，AF米兰以20个积分雄踞积分榜
首位，与第二位的分差达到了6分。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会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 淮安天空、
西南永鑫、淮安绿茵、零玖红魔、兄弟联、中恒钢铁
分列积分榜第2-7位。
■淮海晚报记者 储君
通讯员 张毅

福彩“快3”亿元派奖粉墨登场
日前，福彩“快3”游戏新增跨度、复
式、包胆组合投注方式。 跨度是指投注的
3个号码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如111
为跨度0，112为跨度1， 中奖金额根据开
奖结果确定。 伴随着新的投注方式上线
销售，经研究决定，福彩“快3”游戏即将
开启1亿元大派奖活动，每种投注方式全
面派奖， 不同投注方式单注奖金分别提
高16.7%至26.7%，返奖率接近70%，时间
自2018年6月1日开始，1亿元派奖奖金派
送完毕，次日停止。
派奖活动期间， 三同号单选奖金由
240元增加至300元；三同号通选奖金由40
元增加至50元； 二同号单选奖金由80元
增加至100元；二同号复选奖金由15元增
加至19元； 三不同号奖金由40元增加至
50元； 二不同号奖金由8元增加至10元；
三连号通选奖金由10元增加至12元；和
值4、17奖金由80元增加至100元； 和值5、
16奖金由40元增加至50元；和值6、15奖金
由25元增加至30元；和值7、14奖金由16元
增加至20元；和值8、13奖金由12元增加至
14元； 和值9、12奖金由10元增加至12元；
和值10、11奖金由9元增加至11元。
“快3”游戏是一种以3个号码（每个

号码为1至6自然数之一） 组合为1注彩票
进行投注，9分钟销售，1分钟开奖，每期随
机生成三个号码，作为开奖号码。截至5月
15日，福彩“快3”上市以来已经销售了425
亿多元，筹集公益金119亿元。此前已陆续
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派奖活动，相信这次
派奖必将给江苏彩民带来更大的惊喜和
实惠。
（苏彩）

淮安福彩召开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站点动员大会
5月16日-17日， 淮安福彩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站点动员会在市中心三楼会议
室召开。
淮安福彩坚持全面发动、 全员参与
的原则， 会上分解细化了站点创建文明
城市具体任务，要求站点做到室内整洁、
统一更换张贴创建文明城市标语， 做到
任务全部分工，责任全部分解，让站点把
责任落实为行动。

市中心统一为站点印制发放了“请
勿吸烟”和“站点文明用语”、站点“十不
准”、“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等标语。 动
员会后站点自行开展检查， 市中心将组
织工作人员对站点进行督查， 确保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任务落实， 做好福彩文明
人，为淮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做出贡献。
(朱雅楠)

淮安福彩开展快3新玩法业务培训
5月16日-17日， 淮安福彩为市区站
点销售员开展了快3新增投注方式专项培
训，市中心分管领导赵锦燕宣布了全市快
3擂台赛中奖结果， 市场一科科长宋羽佳
宣读了2018年第一季度市区各销售点即
开票奖励金额， 管配员对销售员进行快3
新玩法业务培训。
管配员借助PPT为销售员详细讲解
了新增投注方式上线后具体操作方法，对

跨度投注、包胆投注（包1胆、包2胆）、复式
投注（含三码、四码、五码复式）现场在打
票机上实战操作，让销售员到机器上进行
模拟演练，直到能熟练操作。
全市200个站点和各县区福彩管配员
参加了此次培训， 大家对快3新玩法都充
满了期待，相信新玩法上线后将进一步扩
大福利彩票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彩民
群体。
(朱雅楠)

淮安福彩开展双色球营销月活动
为全面提升中国福利彩票品牌影响
力，吸引更多年轻的彩民关注福利彩票，
淮安福彩积极响应省福彩中心双色球营
销月号召，从5月11日开始每周五、六、日
在市区5大影院同步开展“观影送双色
球” 彩票活动，5月11日当天送出2元一张
的双色球彩票500张。
影院送票现场吸引了许多年轻彩民
驻足观看， 淮安福彩工作人员为影迷们

详细介绍了双色球具体玩法及现在正在
进行的“购双色球复式票，中奖还本金”的
促销活动，指导大家关注江苏福彩微信公
众号，并为大家赠送精美的指甲钳套装。
本次活动拓展了市场销售，让更多的
年轻彩民开始关注福利彩票， 关注双色
球、参与双色球，为中国福利事业多做贡
献。
（朱雅楠)

淮安福彩为200个站点更换灭火器
淮安福彩坚持“安全运营， 健康发
展” 的理念， 扎实做好福彩站点安全建
设，5月17日， 淮安市福彩中心完成200个
站点到期的灭火器统一更换工作。
福彩投注站是公共场所，人员密集、
流动性大，站点安全防范意识尤为重要。
淮安福彩在站点检查中发现， 之前购置

的站点灭火器即将过期， 为确保投注站
销售环境消防安全， 淮安福彩采购小组
经过考察、比价、采购、配送、发放，完成
了到期灭火器的全部更换工作， 增强了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安全意识，
为彩民提供了一个安全舒适的购彩 环
境。
（朱雅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