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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198靓号+不限量套餐
优惠再升级

中国人历来对吉祥手机号码情
有独钟，也正因如此，198号段备受
手机用户青睐。再加上移动和京东
给出的优质资源，19日198号段线上
首发即引发抢购潮也在情理之中。

此次首发活动的卖点是“198号
段+ 198 不限量套卡+京东会员
PLUS”。中国移动和京东携手推出
了两种非常实惠的套餐供用户选择。

第一种套餐为“月费 198 元=
300 分钟+流量不限”，限速门槛
20GB。用户在2月1日前购卡还可
获赠移动两大礼包：每月加赠全国流
量20GB（赠送12个月），相当于前
12个月的流量不限量的限速门槛提
高至40GB，同时还可获得中国移动
赠送的一张APP专属充值加赠券
（充200元得240元）。而1月19日
至2月1日期间，在京东购卡的用户
还可获赠价值149元的京东一年有
效期PLUS会员。

第二种套餐为“月费138元飞享
套卡=450 分钟+3GB全国流量”。
用户可获赠每月7GB全国流量（赠
送12个月）和中国移动APP专属充
值加赠券一张（充200元得210元），
同时获赠京东自营全品类满减券（1
张满200减10）。

而中国移动与京东的携手在通
信业界颇受关注。对此，移动相关人
士表示，此次合作不仅可以为双方的
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也促进了电商和
运营商的创新合作及资源整合，更好
地推进双方在各自领域迅速发展。

手机租来用
四川移动“信用租机”引热议

“像换衣服一样换手机”是手机
族，尤其是年轻手机族的梦想。如
今，这个愿望可以实现了，因为四川
移动联合闯易贷和有机汇推出了“换
机像换衣，天天移租机”的信用租机
业务。用户凭借芝麻信用分可0抵
押租手机机。该业务一推出，就引发
业界热议。

据介绍，“移租机”仅对四川移动
客户开放。只要你的芝麻信用分大
于或等于600分，年龄在18—55周
岁之间就可办理。根据芝麻信用分
的高低，收取不同的冻结金额。

目前，四川移动各营业厅和迪信
通川内分店均可受理“移租机”业
务。用户只需选择心仪的手机产品，
支付押金并按月支付租金，即可使用
相应手机。合约到期后，手机需归
还。目前可租iPhone 8、iPhone X、
华为mate10等热门机型，价格方面，
门槛较低，以 iPhone 8 为例，月租
379元，每天仅需约12元。而OPPO

R11s月租199元，每天费用约6元。

中国移动
通信业务真的“上天”了

飞机上手机上网禁令的解除，引
发“航空WiFi”热潮，也让运营商们
看到了新的商机。而对中国移动而
言，航空机载通信业务既是中国移动
践行国家十三五计划“互联网+航
空”的创新模式突破，也是中国移动

“大连接”向航空领域延伸的战略布
局。在航空机载通信领域，中国移动
已深耕多年。

2017年3月20日，工信部正式
下发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同意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利用中星10号
卫星通信系统开展Ku频段航空机载
通信业务试验的批复》，加上之前工
信部签发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同
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使用中星
10号卫星频率建立航空机载通信试
验网的批复》，中国移动具备了利用
卫星为民航客机提供网络接入服务
的全部资质。

随后，中国移动充分利用在4G
网 络 建 设 上 的 独 有 优 势 ，推 出

“ATG+卫星通信”的混合组网方式，
提供最优化的航空机载通信解决方
案。并早在多年前就联合多家航空
公司开展飞行体验，取得不错效果。
在ATG方面，2013年8月，中国移
动与国航等联合开展了地空通信空
中路测，实测效果良好；2014年 3
月，中国移动完成地空通信核心网和
认证平台系统建设；2014年4月，中
国移动联合国航开展了“移动互联，
飞起来——国航互联网航班体验飞
行活动”，成功保障地面通信网络，国
航正式对外发布航班具备互联网实
时接入能力。2016年 2月，中国移
动联合央视、国航完成“春晚机上网
络直播”等任务，保障了国航飞机上
网的飞行任务，效果体验良好。

而2014年以来中国移动陆续改
造并开通北京-成都、北京-上海、北
京-广州三条热门航线共计52个基
站。2014至 2016年中国移动与国
航、民航局航科院在北京-成都等航
线完成波音、空客等机型前舱数据回
传、后舱互联网接入常态飞行测试，
效果良好。由此可见，中国移动是最
早的空中上网开拓者。

中国移动相关人士还透露，今年
下半年部分航空公司的航班将配备
中国移动的网络接入服务，乘客可免
费体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且非

推“信用租机”业务 携京东首发198号段

四川移动2018年频发大招抢占市场先机
2018 新年伊

始，运营商开始
频发招，尤其是中国移动
近期最扯眼球。1 月 19
日，中国移动 198 号段在
京东线上首发，并配备了
198 套卡首发专属的优惠
资费。近期，四川移动又
联合闯易贷和有机汇推出
了颇具争议的“信用租机”
业务，用户凭自己的芝麻
信用积分可 0 抵押租手
机。同时，作为空中上网
的开拓者中国移动是唯一
一家可提供卫星方案和地
面基站（ATG）两种混合上
网方案的运营商，并已与
国航、东航、南航、厦航等
签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
参加“封面新闻杯”中小学生真
性情作文大赛的选手请注意，决
赛入围名单今日正式出炉了！
今日起，参赛选手可登录封面新
闻APP四川频道，查询自己是
否入围。按照组委会安排，现场
决赛将于本周六（1月27日）上
午10:00在四川师范大学狮子
山校区举行，请参赛选手提前半
小时入场。

经过初赛自由投稿、专家评
审组严格评审，由封面新闻主
办、华西都市报联合主办的“封
面新闻杯”中小学生真性情作文
大赛评选出了837位选手，他们
将进入第二轮总决赛，通过现场
写作一决高下。入围者请于1
月27日，携带个人身份证或户
口本、黑色墨水钢笔或中性笔，
前往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
（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第

三教学楼参加现场决赛。作文
题由专家组统一命制。决赛时
间 1 月 27 日上午 10:00-11:
30，进场时间为9:30.

查看决赛入围名单方式：
1 扫描文末二维码，查看决

赛入围名单详情。
2 打开封面新闻APP，点击

“封面”频道“封面新闻杯中小学
生真性情作文大赛”主题幻灯
页，即可查看详细名单。

3 打开封面新闻APP，打开
“四川”频道，点击“封面新闻杯
中小学生真性情作文大赛”专题
页面，即可查看详细名单。

1月2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省纪委获悉，我省2017年度党风廉政
建设社会评价结果新鲜出炉，全省党风廉
政建设社会评价满意指数达到85.87，同比
上升1.06。自2011年我省开展党风廉政
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以来，满意指数实现11
连升。在全省21个市（州）中，自贡市、攀
枝花市、巴中市满意指数排名前三甲。

本次评价，是2017年省委省政府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党风廉
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机制进行完善、对民
意调查工作进行优化调整后的第一次评
价。去年，我省将每年两次调查调整为一
次，有效样本从以前平均每个县（市、区）
200个增加到300个，二级指标从15个整
合为12个。

从评价结果来看，全省满意指数大幅
上升。11个二级指标的满意指数上升（含
整合指标），“预防腐败举措”“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转变的成效”“整治
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
3个二级指标满意指数上升最多，分别上
升5.42、3.32、2.31，“这与我省2017年党风
廉政建设重点工作高度契合。”省纪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全省查处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分别增长88.5%、78.9%。

从评价结果分析，群众对“蝇贪”的感
受更加强烈，基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状况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市（州）来看，20个市（州）的满意指
数上升，自贡市满意指数上升2.68，排名由
第8位上升至第1位，指数和排名上升幅度

均为最大。“自贡市2013年以来排名稳步
上升，打下了较好的工作基础。”这位负责
人说。

县（市、区）排名正常波动。排名波动
30位以内的县（市、区）117个，波动31位
至60位的50个，波动60位以上的16个，
波动幅度与历次社会评价基本一致。排名
上升最多的前两位是内江市市中区、隆昌
市，分别上升86位、71位。

去年，201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
价排名靠后的13个县（市、区）党委书记被
省纪委约谈。此后，这13个县（市、区）党
委更加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通过多种渠道
收集和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利益诉求，着
力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推动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其中12个县
（市、区）满意指数和排名上升，满意指数平
均上升3.44、排名平均提升30位，满意指
数上升最多的是安岳县，上升6.29，也是
183个县（市、区）中满意指数上升最多的
县。

据了解，本次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
结果将纳入对各市（州）、县（市、区）党委、
政府2017年度落实责任制情况的考核内
容，占比不少于30%。

2017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年度
考核排名全省后10位的县（市、区），以及
各市（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年度考核排
名最后1位且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排名
全省后30位的县（市、区），省纪委将对其
党委书记开展集体约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实习记者陈静牛建平

我省去年党风廉政建设
社会评价
满意指数85.87
自贡市、攀枝花市、巴中市排名前三

《2017四川政务新媒体传播蓝皮书》发布
成都检察、巴中检察、成都商务居前三甲
封面号政务机构入驻超5000个

《蓝皮书》显示，和去年的榜单相比，
2017年入驻封面号的政务机构数量已超
过5000家，在扩大本土影响力的同时，更
是吸引了不少外省政务机构的加入。

上榜的20家政务机构中，检察系统
占了很大的比例。这和这些机构对新媒
体传播的重视程度有关。封面号自2016
年 8月 25日正式上线以后，检察系统的
政务机构先后集体入驻封面号。此外，
2016年 11月，四川省博物院、四川省图

书馆、四川省交响乐团等四川省直文化系
统各单位也集体入驻封面号；随后，四川
21市州183个区县团委也开始集体入驻
封面号。

封面号所依托的是具有一类新闻资质的
封面新闻，借此优势，封面号一直都以主流媒
体的视野和政府机关共同传播正能量，让政务
机构的自媒体更具正规性、权威性。不少政务
机构负责人表示，“有了封面号，我们便多了一
个发布信息和群众沟通的渠道。”

2016年8月封面号正式上线后，为了更
好的推动政务新媒体传播，推出了C+政
务计划。为那些入驻了封面号的政务机
构提供流量支持。封面号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8年，C+政务计划将进行升级，为
政务封面号提供更细致化的运营指导，除
了流量以外，还将提供相关的运营培训服
务，并且联合封面舆情提供更多的政府舆
情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胡佳妮崔江

1月21日，封面传媒旗下“封面号”自媒体平台和“封面舆情”共同发布的《2017四川政务新媒体传播蓝皮
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经过一年的运营，成都检察、巴中检察、成都商务成为今年榜单的前三甲，成为今
年封面号平台上政务传播最强音。其中成都检察不仅以2536.1的封面号指数摘得第一，并成为迄今为止首个
突破2000指数的政务类封面号。

2017政务封云榜
成都检察登顶，获1800万阅读数

作为《蓝皮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封面号指数排名评选出来的“2017政务封
云榜”，揭示了去年一年各家政务机构在新
媒体平台上传播政务声音的情况。

榜单显示，成都检察跃升榜首，阅读数
高达 1800 万。期间，该号共发文 1882
篇。平均每天发文5篇，获得转发数1825
次。此外，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巴中检察与
成都商务，也分别获得了660万与341万
阅读数的不俗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巴中检察、成都检察是
2016年政务封云榜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而今年成都检察经过不懈的努力超越了巴
中检察，成功登顶。加上新晋的成都商务，

“2017政务封云榜”的前三强均在文章转
发数、封面号指数等数据方面完成破千。

据悉，封面号指数是以每个封面号的类
型、领域、发文数、阅读数、转发数、订阅数等数
据为依据计算出的综合指数，直观反映出各
政务机构利用新媒体进行政务传播的情况。

典型案例分析
政务机构做好传播有三种套路

为了提升政务封面号的传播力度，在
评选出“2017政务封云榜”的同时，《蓝皮
书》中还包含了封面智库专家对优秀封面
号案例进行的分析总结，为政务封面号提
升自己的影响力提供参考。

如何产生“爆款”文章？封面智库专家
经过对“2017政务封云榜”的20个政务号
进行分析总结，提炼出了政务封面号运营
的三种典型策略：热点资讯型政务号、服务
型政务号和用户主导型政务号。

热点资讯型政务号的代表就是本次榜单
的第一名“成都检察”。在发文的过程中，该
号除了跟进热点的社会事件新闻与检察机构
的常规资讯，对政务、科技、互联网、体育、健
康、金融等多方面内容均有发布，通过紧跟时

代热点，快速获取粉丝和提升阅读量。
不同于广发信息，用户主导型政务号

的典型——四川共青团则是根据阅读用户
年轻化的特点，多采用话题式标题等形式
与读者进行互动，增强阅读性，从而吸引了
超427万的阅读量。同时，四川省教育厅
也开启了“接地气”模式，通过不定期分享
教育经验，以其轻松、幽默的文风达到210
万的阅读量。

而服务型政务号的案例成都商务，在
内容方面，主要是以成都本地的商业信息
相关，并具有很强的服务性，为四川本土和
外地的企业进入四川提供资讯服务。成为
了读者获取该类信息的权威渠道，并获取
了341万的阅读量。

C+政务计划升级
封面号成为政务传播新阵地

扫描二维码
查看真性情作文大赛
决赛入围名单

政务封云榜
2 0 1 7

排名 封面号名称 封面号指数

1 成都检察 2536.1
2 巴中检察 1754.7
3 成都商务 1292.4
4 锦江检察 787.9
5 新都检察 744.5
6 青羊检察 678.2
7 龙泉驿检察 663.7
8 双流检察 628.6
9 蒲江检察 556.8
10 成都高新检察 538.7
11 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检察 511.7
12 青白江检察 509.0
13 四川共青团 449.8
14 四川省教育厅 447.8
15 成华检察 432.1
16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 416.8
17 四川女性 380.9
18 四川环保 359.8
19 大邑县人民检察院 324.8
20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 324.1

真性情作文大赛现场总决赛
本月27日举行

今日进入封面新闻APP查看决赛入围名单

（上接01版）
习近平强调，希望全国政法战线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四个意
识”，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工作预见
性、主动性，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平安
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加强过硬队伍建设，
深化智能化建设，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履
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
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的主要任务，努力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

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
务环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抓发展、
抓稳定两手都要硬，选好配强政法机关领
导班子，支持政法各单位依法履行职责，积
极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体制机制问
题，为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22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
琨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
者 杨琳 文莎）“高山、深谷、草
原、密林，这里被人们用藏语赞
誉为‘香巴拉’，意为极乐世界、
人间仙境……”1月22日，伴随
着解说词，由国务院新闻办、省
政府新闻办策划、监制的大型
4K（超高清分辨率）纪录片《香
巴拉深处》第一集《乐园》在央视
四套（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引起广泛关注。

《香巴拉深处》不仅在央视
播出，还在年轻人聚集的视频网
站哔哩哔哩、优酷上亮相，让许
多观众感到惊喜。第一集《乐
园》讲述了5个发生在四川藏区
的故事。“真是每一帧都是壁纸”

“背景音乐太棒”……播出当晚，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这部纪
录片颜值高、故事棒，很对年轻
人的胃口。一位名为“木聪圈”
的网友说：“看完后，特别喜欢最
后一个故事里的小姐姐，美得特
别自然、纯真。”

《香巴拉深处》的总制片人
颜占领告诉记者，《香巴拉深处》
充分考虑年轻受众的喜好，在故
事选择、配乐搭配等方面，都尽
量采取年轻人易于接受的方式
来呈现。

实际上，这部纪录片播出前，
便已凭借预告片和主题曲《无忧
的蓝天》俘获了张静初、蒋欣、顾
长卫等众多明星大咖点赞。

央视22日晚首播纪录片《香巴拉深处》

四川藏区故事获年轻观众点赞

纪录片《香巴拉深处》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