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记者 王化 王智

印度：

只要15元，流量可包月

讲述人：游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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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在印度工作

印度差不多有10家运营商， 我选择的运

营商是Airtel。Airtel的资费便宜， 打电话按秒

计费，而且在机场就有办理卡号的柜台，非常

方便。

Airtel是印度最大的运营商，业务囊括移

动通信、固话、IPTV等。资费标准比国内区分

得更细， 分别有2G流量资费、3G流量资费、

4G流量资费。值得一提的是，Airtel的4G制式

同样是采用的TD-LTE， 而且在2012年就开

始商用。

我订购的2G网络流量包， 主要用于微

信，流量开销并不大。在印度手机流量包有分

为1天、1周、1月的套餐， 而2G网络还多出一

个3天的套餐包。 我买的是Airtel手机流量包

中唯一一个无限流量的套餐，2G网络流量无

限包149卢比一个月，折合人民币15元。由于

4G网络正在印度扩张， 所以Airtel对3G网络

的资费有所下调。

早在两年前印度就开始部署4G商用，但

目前4G手机品牌还较少。

澳大利亚：

买手机便宜流量贵

讲述人：闫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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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主流运营商有四家， 分别是

Telstra、 Optus、 Vodafone、 Virgin� mobile以

及许多租用这四家网络的小运营商和虚拟运

营商。

我现在使用的vodafone套餐每月60澳元

（约合350元人民币），一共有700澳元的信用

额度以及3GB的网络流量。其中，信用额度用

于打电话给vodafone网络之外的人或者国际

长途。 给澳洲本土网络之外的人打电话每分

钟0.3澳元的信用额度，给中国、美国、英国打

电话每分钟1.2澳元信用额度。网络流量为3G

和4G网络通用的流量，相比国内贵很多。

我每月额外交15澳元一共交2年，就可以

拿一部iPhone� 5s� 32G手机。相比国内，这一

点很是划算。我每月的流量会用到2GB左右，

主要用于收发邮件以及各种信息的推送和日

常的微博、微信，音乐，广播，视频等。

日本：

4G不限流量网速快

讲述人：王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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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的 运 营 商 主 要 以 DOCOMO、

SOFTBANK、AU等几家运营商为主。目前来

看，中国留学生首选SOFTBANK（软银）。我

家的电话只有每天晚上9时到次日凌晨1时这

4个小时内收费，其余只要是网内（也就是同

一家运营商）所有电话都免费，拨打网外电

话每30秒21日元。

在日本， 手机基本上都是和电话卡绑定

卖，购买之前要准备各种手续，像我这样的外

国人就必须有在留资格证（在留期间不少于

12个月）、银行卡。如果有学生证和国民保险

卡的话还可以办理分期付款， 一分钱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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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电子上周在成都发布了三星冰箱、洗

衣机战略新品———国内首款量产销售的智能互

联网“明眸·蓝水晶”滚筒洗衣机系列以及业内

首创叠式对开门“蝶门·美食窗”冰箱系列。

三星“明眸·蓝水晶”滚筒洗衣机拥有

浑然一体的无缝设计和自然灵动的曲线，如

深海般绚蓝的蓝水晶机门，配合内置LED光

源，无不映衬居室主人的高贵品位。而通过

专属的App–Samsung� Smart� Washer， 用户

还可通过智能手机远程操控洗衣机运转，并

能随时获知洗衣剩余时间。

拥有精湛而华美外观的 “蝶门·美食

窗”冰箱，凭借“叠式对开门”设计成为了

现场的又一大亮点。美食窗别具匠心地采用

了分区设计，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拥有独立

的冰箱空间。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线下营销体验和论坛活动超500场

据介绍，目前百度推广已经服务于75万家

中小企业， 本届百度营销中国行将历时2个多

月，覆盖全国295个城市及乡镇，有超过530多

场的线下营销体验和论坛活动，最终将触及全

国11万家企业，可以说，累计80多万家中小企

业已经站在营销变革的“风口”。早在2007年，

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先生就预见互联网

思维将对传统产业产生深远影响，多年践行下

来，百度已经成为改造传统企业的典范。

依赖于百度用户、流量、平台和大数据，搭

乘百度推广的中国中小企业群体也跑入了快

车道。“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百度与六亿网民的

生活，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联，密不可分，

特别是在帮助传统企业转型方面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仅2013年，通过百度开展营销的中

小企业更是超过75万家，我们还帮助201家中小

企业实现成功上市， 占创业板企业总数

56.62%。” 百度副总裁朱光在2014年百度营销

中国行北京站巡讲活动中称。

践行互联网思维

据悉，在2014营销中国行中，百度将为广

大企业送上践行互联网思维、拥抱移动互联网

的三重大礼：一，以百度搜索推广、手机百度、百

度地图等移动类产品和服务，助力企业及早发

掘移动互联网营销商机；二，向企业推出地市

级精准营销功能，区域定向能力从省市自治区，

扩展到375个地级市，中小企业可以根据自己所

在地域更加灵活地定制搜索推广解决方案。

此举将大幅提升企业营销ROI， 帮助企业

以更低成本地获得客户；同期，也一并发起以世

界营销实战大师、 现代营销学创始人之一米尔

顿·科特勒博士领衔的“百度推广行业智囊团”，

共同规划、 制定兼具互联网思维和行业特点的

网络营销解决方案；其三，依托百度在LBS领域

的领先优势和百度糯米在团购领域的深厚积

累， 为数量众多的本地化生活服务企业带来新

的营销模式和机会，包括餐饮、娱乐、家政等行业

的企业商户将可以建立线上到线下的营销闭

环，成为移动互联网浪潮下的新经济典范。

在米尔顿·科特勒看来，百度覆盖了95%的

中国网民，每日响应60亿次的搜索请求，每个搜

索的背后都代表着用户消费意愿，通过低成本、

快捷的方式，百度能帮助中小企业找到用户在

哪里， 行为偏好等需求特征； 同时， 百度在

“PC+移动”的双平台推广产品，以及网盟推广

对搜索外生态的整合， 再加上百度糯米的本地

化O2O生态，能让中小企业真正“沉下去”，形

成完整的营销闭环， 更加精细化地践行互联网

思维；最后，百度搜索大数据的挖掘、预测和关联

三大功能，让企业了解用户，预测销量和寻找不

同信息间的关系和匹配度，做到有据可依，不再

单纯凭经验来判断。“百度推广是互联网思维在

中国的最佳营销实践。”科特勒教授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成都人感受海外流量生存

打电话超便宜 流量套餐选择多

百度营销中国行抵达蓉城

助力60万中小企业拥抱互联网思维

在“互联网思维”概念大行其

道之际， 传统企业对于如何将互联

网思维转换成真金白银仍旧需要

“冷思考”和“助推剂”。昨日，“互

联网思维下的营销变革———2014

年百度营销中国行”大型巡讲活动

来到成都，带来从百度搜索入口，到

PC+移动的双平台搜索推广，再到

百度糯米、 地图等产品所形成的

O2O完整营销闭环解决方案，为成

都市机械、农业、电子、旅游、教育、

软件服务等行业60万家中小企业

主支招， 共同探讨互联网思维下的

营销变革。 百度高管、 行业协会专

家、营销专家，以及近600位企业代

表，共同出席了此次活动。

5月起 家电禁用“驰名商标”打广告

类似“请认准中国驰名商标”的宣传即将

终结。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日前表示，“驰名商

标”并非荣誉称号，从5月1日起“驰名商标”禁

止出现在家电等商品包装上， 也不能用于广告

宣传、展览，否则将面临10万元罚款。

但5月1日以前就已进入市场的印有

“驰名商标” 的商品，5月1日后仍可继续销

售，直至售完。

春熙路观光车上免费用4G

近日， 路过春熙路的市民惊喜地发现，

只要坐上步行街上的免费观光车，就能连接

上高速4G网络。在线看高清、下视频都毫无

压力，更别说以最快的速度在朋友圈里分享

春熙路上的最新见闻了。

原来， 这4辆免费观光车上， 都安装了

4G� CPE设备，搜索到附近的4G网络后即转

换为WiFi信号，供乘观光车的用户使用。不

仅如此， 每辆车都配备了外貌靓丽的讲解

员，现场为乘客展示最新的三星S5、Gear2等

潮流数码产品， 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免费试

玩。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31日。

智能互联网洗衣机上市

本报连续报道了手机用户、产业、运营商的对流量的生存现状，发现最近3年

流量资费下降近5000倍！那么，海外的流量使用和资费情况如何呢？记者联系到

几位身在海外的成都人，请他们介绍在海外的流量生存状态。

花就能把手机带回家。接下来24个月，每个

月把费用存入银行账户， 它会自动扣取话

费。 我上周跟软银签了部新款的IPHONE�

5S� 32G， 一个月只需要付400元多人民币，

其中包括4G无限制流量和绝大部分的时段

电话免费，短信也是免费。我买这个电话完

全就是为了上网， 日本网络速度非常快，下

载东西可以达到1Mb/s。

美国：

通话免费时段多

讲述人：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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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比较出名的有四大通讯公司：

AT&T、Verizon、T-MOBIL 和 SPRINT。

Verizon和AT&T在全美覆盖率更广，通讯信

号更好，但价格相对于另外两家稍贵。因为

我大部分的活动场所在家和学校，这些地方

都有网络，所以我们选择一张卡不买数据流

量。没有网络的时候，比如出门旅行，我们就

用另一部买了包月流量的手机。我们一部手

机选择了 AT&T网络， 另一部选择了

T-MOBIL的PTEL付费卡。

我加入了一个AT&T的家庭套餐，这样

每月只需40美元就有140分钟的通话时间和

300M的上网流量。超过300M，而在600M以

下，要加收20美元。在晚上10时到早上7时之

间，打电话是免费的；周六、周日也免费；同

一个运营商网络之间都是免费通话。因为在

美国的很多朋友都使用AT&T的电话卡，所

以我们买了一部AT&T电话。

我 老 公 用 自 己 的 手 机 买 了 一 张

T-MOBIL的PTEL付费卡，每分钟6美分，打

多少算多少，打回国内也是这个价，很便宜。

国外运营商的今天或许就是国内运营商的明天，

尽管在

3G

方面国内运营商因为发牌的原因整体落后

国外

8

年时间， 但在

4G

的网络运用上并没落后太多。

但总体而言， 国外运营商的资费相比国内的确便宜

很多———在计算汇率折合人民币的同时， 我们应当

考虑当地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

目前国内运营商的上网流量资费依然偏贵，原

因在于缺乏市场竞争。由于国情原因，我们的通信行

业依然处于垄断阶段，没有民营资本真正的介入，这

一点或许随着虚拟运营商的介入会有所改变。 另一

个原因在于， 国内运营商在资费细分方面没有通过

网速限制等手段区分资费等级， 所以呈现出流量资

费较国外偏贵的局面。

不管怎么说， 未来手机流量降价的趋势是不可

逆转的。我们相信不管是用户、还是依附于手机流量

生存的产业， 都将在以后的流量生活中享受更多的

优惠。

流量降价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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