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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上市的移动版 iPhone6 售价分

别为 5288（16G）、6088 元（64G）、6888

元（128G），5.5 寸屏的 iPhone6� Plus 售

价分别为 6088（16G）、6888 元（64G）、

7788元（128G）。 为满足客户的多元化

需求，中国移动提供不同档次的合约优

惠，获赠最低 10倍话费。 以每月承诺最

低消费 158 元为例， 购买 iPhone6 手机

即可以获赠 1580元话费， 话费分 24 个

月，每月 66 元返还至客户账户，这样一

来即相当于购买 iPhone6 只花费了 3000

多元，十分超值。类似的保底消费的档次

从 38元到最高的每月 588 元，可供不同

需求的客户选择， 客户也可以选择 3 年

期合约，获赠更多话费。 另外，成都移动

还贴心地开展了 iphone 以旧换新、免费

升级 4G卡获赠 4 个 G 的流量等优惠活

动，玩转 iPhone6更加无压力。

10000个 4G基站覆盖、1000家门店销售、100兆极速网络、10倍话费送

移动 iPhone6 完美绽放蓉城

苹果公司最新推出的 iPhone6 和 i-

Phone6� Plus 手机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

在成都正式上市。 此次发售的 4.7 英寸

屏 iPhone6 和 5.5 英寸屏 iPhone6� Plus

均 支 持 中 国 移 动 2G、3G、4G 以 及

WLAN 网络，并有多种颜色和容量可供

选择。 广大移动客户将享受到由中国移

动 4G 极 速 网 络 和 iPhone6、iPhone6�

Plus所带来的十全十美体验。

好手机离不开好网络， 与拥有众多

粉丝的 iPhone 一样，好的手机网络同样

是客户追捧的对象，对于全新上市的 i-

Phone6来说，先进的 4G网络则是绝配，

为什么这样说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大家

熟悉的“4G更快”的说法？其实不是，对

已经在使用 4G 网络的客户进行走访

后，我们发现 100MB/S 的移动 4G 极速网

络，使客户真正体验到了手机上网的乐趣。

另一方面则是 4G 时代流量资费的下调使

得客户尽管花销已经少之又少， 但每每到

了月底还是常常发出流量又没用完的“叹

息”，正是这种“流量富裕感”和“快”所

带来的“0 延迟互联”，使得 4G 让手机上

网第一次真正成为了一种非凡的享受！

客户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权利是至

高无上的。 对于在全球迅速蔓延发展的

4G浪潮，中国移动从去年 12月即开通了

全国范围内的商用，截至目前，成都全市

累计开通 4G基站 1万多个； 目前已覆盖

绕城内所有区域， 并基本覆盖郊县所有乡

镇，实现“乡乡通”，4G已经是一个就在我

们身边，打开手机就可以使用的通信产品。

此次 iPhone6 上市， 关于各种 4G 标

准的优劣之争又一次热烈起来。 在国内，

移动版 iPhone6 可以使用中国移动的先

进、完备的 4G 网络，而到了国外，移动客

户在开通漫游之后也可以使用当地的 4G

网络， 移动版 iPhone6 手机在 4G 时代仍

然是大家熟悉和爱用的“全球通”。

100MB/S极速网络，移动 4G 让 iPhone 上网成为真正的享受

成都基站数超 10000座，移动 4G 继续“全球通”

购移动 iPhone6 赠送 10 倍话费

中国移动定制版 iPhone6 和 i-

Phone6� Plus手机于 10月 17日正式在中

国移动高升桥营业厅和数码广场营业

厅等成都 1000多家门店同时开售，在全

市范围之内均可购买到 iphone6真机；除此

之外， 中国移动还提供完善的售后升级服

务， 欢迎广大客户前来体验苹果 iPhone6

和移动 4G“十全十美”的体验！

1000家移动营业厅 10月 17日起完美开售

庞健 摄影 郭广宇

成都已暂停购置

一般公务用车

成都明年年底前完成公车改革,涉及11026台公车

“目前成都正稳步有序地推进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的前期调研以及方案的拟定工作， 计划在

2015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市的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昨日，成都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参

加“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时表示，涉及车

改车辆有11026台，自8月起全市已暂停购置和更

新一般公务用车。

■车改范围有多大？

参加车改单位将取消一般公务用车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务用

车分为两类：一般公务用车和执勤执法用车。

目前全市共有公务车辆18938台， 其中市级

机关、参公事业单位和一般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

有4308辆，19个区（市）县及高新区和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的机关、参公事业单位和一般事业单

位的公务用车有14630台。

该负责人介绍，本次公车改革涉及到的单位

主要是行政单位和参公事业单位，“这部分车辆

全市共有11026台，这也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

市级部门和参公事业单位，共是2380台，另一部

分是19个区（市）县和高新区、天府新区成都直

管区，这部分是8646台，涉及到的范围主要包括

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检察机关、工商联，

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和

事业单位等，车改之后所有参加车改单位将取消

一般公务用车”。公车改革之后，除机要通信、处

置公共突发事件和一些技术特种车，其他车辆将

按照要求进行公开拍卖。

■车改后补贴有多少？

处级干部每人每月不高于1040元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公车

改革，成都是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部署的，“首先

成立公车改革领导小组， 明确合理地确定公务交通

补贴的标准，妥善安置分流现有的驾驶人员，以及对

不保留的公务车辆进行公开公正的社会处置”。

他表示， 公务交通补贴并不是福利性质，完

全是用于公务活动的保障， 按照中央文件要求，

第一个层级是司局级干部， 每人每月1300元，处

级干部每人每月800元，科级以下是每人每月500

元， 同时规定各地方不能超过此标准的130%，

“照这样算下来，成都车改之后发的交通补贴，最

高也就是厅局级每人每月不高于1690元，处级每

人每月不高于1040元， 科级每人每月不高于650

元。 这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公务交通补贴，超出这

个范围就按标准给予出差补助，你可以开自己的

车，也可以向社会进行租赁。”

■车改后群众咋监督？

所有执勤执法车将喷涂明显标识

在谈到违规使用公车的问题时，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车改革以后，要求所

有执勤执法车必须喷字，比如说药品监督、环境

检测、还有公安的一些车，都要安排喷涂明显的

标识，“按照中央的要求是要有明显的标识在车

上，以便社会监督”。

他表示，公车私用在市纪委接到的举报当中

是相对较多的，“从目前的统计来看大约占30%。

违规使用公车的案例，今年以来市纪委已查处十

多起。比如：金牛区市场中心荷花分中心的一名

领导在节假日用公车办私事， 受到了警告处分。

我们欢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监督和举报，举报电

话是85111111”。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办

公用房的清理情况。他介绍，在进行办公用房

的清理中，主要发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部分市级部门和区（市）县的单位超标使用办

公用房，超过了1999年制定的标准，“整个清退

的面积是7.7万平米”；二是还有各部门部分领

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存在超标使用的情况，清

退的面积是1.69万平米； 三是有个别领导干部

存在两处安排办公用房的情况，现在已经全部

清退；四是个别领导干部在调离原单位以及退

休后存在不及时腾退办公用房的情况，目前已

全部清退； 五是由于现在新的标准没有出来，

为了不造成新的浪费，现在个别领导干部的办

公用房面积在老的标准上没有超过50%的，还

没有进行整改，“要在新的标准出台后再进行

整改到位”。

超标使用办公用房

清退7.7万平米

相关新闻

按照中央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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