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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联通内部获悉，联通
版 i Phone 5 s和 i Phone 5c合约
套餐已经出炉。其中，iPhone 5s
16GB版合约价为5499元，最低
选择386元套餐，并连续在网30

个月，即可零元购机；iPhone 5c
16GB版合约价为4699元，用户
连续在网3年选286元套餐可零
元购机，在网两年选386元套餐
可零元购机。

据了解，中国联通此次引进
的iPhone新品包括：iPhone 5s的
16GB、32GB和64GB版本，以及
iPhone 5c的16GB和32GB版。其
中iPhone 5s 16GB版合约价5499

元、32GB版合约价6299元、64GB

版合约价格7099元，iPhone 5c
16GB版本合约价格4699元。

据悉，中国联通iPhone 5s和
iPhone 5c的合约计划均包含“存
费送机”补贴政策，套餐最低月
费为66元，合约期可选择1年到3

年。不过，iPhone 5s 16GB版套餐
比较特殊，分为12个月、24个月和
30个月三档合约期，并无36个月
合约。

虽然联通版iPhone合约价高
于电信版iPhone，但根据上一代
iPhone的合约计划详情来看，中
国联通返还话费的额度略高于
中国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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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晚消息，中国联通相
关 部 门 透 露 ，截 至 目 前 ，联 通
iPhone 5s/5c合约机网上预订量
已突破10万大关。

为了方便客户，联通已开放
多个iPhone 5s/5c线上预约入口，
除 登 录 联 通 网 上 营 业 厅
(www. 10010 .com)外，用户还能通
过 联 通 手 机 营 业 厅 ( 网 页 版
wap. 10010 .com、iOS客户端、安卓
客户端)、微信营业厅(公众号“中
国联通”)、短信营业厅等各类电
子渠道预约。

据了解，联通之所以能在第
一时间快速调动多种电子渠道开
放iPhone 5 s/5 c预约，其业内首
创的一级架构电子商务平台发
挥了重大作用。联通电子商务平
台包括网上营业厅、手机营业厅
及客户端、微信营业厅、短信营
业厅、自助终端等，可以实现营
销活动的全国统一部署、快速行
动。通过这次预约的快速部署更
凸显联通电子商务在电信行业的
领先优势。

本次联通iPhone 5s/5c网上
预约，用户无需缴纳押金，填写预
约信息后即可获得优先购买资
格，联通老用户无需更换号码也
能续办 iPhone 5s/5c合约计划。
对于预约并购买iPhone 5s/5c的
用户，联通网上营业厅会优先发
货，同时用户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和信用卡分期方式，使用信用卡
分期付款更可以享受免息免手续
费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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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中午，中国联通正
式宣布联通网上营业厅、各地
营业厅及连锁卖场等全部授权
网点接受iPhone 5s/5c新产品
预订。据悉，这次联通版iPhone
新产品是首次全球同步首发上
市，中国联通iPhone运营团队
高效高质的工作获得了苹果公
司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双方长
期友好默契的合作也使中国联
通赢得了率先在全渠道接受
iPhone新品预订的先机。根据
联通披露的信息，iPhone 5s/
5c将于9月20日(周五)在中国
大陆正式交付客户。

作为世界上最超前的智能
手机，优质的网络是一切应用

良好体验的保障。苹果官网的
产 品 参 数 表 明 ，此 次 推 出
iPhone 5s/5c以及iPhone 4S
8G版、iPhone4 8G全面支持中
国联通21M/42M高速网络，可
谓是为中国联通度身定制。从
最初的7 . 2M到14 . 4M，再到
21M，乃至目前的42M，中国联
通极速移动互联网络已覆盖我
国所有城市。众所周知，中国联
通是苹果在国内合作时间最久
且最为深入的运营商合作伙
伴，一直以来联通版iPhone销
量10倍于国内其他运营商。相
信iPhone 5s/5c与联通21Mbps
/42Mbps极速好网络的完美绝
配，将会给用户带来前所未有

的畅快体验。
iPhone 5s作为新一代的

旗舰机型，将众多首创性技术
巧妙地融入纤薄机身之中。
iPhone 5s配置了64位A7处理
器，屏幕采用了最新技术的4英
寸Retina显示屏，120万像素前
置以及800万像素iSight主摄像
头，Ture One双闪光灯设计，
摄像效果更加出众。支持高尖
端的指纹传感器技术，提供250
小时的理论待机时间，对于大
家期待已久的iOS 7操作系统
也被采用。iPhone 5s推出16G、
32G、64G三种版本,有金色、银
色及深空灰色可供选择。

iPhone 5c同样采用最新

的 iOS 7操作系统，史无前例
地采用了高强度耐磨材料的多
彩外壳。采用4英寸的Retina屏
幕和800万像素iSight摄像头，
同时支持智能语音助理系统
Sir i。iPhone 5c将推出16G、
32G两个版本 ,运用五种大胆
奔放的色彩，包括蓝、粉、白、
绿、黄五种配色可选。

预订详情可登录联通网上
营业厅www. 10010 .com查询，
预订成功的用户可优先购买
iPhone 5s及iPhone 5c合约计
划，广大果粉可关注中国联通
网上营业厅及官方微博的公告
通知，相信联通版iPhone新品
一定给您不一样的惊喜。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
息保护的规定》，以及工信部

《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
规定》和《电信和互联网用户
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要求，
中国联通从9月1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对新增固定电话、移动
电话(含无线上网卡)用户实
施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同
时还将积极引导联通老用户
补办真实身份信息登记。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
对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的要求，
中国联通根据工信部要求制
定了“两步走”规划。自2013年
9月1日起至年底为第一阶段，
将重点对新增固定电话、移动
电话(含无线上网卡)用户实
施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同时鼓
励引导未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或所提供身份信息不完整的
老用户进行补登。自2014年1
月起为第二阶段，除加强和完
善新增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
息登记工作外，采取各种便利
和优惠措施重点引导老用户
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补充登记，
最终完成好电话用户真实身
份信息登记工作。

同时，为确保实现新增用
户100%实名登记，中国联通采
取了多项切实可行的措施：一
是加强渠道管理，将用户真实
身份信息登记和信息保护纳
入社会营销渠道考核奖惩体
系，强化对社会渠道的日常监
督管理。明确要求各分公司不

得委托不满足真实身份信息
登记条件的社会渠道开展业
务，所有代理商须签订协议，
明确责任，出现问题按相关规
定处理；二是采用技术手段，
规范自今年9月1日起在联通
营业厅、授权合作社会渠道、
网上营业厅等渠道办理移动
电话、固定电话、无线上网卡
业务的新入网用户只有在完成
实名登记后方可正常使用通信
服务，而对于尚未进行实名登
记(含登记信息不完整、不准确)
的老用户，如不能及时进行补
充登记，也将不能办理过户、补
换卡等相关业务；三是多措并
举提高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
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在自有营
业渠道铺设二代身份证识别
器，提高身份信息登记速度，减
少用户等待时长。

针对部分用户对于个人
资料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顾
虑，中国联通也在推进电话用
户实名登记工作的同时，不断
加强对用户信息安全的管理，
建立了完善的用户信息管理和
保护制度：一是严控接触用户
信息的人员范围，涉及到用户
信息的人员均签署协议，禁止
兜售用户信息；二是对纸质文
档用户信息均存放于特定场所
由专人负责保管；三是不断强
化存放用户信息的系统安全防
护能力，用户信息均以加密形
式存放，确保不被泄露；四是仅
与已签署保密协议的代理商合
作，确保代理商严格落实电话

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及保护
要求；五是向代理商提供便捷
的电子实名客户端，用户个人
信息通过客户端直接上传系
统，渠道内不留存，从根本上保
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此外，中国联通还针对日
益成长的互联网销售渠道进
行了部署和安排，用户在联通
网上营业厅、联通天猫旗舰
店、京东等购买电话卡时，在
选择号码、套餐类型、合约类
型之后进入订单资料填写页
面时需要进行实名登记，如实
填写机主姓名、证件类型、证
件号码、证件地址等。系统会
对实名登记信息进行校验，如
信息填写不全或错误则无法
提交订单。而且在订单完成后
进行配送时，用户在签收时也
必须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
件进行查验。

推进电话用户实名登记
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信息安
全，促进电信行业健康发展，
也有利于保护广大用户的合
法权益，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
全。而且，对于遏制垃圾电子
信息传播,有效打击各类电信
诈骗也有着现实意义。有利于
建立电信用户诚信体系，促进
移动互联网及电子商务健康发
展，进而促进信息消费。因此，
中国联通制定了详细周密的实
施方案做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
工作。对于中国联通来说，推进
用户实名登记也有利于减少欠
费情况发生，控制经营风险，保
障公司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联通欢迎媒体和公
众的监督。对于未按要求执行
实名登记工作的网点和渠道，
中国联通将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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