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莞·新阅读”
全民掌上阅读活动书香阅读包
使用操作指引

一、活动介绍
为了深入推动全民阅读，东莞市政府举办了“新东莞·新阅读”全民掌上阅读活动，活动文件详见
《关于开展“新东莞·新阅读”全民掌上阅读活动的通知》）（东文明委通[2012]7 号）。活动向广
大市民提供手机书包“书香阅读包”
，书包内含 1000 本图书，每月滚动更换。所有市民均可以通过
手机进行阅读。书包资费 3 元/月，政府和电讯运营商补贴 2 元，市民如是移动用户则只需支付 1 元，
通过 CMWAP 接入点进入阅读的流量费全免；市民如是联通用户则免除资费，由联通全额补贴，阅
读流量费可从流量套餐中扣除。活动由市文明委主办，市文明办、市财政局、市文广新局、市经信
局、市外经贸局、市总工会共同承办，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共同参与。活动
自 2012 年 4 月 23 日启动，6 月起正式开通服务，试运行一年。
二、活动书包费用
1、活动书包资费 3 元/月，书包内含 1000 册图书，每月滚动更新，用户可任意选读。
2、书包资费 3 元/月：
（1）移动用户：个人需承担 1 元/月，确认开通后每月从手机里直接扣除（如是单位统一为员职工
办理，也可由单位统一支付，员职工本人不需承担），另 2 元由东莞市政府和中国移动各补贴
1 元。移动用户开通当月属免费体验期，一律自开通次月开始计算有效期及计费。
（2）联通用户：免费参加活动使用书包。按活动文件需个人承担的 1 元/月的书包资费，由联通全
额补贴。
3、流量费：
（1）移动用户：用户可通过 CMWAP 接入点连接网络进入书包阅读，流量费免费。
（2）联通用户：用户需承担阅读图书产生的流量费，可以从联通的流量套餐里面直接扣除，绝大部
分联通用户每月都有流量套餐包。阅读图书所产生的流量费额度：每 500 字节约 1K 流量，即：
一本 25 万字的图书，联通用户阅读流量费约 0.15 元，大多数读者月阅读量约为 1-6 本，则每
月阅读产生流量费在 0.15 至 0.9 元之间，如果从流量套餐中扣除则不需额外再产生流量费。
三、如何开通活动书包
1、个人参加：移动用户发送指令 SXYDB 到 10086 即可开通。联通用户发送指令 SXYDB 到
10655822755 即可获得书包地址，直接点击即可进入书包阅读。或者到东莞全市各永正书店活动
服务站进行登记办理参加。
2、单位团 体参加： 可 直接联系 活 动办公室 ， 统一从后 台 批量开通 办 理。活动 办 公室电话：
0769-23056763、23056091、23058616
3、移动用户开通书包相关说明：活动书包每次办理均为三个月，个人用户为即发即开通，开通当月
为免费体验期，次月开始计算有效期并计费；团体办理的，1-20 号办理的在当月底前开通，20
至 31 号办理的则在下月底前开通。由于活动的实际启动时间有所推迟，市民在 2013 年 6 月份前
均可申请开通，最后一批是 2013 年 6 月份申请开通 7 至 9 月份。
四、如何使用活动书包
1、移动用户书包正式开通后，会收到书包开通通知短信；东莞所有联通用户都会直接收到活动短信；
短信内即有书包登录地址，直接点击即可进入书包阅读。
2、为了避免短信丢失从而遗失书包地址，方便每次都能快捷进入书包，可将书包地址保存为收藏网
址，或者将书包页面保存为书签。保存收藏网址、或将需要的书包页面保存为书签，多数智能手
机还可以直接保存为桌面快捷方式。具体操作方式因手机不同而有不同方式，一般都可以在当前
网址或页面的基础上按压或点击功能键然后在跳出来的菜单栏选择“收藏网址”或“保存为书签”
、
“发送到桌面”等相类似的指令确认即可。下次进入时，则可直接在上网菜单栏进入“收藏夹”
或“我的书签”，保存为桌面快捷方式的则可直接在桌面点击该快捷文件图标即可。

3、如果书包地址信息丢失的，移动用户发送“XYD”到 10658080、联通用户发送 SXYDB 到
10655822755，即可获得书包地址。
4、移动用户也可发送“XDG”到 10658080 下载客户端，通过客户端进入后，不同的手机类型，分
别在活动、专区、包月书包等界面能够看到“新东莞·新阅读”或“书香阅读包”
，进入即可。
5、市民也可直接在手机的网络连接处输入书包地址直接进入书包。移动用户书包地址：
http://wap.cmread.com/iread/m/M5080012 IPHONE手机需先将接入点改为CMWAP，才可以直接
输入书包地址然后登陆进入。联通用户书包地址：http://wap.qefeng.net
五、常见问题解答
1、政府补贴的 1 元和电讯运营商补贴的 1 元，是否需要我们自己去办理？
不需要市民去办理。市民开通活动书包本人每月只需支付 1 元（手机话费中自行扣除），或者由
单位统一办理统一支付 1 元/人，政府和电讯运营商的补贴，由电讯运营商自行凭用户开通书包
的有效凭证统一申请办理。
2、 书包有效期到期后能否自行回复短信续定业务？
联通用户在整个活动的开展期内均可通过手机进入活动书包阅读图书，即在 2013 年 9 月 31 日
前均可使用活动书包，不涉及书包开通有效期问题。
移动用户书包有效期问题：单位团体开通的员职工如在活动书包有效期满后希望继续开通的，
直接与所在单位联系向活动办公司申请继续开通。个人发送指令开通的书包到期后希望继续使
用的，可再次发送 SXYDB 至 10086 开通即可。
2、 如何知道本人手机号码是否已经参加了活动并已开通“书香阅读包”业务？
联通用户：不需要办理开通，全部是默认开通状态，东莞的任何一位联通用户均可在手机上通
过书包地址进入到活动书包。
移动用户：手机号码被开通业务之后，将立即收到业务开通提示短消息。如未收到，可致电活
动办公室查询，或致电 10086 人工服务台查询。并且，如果是已经开通了活动书包的用户，进
入到活动书包之后，在首页上就能看到“您已订购本书包，可免费阅读包内所有图书”的字样，
随意点击包内任意图书进入，均可在图书简介后面看到“您已订购【书香阅读包】包月产品，
可免费阅读本书”的字样。
3、 如何知道本人手机号码开通的“书香阅读包”业务是否到期？
联通用户：不存在这个问题。
移动用户：进入书包页面后，如果是已经开通书包的用户，手机上显示为“您已订购书香阅读
包”；如果是未开通书包的或者已经到期的用户，则显示为“您尚未订购”及“是否需要订购”
等字样，点击包内任意一本图书，则会显示图书标价等信息，而不会显示“您已订购可免费阅
读本书”的字样。如对有效期存在疑问可致电活动办进行查询。
4、 为什么我点击书包链接地址会产生流量费的？
联通用户：书包资费为免费，但会产生流量费，每 500 字节约 1K 流量，即读完一本 25 万字的
图书约产生 0.15 元的流量费，此流量可从流量套餐包里扣除。
移动用户：请检查您的手机网络接入点，将接入点修改为 CMWAP 并确认。
5、 如何更改手机网络接入点？
不同手机软件操作有所区别。
1、采用安卓软件的手机：设置—无线和网络—移动网络—接入点—选择第二个选项“中国移动
cmwap”即可。
2、Iphone 手机：设置—通用—蜂窝数据—把接入点“APN”改成”cmwap”即可。
3、诺基亚塞班系统及非智能手机：一般手机都都会默认 CMWAP 接入点，如果非 CMWAP 接入点的
话，可以在手机自带上网的“浏览器—设置—接入点”中检查更改。
如果手机没有接入点的话，可以在手机上增加设置一个接入点，接入点参数如下：

第一步：请进入手机 GPRS 参数设置菜单；
第二步：在 GPRS 设置菜单中对应输入以下参数内容：
1、主页：wap.monternet.com；
2、网关地址（即 IP 地址）：10.0.0.172(或 010.000.000.172)；
3、APN 设置（即接入点）：CMWAP；
4、网关端口号：9201 或 80；
5、超时上限：建议为 600；
6、用户名设置：空；
7、用户密码设置：空。
不同手机设置菜单不同，具体的设置菜单可通过手机说明书了解。您也可以亲临沟通 100 服务
厅由我司工作人员设置。设置成功后可拨打手机品牌客服热线了解怎么用您的手机登录网络。
6、 为什么点击书包的链接无法进入活动书包？浏览器一直提示“无法显示”。
首先，要确认手机上网数据功能已经开启。然后移动用户要确认网络接入点为 CMWAP，如果在非
CMWAP 的接入点下进入，则会产生流量费。而使用 WIFI 无线网络进入，则无法显示活动书包。
如果是天翼智能双模手机，则可以通过 ROOT 手机权限解决登录书包问题。如果是天翼双模非智
能手机，这个问题则无法解决，因为天翼手机为电信定制手机，对移动的 GSM 网络有禁止权限，
目前未有方法解决此项问题。
如果您的手机是安卓系统，则可尝试使用浏览器直接输入网址进入。建议把网址保存为书签，
以便日后直接登录使用。
7、 不是说移动用户开通书包每个月可以下载 10 本书吗？为什么我进入这个书包无法下载的？
目前网页版的书包不支持书本下载，只有通过“手机阅读”客户端才能下载。可按前述指引先
下载一个手机阅读的客户端，然后在手机阅读客户端中“我的包月”中进入“书香阅读包”，
查看书本，即可下载您想要的书本。
8、 我的手机是移动定制的非智能手机，本身自带一个手机阅读客户端的，为什么手机客户端没有
下载书本的功能？
因为手机阅读客户端的版本太低，建议您先升级你手机阅读客户端后再进行下载书本。
9、 我的手机是 IPHONE，也把接入点改成 CMWAP 了，为什么仍然无法通过短信链接进入书包？
因为 IPHONE 手机本身对于这类链接默认禁止“打开进入”的，您可以通过手机的浏览器，按本
操作指引第四条第 5 点的指引，直接输入书包地址，即可进入书包。为方便下次进入，可将输
入的地址保存成书签，下次进入则不需要重输地址。
10、我的是安卓手机，为什么通过短信的书包链接进入，不是书包的页面，而是“手机阅读包月”
页面？
移动用户会存在这个问题。检查手机网络接入点是否改成 CMWAP 接入点，如果已经改成 CMWAP
接入点的话，请您在页面上向下拉动进入到页面的底部，会发现“新东莞•新阅读全民掌上阅读
活动”，点击进入即可。
11、我发送了指令到 10086，收到了回复的短信，但是没有收到书包地址，怎么进入书包？
移动用户发送 SXYDB 到 10086 后，会收到短信“您将定制中国移动的书香阅读包业务（3 元/月）
并一次性提前支付 3 个月信息费，优惠价 3 元，回复任意短信确认订购支付，无回复则不订购，
中国移动”。按此短信指引，做任何回复之后，会收到第二条短信“尊敬的客户：您已成功订
购该业务，客服电话 10086”。稍后，在 5 至 30 分钟内，会收到第三条短信“欢迎使用书香悦
读包，畅读精选好书 http://wap.cmread.com/******”。直接点击这个地址即可进入书包。如
果没有收到这第三条短信的，可直接致电 10086 人工查询。
12、移动用户开通书包需支付 1 元/月，但收到的短信怎么说是 3 元/月？书包页面首页也显示书包
资费 3 元/月。

移动用户发送 SXYDB 到 10086 后，会收到短信“您将定制中国移动的书香阅读包业务（3 元/月）
并一次性提前支付 3 个月信息费，优惠价 3 元，回复任意短信确认订购支付，无回复则不订购，
中国移动”。短信中所讲的“优惠价 3 元”，是指一次性提前支付 3 个月的信息费共 3 元，即 1
元/月。
书包页面首页显示的书包资费 3 元/月，是指书包资费原本的定价是 3 元/月，而用户实际使用
所支付的费用仅为 1 元/月，另 2 元是由政府和运营商补贴的。
六、活动咨询及联系
1、活动官网：http://dg.qefeng.com
2、活动办公室联系电话：23058616、23056763、23056091
3、活动办公室传真：23058005
4、活动专用邮箱：xdgxyd@163.com

【附件： “阅读之星”评选活动介绍】

“阅读之星”评选活动
一、评选对象。
参加“新东莞•新阅读”全民掌上阅读活动并阅读包内图书、投递指定书目读书征文的所有市民。
二、评选方法。
1、读书征文结合后台提取的阅读图书数量，综合评分，分数由高往低取，每季度评选 10 名。
2、读书征文：由参选个人根据指定书单撰写读后感或书评，按指定方式进行投递。
三、表彰奖励。
获得"阅读之星"的人员，将在活动总结表彰大会上颁发奖杯及证书，并给予奖励价值 2000 元人民币
的购书券或手机话费充值卡。
四、征文投递方式。
如是信件投递，请在信封注明"XX（单位）XX（姓名）征文"；如是邮件，则请在邮件标题注明。通
过以下三种方式投递：
1、信件投稿地址：东莞市鸿福路 99 号行政办事中心十楼，文明委 "新东莞•新阅读"全民掌上阅读
活动工作组（收），邮编：523888；
2、电子邮箱地址：xdgxyd@163.com；
3、点击网页中"我要投稿"按钮，上传 word 文档或者直接输入作品内容。
附：读书征文指定书目

“阅读之星”评选活动读书征文
指定阅读书目
序号

书名

作者

二级分类

1

冰心传

郭一平

传记

2

复婚

魏子

都市

3

新中国

（清）陆士谔

古典

4

国语

（春秋）左丘明

古典

5

礼记

{春秋}孔子

古典

6

嫡系

竹林墨客

官场

7

扫描 80 年代女生

创洁

纪实

8

狼教育

童世军

教育

9

比尔·盖茨对话录

唐明磊；蒋成义；李莫凡

经管

10

团队，“核心”竞争力

樊文超

经管

11

左手李彦宏右手马化腾

张笑恒

经管

12

致加西亚的信：超级执行力培训手册

程华达

经管

13

“抠门”出效益

邓琼芳

经管

14

从秦皇到汉武

曙光

历史

15

高效能人士的习惯全集

远光

励志

16

鱼缸里的秘密航行

贾亚楠

励志

17

点亮心灯Ⅱ

李慧敏

励志

18

礼仪常识全知道

汪建民；丁振宇

励志

19

商场潜伏术

王璐

经营

20

别让生命太为难（悦读季系列·名家经典）

林丹环

励志

21

低调做人的哲学全集

李昊

励志

22

富人不说却默默在做的 36 件事

汪建民

励志

23

取与舍的人生经营课

李伟

励志

24

职场潜伏术

臧慧

励志

25

武则天

李娟

励志

26

商场狼道：驰骋商场的 86 种手段

王建中

商战

27

西班牙的陌生人

熙弦

言情

28

优秀员工的工作日志

段永琴

职场

29

假离婚

刘小华

言情

30

女人的战争

丁力

言情

说明：上述指定书目共 30 本，但因联通的活动书包与移动的活动书包包内图书有部分并不相同，因
此有可能会导致用户在一部手机上的活动书包中不能找到上述所有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