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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开展残疾人

信息消费优惠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残联， 经开区社会发展局？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根据《安徽省 “ 十四五 ”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皖

政〔2022〕4号）要求， 落实残疾人信息消费资费优惠政策，

促进残疾人信息消费， 实现信息交流无障碍， 市残联己协调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淮南分公司分别制定出台了

符合残疾人使用的信息产品， 为残疾人提供话费优惠套餐

（详见附件）。 需办理优惠套餐的持证残疾人可以到中国电

信、 移动、 联通用户各网点办理。 各县、 区残联要及时向残

疾人宣传此项活动，力口大宣传力度， 提高知晓率。

附件1：中国电信残疾人优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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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残

疾人优惠套餐规则

附件3：中国联通残疾人特殊套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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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国电信残疾人优惠套餐规则

一、 资费内容

对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淮南电信用户，

在现有套餐基础上免费赠送100分钟全国通话或者200M全

国流量。

月基本费 内容

0元 赠送200M全国流量

0元 赠送100分钟全国通话

二、 适用范围

（一）适用于中国电信所有手机用户开放

（二）每个号码从两档优惠中可申请一档， 不能重复订

购。

（三）适用于预付费及后付费用户。

三、 流量包业务使用规则

（一）流量包内流量为国内流量， 可用于4G、3G、2G 上

网方式， 限在中国大陆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使用， 不含

WLAN ( Wi -Fi ）上网。

（二） 流量抵扣顺序

定向流量包、 闲时流量包、 假日流量包、提速流量包、 赠

送全国流量、 非账单支付流量力口餐包、 流量力口餐包、 套餐内

全国流量、 畅享升级包、 后向全国流量季包、 非账单支付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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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年包流量、 季／半年／年包流量、 超出后执行套外流量

资费。

（三）流量包的包内流量及月功能费， 不计入套餐外流

量封顶及费用封顶值计算。

四、 语音包业务使用规则

（ 一）包内语音时长包含国内主叫时长， 国内通话范围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二）单次通话时长计算方法： 通话时长计费单元为分

钟的，不足1分钟部分按1分钟计。

（三）抵扣顺序：语音包内语音优先于套餐内语音使用。

五、 其他规则

（ 一）生效规则： 订购立即生效， 订购当月包内赠送全

月。

（二）变更、 退订：次月生效。

（三）套餐包月内容不参与套餐共享， 副卡不可分享主

卡订购的包月流量包内业务量， 副卡可单独订购包月流量包。

（囚）不适用于流量不清零规则。

（五）续约规则： 包月流量包资费的有效期为2年， 到

期到期后根据届时政策再行商定。

（六）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凭本人身份证件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淮南电信用户可以受理， 不得重复办

理， 不得转让给他人使用， 一 经发现， 取消使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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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

淮南分公司残疾人优惠套餐规则

一、 爱心卡套餐（新客户办理〉

1.爱心卡（流量版）

月使用费19元， 包含来电显示、 国内语音主叫国内50

分钟（超出后0. 10元／分钟）、30GB定向流量、 国内通用移

动数据流量5GB C超出后按0.29元／MB收取， 累计5元可使

用至lGB， 按此规则循环〉 。 可享1个全国亲情网（统付版）

群组基本功能， 可开通骚扰电话拦截功能。 国内被叫免费。

国内不含港澳台， 未说明部分按标准资费计费。 套餐包含的

语音、 流量等资源不可共享

2.爱心卡（语音版〉

月使用费19元， 包含来电显示、 国内语音主叫国内40

0分钟（超出后0. 10元／分钟〉、 lOGB定向流量、 国内通用

移动数据流量2GB C超出后按0.29元／MB收取， 累计5元可

使用至lGB，按此规则循环〉。可享1个全国亲情网（统付版）

群组基本功能， 可开通骚扰电话拦截功能。 国内被叫免费。

国内不含港澳台， 未说明部分按标准资费计费。 套餐包含的

语音、 流量等资源不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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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爱心卡套餐与附加包中爱心优惠流量包、 爱心优惠

语音包三选 一 ， 客户择 一 办理， 不可同时办理。

二、 附加包类（老客户办理）

1.爱心优惠流量包〈国内1GB*l2个月〉 （二选 一〉

2.爱心优惠语音包（国内100分钟＊12个月〉 （二选 一〉

注：附加包中爱心优惠流量包、 爱心优惠语音包与爱心

卡套餐三选 一 ， 客户择 一 办理， 不可同时办理。

三、 办理方式

仅限持有中国残联统 一 制发、 套印中国残疾人联合印章

残疾人证的新老残疾人（听障／言语障碍）客户

开通渠道： 营业厅

开通方式： 本人办理

委托他人代办： 委托他人持有相关证件及委托人身份

证；对于因身体等原因不方便到营业厅办理资费的客户， 客

户联系10086提供预约上门办理的服务。



附件3

中国联通残疾人优惠套餐规则

一 、 资费内容

对持有中国残联统 一 制发、 套印中国残疾人联合印章残

疾人证的残疾人， 可持本人身份证和残疾人证或委托他人持

有相关证件及委托人身份证在已有中国联通手机号码及套

餐基础上额外赠送100分钟全国主叫分钟数或每月500M全

国流量〈二选 一）， 领取后立即生效。 有效期36个月。

老用户， 优惠如下：

套餐 残疾人优惠礼包 有效期（月）

100分钟全国语音时长

不限套餐 或者每月500M流量（二 36 

选 一 〉

新用户， 优惠如下（任选 一 〉

畅视王卡资费

套餐包含

产品名称 月费 国内 国内 特权
短信 定向流量

1、五
口

立曰 流量

畅视王卡 200分 200 lOG腾讯专 无障
29元 2G 

基础版 生中 冬／，、 属流量 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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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通
畅视王卡 400分 400 20G腾讯专

19元 4G 信服
公益版 告中 卢4、－ 属流量

务

畅听王卡资费

套餐包含

产品名称 月费 国内 国内 特权
短信 定向流量

语音 流量

畅听王卡 100分 100 30G腾讯专 可开
29元 2G 

基础版 告中 4λ々J、． 属流量 通5

畅听王卡 100分 100 70G腾讯专 个亲
19元 4G 

公益版 钟 ＂）�位、－ 属流量 情号

本次专项优惠即日起执行， 如有调账另行通知。 对于因

身体等原因不方便到营业厅办理资费的客户， 客户联系100

10或者直接拨打5333366提供预约上门办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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