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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挽留携号转网用户 运营商“慌了”

变相留客

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流程，有携号转网需

求的用户，只需编辑短信CXXZ#用户名#证

件号码，发送至10086（中国移动）/10001（中

国电信）/10010（中国联通），即可查询到号码

是否具备携入资格，并获取授权码。

然而，不少用户反映，自己在通过短信方

式查询号码是否具有携转资格后，就接到了

来自运营商的挽留电话，挽留的手段包括在

一定时间内赠送流量、返还话费、套餐打折

等。一旦接受了运营商这些优惠政策，用户一

定时间内将无法轻易转网。

有中国联通的用户表示，原来每次回到

家，手机信号都会降为3G或者E（EDGE网

络），有时候电话都接不到，打电话向中国联

通反映了很多次都没有下文。直到自己咨询

了携号转网的事情后，中国联通一天之内打

来四个电话，表态将派运维人员上门了解手

机信号不佳的情况。

一位中国移动的用户也反映，同样是发

了条查询短信，结果当天下午就接到了来自

中国移动客服的三个询问电话，自己表示因

为套餐资费贵所以想要转网，客服人员表示

可以为其重新办理8元月租的新套餐。

另有中国电信的用户表示，刚查询完携

号转网的资格，手机上就收到了一条来自中

国电信的短信。短信显示，该用户可以免费领

取一款流量权益包（65GB），能持续领取13个

月，每月领取5GB流量。不过，协议期内如果

用户单方面退订优惠，需支付100元违约金。

针对为何会出现针对携号转网行为的挽

留电话，北京商报记者联系采访了三大运营

商相关负责人。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电信在集团层面并没有这类挽留用户的部

署；截至记者发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相关

负责人暂未回复。

合规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运营商种种变相留客的

行为，在让部分用户获得优惠的同时，也引发

了外界对这类行为是否合规的质疑。

根据工信部印发的《携号转网服务管理

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在提供携号转网服务

过程中，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阻止、拖延向

用户提供携号转网服务；不得在用户提出携

号转网申请后，干扰用户自由选择。

在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看来，不必对《携

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过度解读。他表示，“无

正当理由拒绝、阻止、拖延向用户提供携号转

网服务”，并不包括挽留，且运营商的挽留行

为都发生在用户“查询携转资格”后，“申请携

转”前。

资深电信分析师马继华也强调，工信部

对携号转网中的运营商行为有明确要求，运

营商不会违反要求，也没必要违反要求。不

过，运营商的变相挽留行为，应该是存在的。

有些用户因为不了解一些功能或者优惠活

动而选择携号转网，这是信息不对称造成

的，运营商及时地推荐会起到挽留作用。作

为服务型企业，运营商多一些服务举措，也

是无可厚非的。

虽然挽留用户的行为本身并不算违规，

但如果运营商由此制定出了差异化套餐，仍

然可能违规。《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要求，

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为携号转网用户设置

专项资费方案和营销方案”。

付亮表示，有的运营商制定出仅向有携

号转网意愿的用户提供的、不公开的定向优

惠，例如向某些用户赠送话费或流量，同时要

求这些用户一年内不能转网。这样，在原来新

老用户差异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三种套餐：老

用户套餐、新用户套餐、有携号转网意愿用户

的套餐。这会与《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的

要求相违背。

竞争考验

对于运营商而言，携号转网是一场看不

见硝烟的存量用户争夺战。根据工信部的数

据，11月10日-26日，在全国范围内，中国移

动携入用户36413户，携出用户30164户，净

携入达6249户；中国电信携入用户25733户，

携出用户19555户，净携入6178户；联通携入

用户16525户，携出用户28952户，净携入

-12427户。

业内人士表示，可以看出，中国移动是携

号转网试运行期间的最大赢家。为了在后面

的竞争中赢得更大主动，12月以来，中国电信

和中国联通两家不仅开始变相挽留有转出意

向的用户，也试图通过改进服务来吸引更多

用户转入。

12月6日，中国电信宣布，为保障新携入

用户享有与老用户相同的权利，天翼防骚扰

业务已支持新携入用户使用，且用户在携号

转网办理成功的当天，即可订阅和使用天翼

防骚扰业务。据了解，天翼防骚扰业务可为用

户提供骚扰电话、营销电话及自定义号码拦

截服务，能根据用户个人意愿拦截各类骚扰

电话，业务资费0元/月。

马继华表示，从携号转网的角度来看，

提供更好的网络体验是重中之重，未来用

户的选择也主要看4G和5G网络的质量。中

国移动的网络覆盖好，但用户太多；中国电

信的网络用户少，但网速好；中国联通的网

络覆盖和网速现在都不占优势，需要大投

入来加强。不过，远水不解近渴，中国联通

要想留住老用户，还是要从打造自身特色

能力上下功夫。

近日，中国联通宣布，以推进携号转网为

契机，新增业务异地办理、异地交付、异地信

息查询三大服务。此外，中国联通还推出“亲

情全国通”“智慧沃家全国享”两大跨域产品，

其中“智慧沃家全国享”可以实现跨域办理手

机宽带组合套餐，本地与异地号码皆可作为

副卡，由主卡统一交费。

“中国联通开启了全国跨区域融合的竞

争节奏。”马继华表示，跨域服务与跨域融合

产品打破了通信行业以属地化服务为主的传

统服务模式，解除了通信产品的地域属性，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今后另外两家运

营商也会推出类似的产品和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濮振宇

携号转网服务正式启动还

未满月， 三大运营商就已经慌

了。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

现，不少用户刚刚查询完携号转

网资格， 运营商的挽留电话就

已经打来， 挽留的手段包括赠

送流量、返还话费等。业内人士

表示， 携号转网关乎存量用户

的争夺， 因而运营商各种花式

留客的行为不难理解。不过，小

恩小惠只能短暂挽留用户，运

营商只有不断提升服务， 才能

长久地赢下用户的“心”。

继上海懒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懒财”）之后，12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获悉，

前LeEco创始人、现FaradayFuture（FF）创

始人兼CPUO贾跃亭个人重组计划又被上海

奇成悦名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奇成”）及

其关联公司申请取消，给这项方案增加了越来

越多的不确定性。现如今，FF的事业已经是贾

跃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若是破产重组方案得

不到债权人通过，FF之后的融资与发展也无法

继续，因此贾跃亭能否翻身便在此一举。

前有“狼”后有“虎”

贾跃亭债务处理小组负责人透露，奇成

已经正式向债权人信托受托人提交了取消贾

跃亭破产重组的提议。

北京商报记者试图查询关于奇成的详细

信息，但该公司并没有外部可登录的官网。百

度企业信用显示，奇成成立于2015年5月21

日，由上海奇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控

股；天眼查显示，该公司疑似实际控制人为阚

家鸣，拥有多年的投资银行经历，曾负责或参

与了多起IPO项目。

实际上，奇成与乐视控股存在一起法律

诉讼，在该案中，贾跃亭是被申请人，此外，该

公司也是贾跃亭破产重组债权人委员会五家

成员之一。“在11月25日结束的美国特拉华州

听证会上，提问最多的就是奇成的代表律师，

问了很多关于贾跃亭设立个人家庭信托和8

月买豪宅的问题。”一位参加听证会的相关人

士说。

北京商报记者就奇成申请取消贾跃亭破

产重组一事致电该公司，接电话的工作人员

表示对此事不清楚。

而在贾跃亭破产重组计划公开后，懒财

曾首先提交申请，要求驳回贾跃亭个人破产

重组案件。懒财方面在申请中表示，如果贾跃

亭个人破产重组不能驳回，则要求从特拉华

州法院转到加州法院。懒财方面提出的一项

理由包括，贾跃亭债务债权人主要位于中国，

而贾跃亭在美申请个人破产，其中涉及到语

言不便等问题。

工商资料显示，懒财成立于2016年1月，

法定代表人为王玉龙，注册资本2000万元。

2018年12月，懒财曾向美国加州中央地方法

院提起诉讼，成功冻结了贾跃亭在其新能源

汽车项目FF的全部股份以及他的四幢豪宅别

墅，总计价值15亿美元。

债权人的博弈

两个月前，贾跃亭债务处理小组发布《有

关贾跃亭先生个人破产重组及成立债权人信

托的声明》，表示贾跃亭已于美国当地时间10

月13日主动申请个人破产重组，这将成为解

决贾跃亭个人余下债务并保障债权人利益的

最佳方案。

但此事并未顺利进行，反而引发了奇成、

懒财与多数债权人的博弈。

在贾跃亭债务处理小组负责人看来，“懒

财有预谋地试图低价拍卖FF股权，其最终目

的是恶意强行处理FF所有资产，以更低的

价格拿到FF股权，搞垮FF从而侵吞所有债

权人的应得权益，同时也拖慢贾跃亭个人债

务解决进程，严重影响FF完成B轮融资，甚

至导致FF跌入深渊。而奇成跟懒财一样，就

是想阻止贾跃亭破产重组，以提前获得独享

拍卖FF股份，这将导致其他绝大多数债权

人血本无归”。

不过，据FF中国方面的消息，奇成的动作

已经得到多家债权人的抵制，包括西藏金梅

花在内的多家债权人已经提交提议反对奇

成、懒财取消破产重组的行为。据悉，目前在

贾跃亭90多家债权人中只有两三家支持奇成

的提议，也就是只有2%、3%的支持率，此外，

债权人委员会也已经正式向美国法院提交了

反对懒财关于取消贾跃亭破产重组的提议。

一家提出反对奇成的债权人律师表示，

“奇成希望阻挠破产重组，从而让它们优先瓜

分贾跃亭的个人资产，而绝大多数债权人将

因此蒙受巨大损失，我作为律师的任务就是

认真评估贾跃亭的个人破产重组方案和FF的

产品技术水平以及未来前景，然后提供给客

户做决策的依据”。该律师表示，贾跃亭破产

重组方案已经比较合理了，现在就看决策的

债权人们是否愿意再相信贾跃亭一次。

重组希望多大

对贾跃亭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重

组方案通过。日前，他在债权人听证会上表

示，如果破产重组完成，就回国推动FF中美双

主场策略。

但到底能否顺利重组，取决于债权人的

态度。据公开报道，负责代理此次贾跃亭个

人破产重组案的律师韩丽此前曾表示，贾跃

亭选择美国破产法中的Chapter11破产重

组，根据相关规定，债务人须制订一项偿还

债权人的重组计划，并且需要债权人支持这

一计划。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贾跃亭对全体债权

人承诺，虽然自己在破产重组方案通过后将

不再个人持有任何FF股权，但自己甚至愿意

与债权人签订协议，在FF达成一定业绩目标

和市值之前，自己也不得接受任何FF的高管

股权激励。据悉，双方已经商量了推进破产重

组新的时间表。

一位不愿具名的债权人代表律师表示，

其实贾跃亭在此前举行的债权人大会上针对

个人破产重组方案已经充分采纳了债权人意

见并且作出了较大的让步，得到了绝大部分

债权人的认可，奇成、懒财两家公司由于此前

在美国仲裁胜诉，如果贾跃亭没有申请破产

重组，它们拥有优先处理贾跃亭个人资产的

权利，这无疑跟绝大多数债权人的利益是完

全对立的。

“我们支持任何债权人合理合法地提出

自己的诉求，也不反对任何债权人采取法律

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通过捕风捉影的

谣言试图拖慢破产重组的进程，进而伤害到

绝大多数债权人和FF的利益，这是我们决不

能接受的，对于奇成代表律师此前对FF员工

的诽谤性言语，我们会保留起诉的权利。”上

述贾跃亭债务处理小组相关人士说。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指出，对贾跃亭最重

要的是时间，如果由于阻挠而不能尽快就破

产重组方案跟债权人达成一致，一方面FF公

司的B轮融资会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绝大

多数债权人可能会血本无归。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三大运营商携号转网情况（11月10日-26日）

中国移动

36413
30164

6249

中国电信

25733
19555

6178

16525

28952

-12427

中国联通

屡遭抵制 贾跃亭破产重组何处去

贾跃亭破产重组大事记

11月中旬
上海懒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要求
驳回贾跃亭个人破产重组案件

11月26日参加破产重组债权人会议

12月6日在特拉华州出席债权人听证会

12月11日
上海奇成悦名投资合伙企业及其关联
公司申请取消贾跃亭破产重组计划

贾跃亭债务情况

10月13日主动申请个人破产重组

11月11日向债权人发出致歉信

已偿还超过

30亿美元
剩余债务总额

36亿美元
债务净额

20亿美元

携入用户 携出用户 净携入 （单位：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