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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市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泰兴分公司

泰残发〔2019〕38 号

关于落实泰兴市残疾人信息消费

优惠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残联、市移动各分局：

根据中国残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支持视力、听力、言

语残疾人信息消费的指导意见》精神，深入贯彻实施《江苏省残

疾人保障条例》，引导支持我市残疾人深入参与信息消费，通过

通讯、网络和视听等途径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创造便利化

条件，拓展沟通交流渠道，拓宽就业创业道路，增强出行便利与

安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市残联与市移动公司在进一步深化合

作的基础上，推出残疾人“爱心福卡 2.0”优惠计划，具体如下：

一、办理“爱心福卡 2.0”对象

具有本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根据自身需求自愿办理移动“爱心福卡”的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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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爱心福卡 2.0”介绍

1.“0 元残疾人专享”：残疾人凭残疾证均可免费获取每月

1G 全国流量+100 分钟国内通话+100 条短信，优惠期 1 年。

2.“8 元爱心福卡”：资费 8 元/月，每月包含 2.1G 全国流

量+330 分钟国内通话，优惠期 1 年，1 年后进行接续。新客户专

享。此套餐月实际价值 98 元，泰州移动资费特惠到 8 元。

3.“18 元爱心福卡”：资费 18 元/月，每月包含 5G 全国流

量+400 分钟国内通话，优惠期 1 年，1 年后进行接续。新客户专

享。此套餐月实际价值 128 元，泰州移动资费特惠到 18 元。

4.“28 元爱心福卡”：

（1）残疾人通用版：资费 28 元/月，每月全国流量放心用

（10G 后限速）+500 分钟国内通话，优惠期 1 年，1 年后进行接

续。新客户专享。

（2）聋人专用版：资费 28 元/月，每月全国流量放心用（20G

后限速）+300 条短信，优惠期 1 年，1 年后进行接续。新客户专

享。

（3）盲人专用版：资费 28 元/月，每月全国流量放心用（20G

后限速）+500 分钟国内通话，优惠期 1 年，1 年后进行接续。新

客户专享。

可选择加 10 元/月得 100M 宽带和互联网电视（需缴纳 100

元光猫押金，不再使用时将押金充入话费）。此套餐月实际价值

188 元，泰州移动资费特惠到 28 元。

5.2018 年办理“爱心福卡”的残疾人用户自动接续原套餐。

三、办理“爱心福卡 2.0”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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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持本人身份证、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前往

移动营业厅办理新卡（营业厅网点见附件）。残疾人本人因行动

不便无法自行办理的，可委托家人办理，办理时需提供残疾人本

人身份证、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委托书和被委托人

的身份证。

四、工作要求

1.做好宣传组织。“爱心福卡 2.0”是减轻残疾人信息消费

生活成本、促进残疾人创业就业、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举

措。请各乡镇（街道）残联协同移动公司扩大知晓率，让有需求

有意愿办理的残疾人能及时享受政策带来的便利，融入社会。

2.加强安全保护。“爱心福卡 2.0”应当由残疾人本人办理

本人使用，严格遵守实名制，严禁他人代替冒领使用，严防网络

诈骗，防止不法分子有利可图，造成残疾人的损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查询网址：http://www.cdpf.org.cn/2dzcx/。

3.本方案自即日起执行。

附件：泰兴市办理“爱心福卡”移动营业厅网点

泰兴市残疾人联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泰兴分公司

2019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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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泰兴市办理“爱心福卡”移动营业厅网点

乡镇名称 联系营业厅 地址 联系电话

黄桥镇

黄桥镇十桥中路自办普通店 黄桥镇十桥中路（电信局对面） 13815993568

黄桥镇十桥南路带店加盟店 黄桥十桥南路 59 号 13914426999

黄桥镇东进东路带店加盟店 黄桥镇东进东路（中国银行对面） 13914426999

黄桥镇振泰带店加盟店
东进西路 57 号靠近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

行(黄桥支行)
15720778528

黄桥镇佳源广场恒之盛带店加盟店
黄桥镇佳源广场 2 号楼 1 楼（乐家超市入

口处）
13814476886

黄桥镇十桥路兴源带店加盟店 黄桥镇十桥路 68-72 号电信局南隔壁 13815994400

黄桥镇东进东路恒创带店加盟店 黄桥镇东进东路 10 号 15190617956

黄桥镇东进中路金震手机卖场 黄桥镇十桥中路十字路口（海澜之家隔壁） 18344838185

黄桥镇东进中路金震手机连锁卖场 黄桥东进中路(西门桥隆泰大药房对门) 15261059686

黄桥镇定慧铁通宽带体验店 黄桥镇定慧小区大门处 13401201668

黄桥镇城黄中路铁通宽带体验店 泰兴城黄中路 91 号 15052392176

刘陈河西路带店加盟店 泰兴市刘陈河西路 1 号 13961045798

刘陈交通东路宏晶特约代理点 刘陈交通东路菜场南 18344730689

溪桥府前街带店加盟店 溪桥府前街 37 号（溪桥路口） 18761034943

南沙西街带店加盟店 黄桥镇隆泰大药房(南沙店) 13815977288

南沙中街万福带店加盟店 黄桥镇南沙中街南 1 号 15852997993

南沙西街久荣特约代理点 南沙中学斜对面 15295249586

南沙桥头特约代理点 南沙华联超市斜对面 13815994828

南沙东街带店加盟店 南沙东街 126 号 15152488136

古溪镇

横垛创杰手机卖场带店加盟店
人民西路靠近泰兴农村商业银行(横垛信

用社)
15261066600

横垛跃进路华讯手机带店加盟店 人民西路靠近横垛派出所(人民西路) 13901438877

横垛跃进路铁通带店加盟店 横垛官横路（红绿灯十字路口） 15861078128

古溪镇中路带店加盟店 古溪镇私盐路 16 号 1395266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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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溪镇西路带店加盟店 古溪镇振兴西路 25 号 13626132158

古溪镇乾坤西路带店加盟店 古溪镇乾坤西路 19 号 15052385698

古溪镇中讯特约代理点 古溪镇农贸市场红绿灯处 13852883844

珊瑚镇 珊瑚镇二河新村带店加盟店 珊瑚镇金珊瑚路 1 号 15961046989

广陵镇
广陵镇广兴街带店加盟店 广陵镇广兴路（农行对面） 15961061877

宁界新宁西路带店加盟店 宁界好友多超市对面 18761058778

分界镇 长生兰方带店加盟店 泰兴长生跃进街 15195288168

虹桥镇

蒋华闸东街带店加盟店 蒋华闸东路 21 号（蒋华中学东面） 13852885288

蒋华振华路带店加盟店 蒋华振华路 17 号（华联超市斜对面） 13952664630

七圩祥福西街带店加盟店 七圩祥福西街 22 号（农行向东 50 米） 13852885288

七圩祥福街带店加盟店 七圩祥福街 68 号（农行向东 200 米） 13952658597

滨江镇
过船闸北街带店加盟店 印桥小区 A1 区 12 排 6 号 13605266914

马甸晶莹大街带店加盟店 马甸晶莹路 13952669333

曲霞镇
曲霞镇中街带店加盟店 曲霞镇曲霞大街 233 号 13921741678

曲霞镇东街带店加盟店 曲霞镇东街 195 号 15996078828

张桥镇

张桥镇江平南路带店加盟店 张桥镇农行隔壁 15861093888

张桥江平路带店加盟店 张桥镇供销超市隔壁 13914527520

焦荡政前东街带店加盟店 焦荡政前街 20-4 号 13852844487

焦荡镇前西街带店加盟店 焦荡镇前西街菜场对面 15061421041

河失镇

河失镇新广路特约代理点 河失镇新广北路 48 号 15190601301

河失城黄西路带店加盟店 河失镇城黄西路 12 号 15052379997

常周振兴南路带店加盟店 常周振兴北路 142 号 15961033814

常周振兴北路带店加盟店 常周振兴北路 148 13626138959

常周新国数码带店加盟店 常周振兴北路 68 号 18262595816

根思乡
根思大街带店加盟店 根思乡（根思初中对面） 13615186558

老叶同心路带店加盟店 老叶同心路(与兴隆路交界处) 13615190555

宣堡镇

宣堡佳伟通讯带店加盟店 宣堡镇邮政储蓄银行对面 15052880099

宣堡南大街带店加盟店 宣堡南街 16 号 13626132618

宣堡新区路带店加盟店 宣堡镇宣堡新区路（农行向南 50 米） 15052878538

元竹镇
元竹镇恒基通讯带店加盟店 泰兴市元竹镇姜八路 2号 15189909088

元竹镇姜八南路带店加盟店 S229 1836232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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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镇

南新梯青南路带店加盟店 南新梯青路(星地超市内) 13615190555

新街朝阳东路带店加盟店 泰兴市新街镇朝阳路 66 号 15261052220

新街北大街带店加盟店 新街镇朝阳路 50 号（信用社） 13615190555

新街朝阳路带店加盟店 新街镇 60 号 15961028075

姚王镇

姚王安泰路带店加盟店 姚王镇安泰路 10 号（新镇居委会） 15061083966

姚王安泰路赢信通讯带店加盟店 姚王初级中学对面 15261086607

十里甸园区带店加盟店 十里甸园区路口 13812492104

十里甸铁通宽带体验店 十里甸农村商业银行正对面 17849386027

十里甸大街带店加盟店 十里甸邮局正对面 13952659123

济川街道

根思路带店加盟店 根思路 116 号 15961000500

国庆桥带店加盟店 国庆东路 36 号（烟草公司对面） 15152981122

中国移动手机连锁卖场国庆东路店 国庆东路 159 号 13645269745

中兴大道金震手机卖场 中兴大道 169 号 18861005630

银杏新村社区宽带体验店 银杏新村三区一号 13-23 13401206288

万桥路社区宽带体验店 万桥路 92 号 17851396330

泰兴新区社区宽带体验店 东润路 125 号 15052377337

长征路金震委托加盟店 长征路 22 号 15190610022

祥生未来城带店加盟店 江平南路靠近祥生未来城 15261086607

国庆东路带店加盟店
府前街靠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泰兴市支

行)
13901435129

鼓楼西路西城手机卖场 鼓楼北路靠近泰兴市文化博览中心 15190608688

大生西街带店加盟店 大生西街 21 号（邮局对面） 13961080777

惠和佳园带店加盟店 惠和佳园 38 幢 1-101 室 13401204235

捷迅发国美电器手机连锁卖场 鼓楼西路 21-23 号（国美电器 1 楼） 18362834658

镇海门桥社区宽带体验店 鼓楼西路 91 号靠近印象泰兴杂志社 15850851699

通江路金世纪特约代理点 通江路 18252664683

铁通带店加盟店（OPPO 专卖店） 鼓楼南路 23-25 号 15850851699

延令自办普通店 泰兴市江平中路 68 号 13815990655

金震手机连锁卖场 鼓楼西路靠近中国工商银行（泰兴市支行） 18861005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