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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 接入”新套餐 + 新联邦福利 = 免费的互联网服务 
新推出的低成本宽带套餐，网速高达 100 Mbps，无数据流量上限 

  

达拉斯市 – 2022 年 2 月 7 日  

 

AT&T* 将符合条件的家庭的每月上网费用降至最低（0 美元）。即日起，通过我们新

推出的一项低成本 AT&T 接入套餐，以及平价网络计划 (ACP) 提供的联邦补助金，即

可实现免费上网。 

 

免费的互联网服务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AT&T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AT&T 接入”套餐现提供更高的网速，上下行对称速度可高达 100 Mbps，每月收

费 30 美元，而我们最初的“AT&T 接入”套餐提供的网速最高为 10 Mbps。此外，

全新推出的 30 美元“AT&T 接入”套餐并未设定数据使用的上限。1  
  

如果客户更心仪原来 10 Mbps 或更低网速的“AT&T 接入”套餐，那么也不必担心。

这些客户仍然可以使用原来的套餐，获享可靠的网络服务，每月只需支付 5 - 10 美

元。1  
  

如果家庭符合 ACP 的条件，那么也将符合加入“AT&T 接入”套餐的条件，包括获享

最新的网速等级。符合条件的家庭每月可享受多达 30 美元的 ACP 补助金（如果家庭

居住在符合条件的部落地区，每月可享受多达 75 美元的补助金），然后每月即可免

费上网。 
  

我如何才能获享免费的互联网服务？ 
  

首先，确认您有资格获得 ACP 补助金，并前往 acpbenefit.org 获得联邦政府的国家

验证程序批准。然后致电 (855) 2205211 联系我们。我们将核实您所获得的 ACP 批

准，并为您安排相应的 ACP 补助金套餐。 
  

您可以自行选择将 ACP 补助金用于“AT&T 接入”套餐或者我们现有的大多数 AT&T 

互联网套餐。查看您所在地区提供的 AT&T 互联网套餐。 
  

如果我想在“AT&T 接入”之外的其他套餐中使用 ACP 补助金，该怎么办? 
  

如果不确定，询问即可！您可将 ACP 补助金用于我们现有的大多数 AT&T 互联网套

餐。这表示，在我们提供的大多数套餐中，符合条件的客户每月可节省多达 3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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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客户居住在符合条件的部落地区，每月可节省多达 75 美元）。其中包括我们

的超高速 AT&T 光纤套餐，在 70 多个大都市地区的网速高达 5G。2  

  

客户还可以自行选择将 ACP 补助金用于 AT&T 预付费套餐或 Cricket 无线套餐。每个

家庭只能领取一份补助金。 
  

目前，我正在领取紧急宽带福利 (EBB) 补助。我需要做什么？  
  

目前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您目前获享的福利将保持不变，直至 3 月 1 日。若要从 3 

月 1 日起领取 ACP 补助金，环球服务管理公司 (Universal Services Administrative 

Co., USAC) 将会与您取得联系，以再次确认您的资格。如果您符合 EBB 项下因受新冠

疫情影响而暂时无收入这一标准，国家验证程序将需要在 3 月 1 日之前根据不同的标

准重新验证您的资格。 

  

需要注意的是，从 3 月 1 日起，每月补贴额将从 EBB 套餐的最高额 50 美元降至 ACP 

的最高额 30 美元（居住在部落地区的客户获享的补助金没有变化）。 
  

相关评论： 
  

来自亚特兰大的 Ebony Ford 表示，“AT&T 接入”套餐堪称是雪中送炭，在她最需要

的时候提供了关键的支持：“我没有车，没有工作，没有钱，也没有网络。我发现了

‘AT&T 接入’套餐。对我而言，这让我得以继续使用网络，来申请补助金、寻找儿

童保育计划、找工作和参加培训。这确实为我重整旗鼓奠定了基础。这一切都源于

‘AT&T 接入’套餐。”观看此视频，了解 Ebony 的更多感言。  
  

宽带管理与策略部高级副总裁 Cheryl Choy：“让低收入家庭负担得起家庭互联网服

务，这是缩小数字化鸿沟的重要一步。新推出的‘AT&T 接入’套餐提供了更高的网

速，没有数据流量上限，并且允许使用联邦 ACP 补助金。免费的互联网服务在完成家

庭作业、申请工作或接受医疗护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AT&T 还推出了哪些措施来缩小数字化鸿沟？  
  

AT&T 有一项为期 3 年、价值 20 亿美元的承诺，即 AT&T 互联学习计划，致力于通

过提供低成本宽带服务、参与 ACP 以及慈善捐款，解决数字化鸿沟问题。 

 

您可以点击此处，阅读关于我们目前采取哪些措施来缩小数字化鸿沟的更多内容。 

 

*AT&T Communications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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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帮助亲朋好友、邻里乡亲以有意义的方式保持联系。从 140 多年前的第一次

电话通话到如今的移动视频流，我们 @ATT 不断锐意创新，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

AT&T Communications 隶属于 AT&T Inc. (NYSE:T)。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att.com。  
  
免责声明 

  
1 10Mbps 及以下的接入套餐有数据流量限额。超出这些限额的客户可能需要支付 10 美元的费用。2022 年 4 月 30 

日之前，AT&T 将免除“AT&T 接入”套餐客户的数据流量超额费用。 

  
2 在特定区域限量提供。声明的网速代表的是家庭和推荐设置中有线网速的最高值。我们无法保证客户的实际网

速。单台设备的有线网速最高可达 4.7Gbps。访问 att.com/speed101 了解详情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Jessica Swain 
AT&T 企业通讯部 

电话：(415) 613-4267 

电子邮箱：js056a@a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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