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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故事

两种渠道查询投诉处理状态

“投诉电子工单透明化”满足客户知情权

1 月 18 日， 中国移动 139

说客正式推出升级版本，面向

全省通信客户开放， 中国联

通、电信客户均可注册、登陆

139 说客（shequ.10086.cn），进

行快速沟通以及在线社区交

流。

中国移动继飞信、139 邮箱

之后在移动互联战略导向下，

于 2008 年 9 月 10 日布局“139

社区”（www.139.com）。 考虑到

“微博”热点，于 2009 年 8 月 17

日全新推出 139说客。2010年 6

月，中国移动统一门户网站后，

139 说客启用新子域名 shequ.

10086.cn。目前，139说客已经与

新浪微博等 SNS 平台实现同步

互通。 据统计，139 说客经过两

年多发展， 注册客户已经超过

4000 万人，其中约 1000 万人成

为活跃客户。

考虑到 Facebook、Twitter、

新浪微博再度成为 2011 年开局

热词，而人脉关系更是传统互联

网 / 移动互联网内的最热门话

题，2011 年初中国移动 139 说

客全新升级，为广大客户拓展人

脉、 分享生活带来了新的机会。

本次推出的 139 说客升级版本

有效实现了全客户开放， 联通、

电信客户均可注册、登陆，而且

139 说客升级版本打通了移动

应用产品聚合通道，类似于第三

方应用的网盘、I 联系、MM、飞

信、139 邮箱等多个中国移动产

品，均可通过 139 说客入口一站

进入，无需经过多点登录。

■黄宇

今年，湖南移动以“移动贺

岁亿万礼、人人拿奖好韵味”为

主题开展有奖促销活动， 为全

省的移动客户备足了亿万好

礼， 包括笔记本电脑、 液晶彩

电、加油卡、手机支付红包，千

份 4999元幸运大奖。 广大客户

被移动公司丰富的礼品、 多彩

的业务以及精彩的演出深深吸

引， 纷纷走进移动营业厅或代

办点， 通过办理业务领取自己

喜欢的礼品。 移动贺岁促销如

寒冷冬日里的一抹阳光温暖着

万千客户的心。

本次贺岁促销， 湖南移动

紧紧围绕“感恩客户、 感恩生

活、感恩社会”的主旋律，“三重

好礼” 促销方式也更加贴近客

户， 回馈方式也较以往更加直

接。 与往年不同，此次移动贺岁

促销参与门槛低，途径多，客户

除了通过参与普送， 还可通过

办理任意玩转月包、参与“1+N”

活动等方式参加 2 次刮刮卡抽

奖活动。 为增强刮刮奖的吸引

力， 每 10000 户设置一名特等

奖，奖励价值 4999元礼品。在此

期间，湖南移动还相继推出“家

庭计划加优惠、 亲情手机免费

拿”营销活动，家庭“1+N” 亲情

计划超值购 TD座机、 老人机、

儿童机、神州行“两城一家”、动

感地带“非常假期”、“神州行拜

年卡”、“神州行创业卡”、“长话

包” 等众多让利于民的优惠活

动， 真正让广大客户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关怀和实惠。

据了解， 湖南移动除普送

大礼给客户实惠外， 还精力集

中为客户提供更多关怀及优质

通信服务。 一方面，所有营业厅

继续坚持“便捷服务、满意 100”

的优质服务承诺， 高度重视客

户的投诉与咨询， 使客户能明

明白白消费。 另一方面，湖南移

动积极引导客户使用便捷的电

子渠道办理业务。 如：设立了专

门的兑奖台席， 及时为在电子

渠道办理缴费或新业务年包的

客户兑换礼品； 在自助营业厅

旁边醒目位置粘贴服务牌，告

知客户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突显人性化服务。

近段时间正是农民工、学

生等返乡探亲的高峰期， 又是

大年前期习俗赶集的高峰期，

湖南移动各分公司也积极地为

返乡人员提供周到而细致的服

务。 如邵阳移动大祥分公司分

别在蔡锷、 雨溪等六个赶集乡

镇和人口密集的火车站， 以搭

台唱戏、现场促销、有奖问答的

宣传形式， 将“移动贺岁亿万

礼、人人拿奖好韵味”的活动内

容深入到农村各家各户。 在邵

阳大祥红旗营业厅， 一名抽中

海尔洗衣机的返乡工激动地说

道：“一直想为母亲买一台洗衣

机， 没想到预存一百元话费就

让我圆了一点小小的孝心，感

谢移动公司！ ”其他很多中奖客

户也纷纷称赞移动公司贺岁促

销最有“人情味”，给予客户真

真正正的实惠。 ■欧阳一平

� 1 月 16 日， 新田县移动分公司工作人员把一等奖

奖品———容声冰箱送到客户家里。 ■肖斌 摄

超多礼，超实用，超给力

湖南移动贺岁促销飘满“人情味”

“阿姨，我暂时不回隆回了，我

先给您老送一台洗衣机。 ”小伙子

乐呵呵地拨打手机。 电话那头肯定

是百般推辞，“不是的，是我在移动

公司中到的奖。 移动贺岁亿万礼，

人人拿奖好韵味……。 ”

电话那头肯定是没弄明白小

伙子的意思。 小伙子旁边的女孩子

抢过话筒说：“妈，小彭，在移动交

话费，中了一台洗衣机，先放咱家

里，移动公司就会来送奖，您老先

接到，我们正要赶回隆回呢”。

目前，邵东移动正组织“移动贺

岁亿万礼，人人拿奖好韵味”首次大

型送奖活动。导办员说：“我们正组织

对特等奖、一等奖中奖客户进行送奖

上门，你不用自己搬，我们给您送”。

“我家在隆回，这次跟女朋友

首次来邵东见她父母。 嘻嘻……没

想到意外中了奖……”。

原来隆回的小伙子到邵东相亲，

手机没话费了，他就到营业厅顺便交

了一百元话费就中奖了。中心营业厅

人山人海的客户看到乐歪嘴的隆回

小伙子，七嘴八舌地给他出主意。

“小伙子，来邵东相亲，移动公

司给您送婚礼，你好有福气呢”。

“首次来邵东就在移动公司中

大奖，这门婚事一定搞得成”。

“小伙子，先将洗衣机放在未

来丈母娘家里，到时迎亲时，风风

光光地一次接回去，省得麻烦呢”。

“送给未来丈母娘算了，把人

家的妹子都娶了”。

“……”

围观的大伙你一句我一句的

建议， 隆回小伙子不知听谁的好，

只是一个劲地笑。 还是隆回小伙的

女友灵泛些，“要不， 你先放到我

家，过些日子再说吧。 ”笑歪嘴的隆

回小伙欣然接受了女友的建议，于

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宁文彬

移动贺岁送婚礼 隆回伢子笑歪嘴

应中国移动《关于开展投诉处

理透明化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湖

南移动于近日开始对客户开放“投

诉电子工单透明化”项目。项目实施

后， 所有移动客户可以通过短信营

业厅和湖南移动门户网站两种渠

道，自助查询近 90天内客户投诉与

建议工单处理状态。具体方式是：编

辑短信 511 货或者 CXTS# 投诉工

单编码发送到 10086查询， 或者直

接登录登陆湖南移动门户网站

www.hn.chinamobile.com查询。

据了解，2007 年 8 月底开始的

“投诉电子工单透明化项目” 只针

对湖南 VIP 客户开放，此次项目上

线是针对所有湖南移动客户。 项目

上线充分满足了投诉客户的知情

权， 有效提升了投诉客户满意度。

而湖南移动投诉工作也实现了“内

外透明、客户知情、一点派发、全网

响应”的目标。 ■张薇 向继玮

临近春节，为切实满足广大客

户的“春运”订票咨询需求，湖南移

动 12580 积极发挥移动热线服务

优势，通过人工、自动等方式积极

配合开展机票、火车票、汽车票的

票务查询和订票优惠，多措并举给

力 2011春运。目前已为 1.5万客户

提供长途汽车票务信息查询。

据了解，12580商旅专席为广大

客户提供航班信息查询、机票余量咨

询以及订购等， 客户拨 12580按“3”

键或直接咨询人工，即可足不出户轻

松安排行程。节日期间还特推“12580

订机票，送手机红包”商旅优惠活动，

吸引近 3万多客户感受 12580服务。

同时，移动组织专人搜集全省各地市

火车站开放情况、 车票代售点信息、

广铁集团火车订票热线、最新列车运

行图等春运热点信息， 重新核实并

丰富全省各大长途汽车站点信息、

长途汽车购票服务热线， 第一时间

录入中央信息库，及时为广大客户提

供列车时刻、站点、票价、车次等信息

查询，为出行客户提供周到、便捷的

查询服务， 并通过短信通知、 语音

IVR提醒、 网站等诸多方式加强客

户引导宣传。 ■向继玮王艳楚莎

1月 16日， 益阳移动邀请多位本地书法名家开展送春联下乡活

动。第一站选在益阳新市渡欧公殿村。上午 9时，活动现场挤满了从四

面八方聚拢来的农民朋友，争先恐后要求自己所喜欢的书法家为其书

写春联。 短短 3个多小时，益阳移动就免费送出春联 200余幅。

■张秀峰杨文燕

移动、联通、电信用户均可注册

139说客：拓展人脉，分享生活

查询车票信息又添新途径

移动 12580 给力 2011 春运

移动营业厅内，参与贺岁促销的市民络绎不绝。 ■郭金香 摄

长沙移动在黄兴路步行街举行的贺岁促销颁奖现场，丰富的礼品吸引了众多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