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2011年4月21日 星期四

B04

移动周刊

市民通过移动手机支付刷手机购物。

湖南移动近年来推出“话费误差双倍返还”、“八项服务承诺”等诚信服务举措，受到了消费者的高

度评价。 图为长沙移动客服人员耐心为客户解答疑难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保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企业

作为社会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是消

费维权的第一责任人，那么，企业该如何维

护客户权益，又该把客户维权工作放在一个

什么样的位置？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日前采

访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郭小明。

笔者：对于维护客户合法权益，贵公司

在管理制度上有哪些举措？

郭小明：湖南移动紧紧围绕“客户为根

服务为本”的经营理念，以保障消费者权益

为前提，全面提升服务质量，获得了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首先，湖南移动以提升客户

感知为重点，逐步建立了以客户为导向的服

务管理体系。比如，将服务指标纳入考核，所

占比重在公司所有关键指标中权重最高；

省、市、县均设立了客户服务部门，对公司的

所有产品、业务、服务进行全方位监督和把

关。其次，始终关注客户需求，注意对客户反

映问题的解决。10086 服务热线有近 2000 名

话务员坚守岗位，随时解答客户疑问；投资

建设了行业领先的投诉工单处理系统，在不

断摸索中形成了十大客户投诉管理机制，包

括投诉预防机制、内部承诺机制、外部公开

机制、授权机制、应急处理机制等，公司也被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确定为全国首批服务管

理示范单位。第三，不断升级服务举措，切实

保障用户权益， 先后推出了系列服务举措，

包括“增值业务订购二次确认”“0000 统一

查询退订”“增值业务扣费前主动提醒”“48

小时首次回复客户投诉”、 业务办理“免填

单”“专线受理不良信息举报”等等。

笔者：请谈一下湖南移动在依法保护客

户信息安全、维护客户权益方面做了那些具

体工作？

郭小明：客户信息安全是广大消费者十

分关注的事情，湖南移动一直以来对此高度

重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了很多

办法。 一方面是管好端口，为了封堵集团端

口发送垃圾信息的可能性，我们对于每个集

团端口严格审核，并对其发送对象号码进行

一一确认，保证该端口不能向范围外的客户

发送短信。另一方面是打击点对点发送垃圾

信息。 手机号码点对点群发方面，运营商的

控制难度很大。 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工

作，一是做好防范，防止不法分子采购湖南

移动的号码， 加强对代办网点的管理与考

核，在入网时尽量对用户的身份资料和言行

进行把关，防止这些人购买号码。 二是建立

举报通道。 中国移动专门建设了 10086999

不良信息举报平台，移动用户收到垃圾信息

可直接转发到 10086999， 我们会快速查证，

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关停。三是配合公安部

门严厉打击垃圾信息的发送窝点。比如今年

7 月份，长沙、娄底公安部门联合行动，捣毁

了两个垃圾信息发送窝点，抓捕了 4 人。

通过采取以上一些切实可行的措辞，客

户信息安全保护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

化，目前手机用户收到的垃圾信息，大部分

都不是移动号码发送的。 当然，保护客户信

息安全是个社会化的工程，运营商需要政府

有关部门更多的支持，也需要广大消费者积

极配合举报和打击，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

笔者：您如何理解企业在消费领域应该

承担的社会责任？

郭小明：在消费领域，对一个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就是要为客户提供安

全、优质的产品或服务，保护和发展好客户

的合法权益，不做损害社会大众的事，不做

损害行业发展的事， 不做损害客户利益的

事。为履行好社会责任，这些年来，湖南移动

公司突出注重服务能力的提升和实现。一是

加强服务网点建设，增加指定专营店和代办

网点，特别是增加农村收费网点，提供多种

营业方式，方便客户特别是农村客户办理业

务。 二是先后建立网上营业厅、10086 电话

营业厅、掌上营业厅、短信营业厅及 24 小时

自助营业厅五大电子渠道，让广大客户享受

越来越周到、体贴、细致的服务；三是抓好现

场服务，强调营业员的主动服务与微笑服务

意识，时刻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当场整改。

笔者：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很多，有人提

出“保护客户权益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

高境界”，你认可这一观点吗？ 为什么？

郭小明：我非常认可这一观点。 作为一

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有很多，如支

持地方抗灾救灾、助学助教、发展社会事业

与福利等等， 但最基本的还是首先要履行好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 因为消费者是企业

的直接利益相关人， 企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责任履行到位与否， 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

利益。如果我们一家企业，连最基本的客户权

益都没有保护好， 而去开展所谓的抗灾救灾

等社会活动，那不管做到再好，都有做假、做

秀之嫌。 因此，我们认为，保护客户权益就是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基本的要求， 最重要的

责任，最主要的形式，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最

高境界。

笔者：您对企业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有

什么独到的感悟？

郭小明：独到称不上，感悟倒有一些。作

为一家大型通信企业，我始终认为，积极保

护消费者权益，高度关注消费者的生活热点

和焦点，倾听消费者呼声，维护消费者权益，

是通信行业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构

建和谐社会的神圣职责和义务。党的十七届

五中全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十二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今年的“两会”上，民生问题也提的最多。

在信息化日益发达的今天，通信产品和服务

是民生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因此，保护好

通信消费者的权益，解决好通信消费者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在为营

造放心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过上有尊严的幸

福生活、增进消费者的福祉做的一份应有的

贡献。 余知都 周 跃

陈 凡军 谢继亮

维护客户权益，是企业最大的责任

\

———访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小明

“只花了 14 . 9 元 ，就买到了价值

70 元的电影票一张 ，移动还送了 5 元

红包 ， 这样的优惠送的可是真金白

银。 ” 株洲的李先生日前在拉手网上

通过手机支付团购买到了超低折扣的

电影票。

4 月 7 日，中国移动以“手机支付

团购有礼， 手机支付返利有你 ” 为主

题， 由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基地投入

100 万红包， 启动了全网用户皆可参

与的“聚惠啦” 营销活动。 中国移动

“聚惠啦 ”以“团购导航 ”为切入点，汇

集了拉手网、 糯米网、 窝窝团等多家

国内品牌团购商家， 凡手机支付账户

购买指定商户的团购商品，满 30 元得

5 元红包，满 50 元得 10 元红包，红包

可在该商户消费。

中国移动手机支付商户经过 2010

年的拓展积累，现已经有超过 1000 家

合作商户， 其中包括近百家优质商

户，涵盖团购 、B2C、游戏 、软件 、机票

等多个行业， 为手机支付提供了丰富

的应用场景。“聚惠啦”是中国移动手

机支付业务正打造的营销社区， 通过

结合中国移动的营销资源（红包），撬

动商户资源， 形成优质商户、 优质商

品的聚合 ， 从而为用户打造最优质

量、 超低折扣的互动式团购社区 ，同

时还将开辟版块供消费者交流购物心

得，发表团购感想 ，晒团购到的宝贝 ，

甚至可以提出对于社区建设的意见 。

此外， 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基地将通过

商品导购 、团购 、秒杀 、限时抢购等多

种形式的营销手段， 促进手机支付业

务规模发展。

■刘岳 罗亚平 侯亦杨

“移动 MM” 正成为我们手机玩家在

交流中频繁提到的一个新词。 也许还没有

接触过“移动 MM”的朋友会问我，什么是

“移动MM”？ 其实，“移动MM”就是“移动

Mobile Market” 的简称， 是中国移动在

3G 时代推出的手机应用商城， 主要销售

各类手机应用（包括游戏、软件、主题）与

音乐、视频、阅读等数字内容。 它也是国内

的第一家手机应用商城。

什么是手机应用商城呢？ 说白了，就

是一个手机软件商场， 用户登录“移动

MM”之后可以进入其网站，在网站内挑选

软件下载，然后安装到手机里，就和互联

网上的软件商城一样，你可以下载后安装

到自己的电脑里。

“移动 MM”非常便捷，用户不仅可以

通过移动梦网进入 MM， 还可以在 http:

//a.10086.cn 站点和移动梦网 " 梦网 MO

新生活－MM" 下载“移动 MM”客户端。

“移动 MM” 按照产品种类详细的划分出

了音乐、视频、书城、营业厅、主题、游戏、

软件、我的 MM、热卖场 9 个板块，你也可

以在 MM 的搜索栏中直接寻找自己想要

的东西。 即使是智能手机的初级用户，在

体验 MM 一两次后， 也能熟练掌握 MM

使用方法。 而且，通过手机登陆移动 MM

网址、 下载 MM 客户端或通过 MM 客户

端浏览或下载业务都是免流量费的。

如今，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手机也

将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张图片， 一本书、一

个游戏等传统的应用功能。“移动 MM”就

像沃尔玛、国美、苏宁这样的大卖场，开发

者按照相关规则进入并销售自己的作品，

用户根据需要随意进行挑选，极大地满足

了用户随时随地获取手机应用软件和数

字内容的需求。 此外，MM 商品均有绿色

核心优势标识，认准这些标识，畅游 MM

无烦恼、无病毒、无插件、无收费陷阱。 在

MM下载应用，免除您的后顾之忧。

■赵慧曼 周苇

打造超低折扣的互动式团购社区

中国移动启动手机支付“聚惠啦”活动

“移动 MM”让手机更有“内涵”

姑妈晚年丧夫， 儿女们又在异地工作，

一时间生活近 50 年的乌市变得举目无亲，

每每寂寥在家睹物思人禁不住伤感，如此日

久，姑妈思乡之情愈切。

在父亲盛邀下，姑妈终于答应回故乡暂

住。 姑妈的行李很少很简单，一个皮箱装着

几套换洗的衣服， 此外就是一部旧手机，姑

妈说在新疆时这部手机几乎成了她唯一的

依靠，通过它与亲人进行交流，她才得以熬

过那段悲伤的日子。 在我家的日子，姑妈喜

欢陪父母上街买菜，家乡对姑妈来说变化实

在太大， 一街一巷她几乎都需要重新认识，

加上姑妈好奇心盛，时常等父亲回头时姑妈

早不见了踪影，幸亏姑妈带了手机，每次只

好先让她别动， 然后我们根据姑妈通话里

的描述沿路找人， 每次姑妈表情都很沮

丧。 直到有一天，姑妈又一次失踪，全家人

心急如焚地找人，电话中姑妈却执意要自

己找路回家，大家都很担心，姑妈视力不

太好，马路上的标识只怕都看不清楚。 意

外是姑妈居然安然回家了， 虽然小城不

大，对姑妈来说却是陌生的，她怎样找到回

家的路呢？ 姑妈得意地笑了，原来她偶然经

过移动公司门口， 看到 12580 的宣传广告，

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了过去，于是从移动

公司门口开始，移动的客服人员一路耐心地

为她指示方向， 直到姑妈辨认出我家的房

子。 接下来的日子，姑妈对 12580 充满了兴

趣， 她不断发现 12580 一个又一个功能，天

气、地址、饭店查询、预订宾馆、预购火车和

飞机票……。去年 12 月初，姑妈和我妈一起

去海南旅游，临走前，姑妈拨打 12580 询问

了海南各市的天气，预订了车票，为出行作

足了功课。 姑妈笑着说，12580 一按就帮您，

真方便。 但愿 12580带来的方便与满足能让

姑妈拥有更多惊喜和欢笑。

12580，吃穿住行一键“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