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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移动全球通 VIP车友俱乐部成立

以来， 累计为近万名会员提供洗车服务

45000余次，温馨提醒服务 1万余次，违章、

保险、年检代办 3000余笔，在会员客户中形

成了良好的口碑效应。

株洲移动全球通 VIP车友俱乐部成立

于 2008年 11月， 目前拥有服务车行 30余

家，拥有车友会员 9350名，是株洲市目前规

模最大、影响力最大、会员最满意的俱乐部之

一。该俱乐部成立以来，一直坚持构建全方位

的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四省”服务，即省

心、省时、省力、省钱，客户只需要“交钥匙”，

所有的车务俱乐部均可代为办理。此外，俱乐

部组织会员开展了自驾游、拓展运动、亲子教

育、联谊晚会等活动 32次。

在车友俱乐部提供的众多服务中， 洗车

服务是最受欢迎也是普及率最高的服务之

一， 为进一步打造俱乐部品牌优势， 2010年

下半年起，株洲移动开始重点筹划“电子化洗

车服务”，通过“手机红包”这一全新的消费载

体， 将各大车行包装成具备前沿消费理念的

服务超市，客户可以直接通过支付手机红包

来享受洗车、汽车美容、购买车饰等各类汽

车服务。 同时，俱乐部正在筹备将车行组建

成公司的“代理商”，俱乐部会员在车行消费

时，服务人员将适当向客户推介公司的服务

与营销活动， 让客户感受中国移动无处不

在的优质服务。 ■侯亦杨

株洲推“电子化洗车服务”

全球通 VIP 车友俱乐部创新服务方式

手机、电脑、G3 上网卡等您拿

移动邀 3000万客户夏日“寻宝”

初夏六月， 湖南移动联袂新浪、腾

讯、搜狐、凤凰等知名媒体激情推出“G3

上网冲浪，探寻千万宝藏”主题活动，面

向全省 3000 万移动客户下达寻宝总动

员令，客户发送短信“G3XB”至 10086 直

接参与寻宝活动，三星手机、平板电脑、

G3 上网卡等您拿。

本次寻宝总动员涵盖三大主题活

动：“精彩内容，惊喜不断”、“尊贵秘笈，

唯我所享”、“宝藏兑换，大奖不停”。“精

彩内容，惊喜不断”主题活动侧重于引

导尚未上网的客户使用。 客户首次登陆

活动页面或登陆计数为 9 的倍数或尾

数为 9，将获得 10 个“G3 币”。 客户点击

活动参与网站，（包括韵味湖南网 wap.

hn.monternet.com； 手机凤凰网 3g.ifeng.

com；手机新浪网 sina.cn 或 3g.sina.com.

cn；手机搜狐网 wap.sohu.com 以及手机

腾讯网 3g.qq.com）的新闻、下载、游戏、

音乐、军事、体育、小说等频道的部分网

页中的“G3 宝藏” 的标识将获得 10 个

“G3 币”， 若客户下载活动主页面中的

相关应用软件，也可获得 20 个“G3 币”。

客 户 发 送 短 信 “G3BZCX” 至

10658688001 可实时查询 G3 币的累积、

消费情况。

“尊贵秘笈，唯我所享”主题活动侧

重于引导客户使用手机上网的诸多关

联网站与产品。 湖南移动将面向不同的

目标客户群下发“体验秘笈”、“省钱秘

笈”、“G3 终端秘笈 ” 短信 ， 客户点击

PUSH 短信中的 WAP 链接， 可以参与

10M 移动数据流量的免费体验、优惠办

理移动数据流量套餐、 优惠购买 TD 终

端等营销活动， 并获得不同数量的“G3

币” 奖励。 办理或升级流量套餐可获得

20 个“G3 币”，首次注册 WLAN 业务可

获得 100 个“G3 币”。

“宝藏兑换，大奖不停”主题活动主

要侧重于感恩回馈高频次、高流量的客

户。 客户累积“G3 币”达到一定额度后，

可以兑换新浪、搜狐、凤凰、腾讯等网站

的电子货币，也可以消费 20 个“G3 币”

参与“红包乐翻天”抽奖一次或消费 50

个“G3 币 ”参与“大奖时时抽 ”抽奖一

次。“红包乐翻天”一等奖 100 个、二等奖

1000 个、三等奖 10000 个，奖品为 10—

500 元不等的手机支付红包。 “大奖时

时抽” 一等奖 30 个， 奖品为三星 I9008

手机； 二等奖 60 个， 奖品为 Ipad（16G）

平板电脑；三等奖 120 个，奖品为 MOFI

(T2)上网卡。 ■黄宇

6月 4日凌晨开始，暴雨袭击湖南大部

分地区，特别是湘西自治州、永州、株洲等

地，持续降雨 10 余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

206毫米， 暴雨导致通信线路设施受损，对

移动通信网络的畅通造成了较大影响。 湖

南移动从组织、物资、信息、人员四个方面

有力保障， 确保了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单

位指挥抢险的通信畅通。

面对入汛以来严峻的防汛通信保障形

势，湖南移动从四方面进行保障。 一是组

织保障到位，湖南移动紧急启动了防汛通

信保障专项预案，成立了以李大川副总经

理为组长的应急通信领导小组，并设立了

三个专业小组，统一指挥调度。 二是物资

保障到位，建立全省应急物资快速共享机

制，实现跨地区应急物资快速调拨，将应

急光缆配备到了灾情最重的地区用于传

输抢修，将发电机分配到各基站就近代办

点和基站联络员处。 三是信息保障到位，

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及时了解灾情的

发生情况、电力损毁情况、道路的通断情

况以及政府迫切需要提供的通信保障情

况；在每个县市分公司安排了 2 名内勤人

员 24 小时轮流值班， 观察动环监控和传

输网管终端，随时了解网络动态。 四是人

员保障到位，汛前开展了一系列应对解决

紧急情况的“红橙黄蓝”应急演练，确保关

键时刻应急保障队伍拉得出、 用得上、抢

得通； 建立全省应急保障队伍支援机制，

各县（市）分公司就近引入小型发电油机

维修队伍，加快防汛期间故障油机的维修

速度。

各分公司也紧急投入到防汛抗洪保通

信战斗中。 如特大洪水导致湘西凤凰县境内

209国道道路中断， 并造成凤凰县 25个基站

停电。 湘西州移动分公司兵分 6路前往基站

进行发电和故障抢修，从 4日早上 9点到 6日

晚上 7点，三天两晚抢修人员仅休息了 9个小

时。 截至 6日下午 7时，仅有万兴基站因山体

塌方严重无法靠近，其余 24个基站全部恢复

通信。 株洲移动分公司在汛期全体网络维护

片员工取消休假，除全力抢通受损基站外，安

排巡线人员进一步加强对沿河、沿坡、水库等

易受汛情影响的路段的巡视， 排除传输线

路存在的安全隐患。 永州分公司完成省二

干重要线路段落新建架空第二路由建设，

形成管道、架空光缆双备份双保护，大大提

高了永州传输网络抗风险能力。 同时紧急

采购各类型光缆 100公里、接头盒 120个及

一批后勤安全保障物资，确保相关物资和设

备处于随时可以调用的状态。

■周跃向岚静侯亦杨邓伟哉

全省联动备战汛期

湖南移动防汛通信保障“四到位”

日前，湖南移动服务质量监控预警平台

正式上线。 该平台提供了预警图功能、预警

功能、基础数据分析功能、预警情况统计四

项功能，通过该平台可将各类服务质量问题

消灭在萌芽状态，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质量。

据了解， 该平台监控范围涵盖客户投诉类、

营业厅服务类、热线服务类、垃圾信息治理类、

大客户服务类、综合服务类、重点关注类七大类

型十五项监控指标， 其中热线服务类中的人工

服务接通率、 一次性解决率和垃圾信息治理类

中的垃圾信息被举报量、 营业网点累计被举报

量四项指标由省客服中心负责监控。 各级管理部

门可通过登陆湖南移动统一信息平台查看全省

服务质量情况，监控预警分别以红、黄、绿三

种颜色的指示灯表示指标预警、 确认指标、

指标正常等不同状态。 即日起，服务质量监

控预警平台对指标异常情况以短信方式发

送至对应领导及负责人，实时了解各项指标

最新动态，同时，借助平台的互动功能跟踪问

题的解决情况，从而达到强化服务过程的监督

管理，实现客户服务管理由事后补救追责向事

前监控预防的转变。 ■陈靖肖灿李虹

实现服务过程全监控

湖南移动建立服务质量预警平台

移动员工水中抢修线路。

为了迎接建党 90周年，日前，自治州移动举办全州移动系统“唱响移动”红歌盛典活动。

各个代表队士气高昂、精神抖擞，用慷慨洪亮的歌声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情。 ■吴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