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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8日，邵阳移动大祥分公司校园暑期培训实习计划暨“邵阳学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

基地”启动。 邵阳移动将为高校学子提供 30个见习岗位，并为到岗的大学生提供全面细致的

业务培训，让他们能快速融入到业务经营的相关环节。 图为讲师正在给见习青年讲授移动业

务知识。 ■欧阳一平

为完成对全省移动通信网络的“改造升

级”，确保移动通信质量更稳定，日前，湖南移

动全面启动 GSM17A基站替换工程，全省 14

个各市州分公司按照要求先后启动基站割

接工作。 割接过程中， 包括中兴等知名厂家

在内的技术人员、移动员工通力合作，确保

了基站替换“零故障、零退服、零投诉、零事

故”的“四个零”目标，换型后的通信质量较替

换前得到全面提升，为湖南移动进一步巩固

“网络领先、服务领先、业务领先”地位提供了

坚实保障。

益阳最后一批次 65个站点成功割接

7月 9日凌晨 2：45，益阳移动、湖南移动

工程公司与中兴通讯厂家一起成功完成了

益阳 GSM17A 市区替换工程的最后一次割

接。 本批次 65个站点的成功割接，标志着湖

南移动 17A 替换工程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

益阳移动作为替换工程第一批试点单

位，从工程启动、工程准备、工程实施、工程验

收等方面进行了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 为实

时监控施工情况和施工进度，益阳移动通过

短信互动、TD 网络视屏监控、 彩信抓拍、网

管监控等多种信息化手段实现了施工全过

程管理。

7月 9日割接当晚，湖南移动王德厚副总

经理、 李大川副总经理亲临现场指导割接工

作， 直到凌晨 2：45基站全部恢复后才离开指

挥现场。 现场DT测试和后台统计指标显示，

割接区域基站覆盖率达到 99.85%， 业务信道

分配成功率 100%，话音信道掉话率 0.18%，切

换成功率 98.65%，SDCCH 掉话率 0.00%，各

项目统计指标和测试指标良好， 网络运行平

稳，未出现一起由于换型引起的投诉。

邵阳完成第一批次 55 个基站割接

7月 18日凌晨，邵阳移动 GSM17A 替换

工程进行第一批割接，市区 55个基站的设备

替换与割接工作圆满完成。

据了解， 邵阳移动对全市 241 个移动基

站分三批次进行割接，对前期准备工作进行

了全面、仔细地梳理和部署，比如，预开通基

站的传输性能、 驻波比等是否存在告警，施

工队伍、随工人员、割接人员的匹配和割接

准备工作是否到位。 同时，邵阳移动还在市

内的电视台、报纸、营业网点发布割接公告，

告知广大市民三个时段将受影响的基站，并

与当地电力部门、消协做好供电保障和投诉

解释工作。

割接当晚，40 台工程车 180 余人分赴 55

个基站的物理机房， 经过传输确认、MOTO

基站下电、数据修改、现场拔打测试、CQT 和

DT 测试等施工步骤后， 参与割接的技术人

员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替换工作，整个施工

过程未出现任何安全和伤亡事故。

永州 210个基站成功割接

7 月 19 日凌晨，永州移动与华为公司一

起成功地完成了永州 GSM17A 市区替换工

程的最后一次割接。本批次 79个站点的成功

割接，标志着永州移动 17A 替换工程工作取

得圆满成功。

永州移动本次替换共 210 个基站， 分两

批进行。第一批替换冷水滩区 131个基站，第

二批替换零陵区 79个基站。永州移动在前期

勘察、资源清查、物流配送、设备预安装、物业

协调等方面做了精心准备， 两批替换割接施

工队伍均在 22：00前进入基站， 所有异位安

装的基站均已将传输、动环调通，大大地缩短

了起站的时间。 在前期准备工作充分的条件

下， 第一批基站全部割接完成只用了 90 分

钟，第二批基站全部割接完成更是只用了 46

分钟。

割接完成后现场 DT测试和后台统计指

标显示，割接区域各项指标良好，全程呼叫成

功率 99.53%，接通率 100%，掉话率 0.47%，语

音质量 98.98%，各项目统计指标和测试指标

良好，网络运行平稳。

■罗纲要 熊东巨 郭金香 甄丽 王琳

基站替换工程全省铺开

湖南移动基站“改造升级”打造精品网络

近日， 长沙移动成功运营智能手机俱

乐部，推出 11 项高级会员服务，精致的智

能手机终端展台、尊贵的会员服务台席、专

业人员引导的智能手机趣味体验、 便捷贴

心的会员服务让广大移动客户流连忘返，

获得众多客户的一致好评。

长沙移动智能手机俱乐部推出的 11

项终端营销优质服务包括两大部分。 基础

会员服务部分有 8项： 一是移动“三免三

优”服务，客户申请“三免三优”服务之后，

就可免一年号簿管家功能费、 免一年新华

特供手机报功能费， 一年内移动套餐内移

动数据流量（省内）翻倍赠送的优惠等。 二

是为新购买 iphone 客户激活手机，演示介

绍 SIM 卡安装、拨打电话、发送短彩等常

用功能。 三是演示并帮助客户正常设置

GPRS、 彩信、WLAN、139 邮箱等使用参

数。四是安装和使用飞信等移动核心业务。

五是为客户安装少量音乐试听、最新电影、

手机铃声， 让客户体验 iPhone 影音功能。

六是参与移动公司组织俱乐部会员活动：

如 iPhone 专业课堂；移动业务应用比赛活

动等； 参与部分移动 VIP 客户专项活动，

如移动大讲堂。 七是提供本地专家免费热

线解答客户咨询和疑难问题， 宣传资料上

提供 10086本地咨询电话， 接通后转接普

通电话提供专家技术指导使用。 八是手机

病毒查杀服务。高级会员服务部分有 3项：

一是面向 iphone 手机玩家客户，提供价值

1500 元左右的苹果公司 AppStore 库中经

典软件下载和升级服务。 如凯立德移动导

航系统、Quick�Office办公、植物大战僵尸、

飞信（免费）、号簿管家等。二是提供海量的

影音资源库供客户随时下载， 包括最新电

影、电视剧、音乐和铃声等。 三是为客户免

费提供三次原装贴膜机会， 其他配件享受

9.5折优惠服务。

根据 VIP 客户服务中心项目经理推

介， 长沙移动智能手机俱乐部成立以后，

所有网内移动 iphone 用户均可享受免费

的 8 项基础会员服务；客户可以根据俱乐

部邀请短信免费领取会员卡， 也可花费

298 元购买会员卡， 享受增值的 3 项高级

会员服务。

■黄宇

近期， 有大量客户举报收到内容为“您

好！ 系统监测， 您的手机系统已感染僵尸病

毒，或被恶意扣费，请尽快查杀！”等类似服务

信息， 并提示客户点击链接进行杀毒。 经查

实， 此内容并非中国移动或手机恶意软件监

测的权威部门发布， 如点击链接则有可能感

染病毒或被安装恶意软件。 为避免产生不必

要的损失，湖南移动对客户发出了温馨提示：

对于假冒移动公司名义的信息和链接， 提示

手机已经中毒、 安装杀毒软件或者网址链接

等信息， 请不要轻易相信， 不要随意点击进

入，更不要转发，应及时删除。 如果发现手机

有任何异常情况， 请尽快联系手机售后服务

网点处理或拨打中国移动客户服务热线

10086进行举报。

为了避免更多的客户被安装手机恶意软件，

湖南移动针对广大智能手机客户提出了六条预

防措施：一是建议给手机安装适用的杀毒软件，并

关注最新手机恶意软件的新闻报告及防范措施；

二是手机下载及安装软件时选择安全可靠的网

站操作；三是使用 SD卡、T-FLASH等内存卡交

换数据时防止感染恶意软件； 四是隐藏或关闭

手机的蓝牙功能，以防手机自动接收恶意软件，

更不要安装通短彩信和蓝牙发送过来的可安装

文件； 五是平时对于手机内的电话本及重要信

息要经常性备份，以防感染恶意软件后丢失；六

是对于已经感染恶意软件的手机， 建议尽快到

手机售后服务网点进行处理或者使用相关手机

杀毒软件进行清除。 ■方喜中张超文陈彦妃

为中高端客户提供 11 项终端服务

长沙移动智能手机俱乐部广获好评

施工人员将原MOTO基站设备替换为中兴设备。

针对需求推介“快捷服务”

长沙移动开展客户关怀活动

7月15日，长沙移动以关怀、引导客户进入快捷

服务渠道为目的，组织开展对6月因BOSS系统故障

导致业务办理不成功的客户进行外呼关怀， 共成功外

呼297位客户，表示满意的客户达99.33%。

长沙移动从满足客户的需求出发，以一对一

的方式开展个性化的外呼关怀活动。针对客户对

服务渠道的使用习惯，长沙移动进一步开展了对

应快捷服务渠道的推荐。 比如：客户习惯营业厅

服务， 外呼人员则告知客户营业网点的忙闲时

间；客户习惯热线服务，服务人员则告知 1008611

话费查询省内直通车；客户习惯短信服务，外呼

人员则告知客户最常用的业务代码和发送方式，

如 101 查话费，11605 查套餐资费标准，0000 查

业务定制情况等； 客户习惯网上营业厅服务，外

呼人员则告知湖南移动网上营业厅可实现的业

务查询与办理功能。

很多移动客户表示，类似的外呼关怀活动，

加深了他们对移动服务渠道特性和功能的感

知，让他们能更有针对性、更便捷地办理各类业

务，希望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刘灿

手机恶意软件“作怪”

湖南移动为客户“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