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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长沙移动客户服务部企划了“我
清楚，我满意”客户短信互动活动。“我清楚，我
满意”是长沙移动开展的一项以客户关怀为主题
的活动。 截至 11月底，有近 15万客户参与此项
活动，并有 4000余位客户获得了活动奖品。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 长沙移动将以
10086857的平台向在前台办理业务的客户进
行抽样发送短信，短信内容为“尊敬的客户，
您是否清楚当前使用套餐的资费情况，回复 1
代表‘我清楚，我满意’，回复 2代表‘不清楚，
想了解’”。 客户收到短信后可直接回复，对于
“不清楚，想了解”的客户，10086857的平台将

再次发送短信，告知客户可以登录网上营业厅
http://hn.10086.cn/选择“个人信息管理”菜单
下“客户品牌与资费”查询套餐资费信息。不在
抽样互动范围内的客户， 也可以直接发短信
“CSHD”到“10086857”主动参与活动。 该活动
以每月抽奖的形式回馈客户，中奖结果将在次
月 20 日前公布，奖品包括 iPhone 手机、汽车
加油卡、购物券、电子观影票等。

长沙移动“我清楚，我满意”活动鼓励客
户主动了解资费标准， 以负责任的态度营造
“资费透明、消费放心”的环境，为企业和客户
搭建了一座便捷的沟通桥梁。 ■刘灿

听说过金融管家 、健康管家 ，还有
私人高级管家……但你听说过“商户管
家”吗？ 据了解，中国移动“商户管家”
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经过近一年的试运
行推广，用户已达 5 . 9 万户。 作为商户
管家网络版单机版均已上线的省份 ，
湖南移动已发展商户管家用户 3 . 5 万
户。

“管家”全程服务，为商户免去后顾之忧

“商户管家”业务是集语音通话、短彩信
发送、客户资料管理（CRM）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信息化产品， 通过 TD 无线座机和 CRM
软件的组合， 实现了基础通信与客户信息管
理、订单管理、营销服务管理等集成化的信息

应用服务， 可为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提供强
力引擎。

“商户管家”有五大服务功能:一是商务
简报,以短信形式提供权威的行业政策、商务
预警,使用户及时把握国内外商务动态。 二是
商信宝， 以彩信形式提供行业要闻、 市场动
态、数据报告等，使用户掌握行业话语权。 三
是商务供求，提供地方商务局、代表处、各国

参赞的供求信息及商务部的市场数据统计分
析。 四是商务学堂，用短、彩信的方式提供典
型商业案例分析, 普及反商业欺诈和保护知
识产权知识等内容； 指导企业规避商业风险
帮助企业安全运营。五是企业专刊，企业可通
过商信通平台以彩、 短信形式为企业成员或
会员发送企业内部沟通、产品、促销信息等，
为企业的用户提供个性专刊服务。 李先生是
湖南某家具企业负责人， 日常繁忙的工作让
他无暇顾及从网络、 报纸了解与企业相关的
政策信息。 在前不久自从他选择“商户管家”
之后, 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能够非常方便地
接收到最新的市场行情、动态、国家政策以及
供求信息等,免去了看报纸、登录网站找信息
的麻烦,大大地节省了时间。

三大创新打造无所不能的“商务平台”

湖南移动商户管家主要实现了三大业务
服务创新点：第一大创新点为“创新平台技术
支撑模式”，主要包括：白名单自动导入，具备
商户管家网络版短信鉴权，支持商信通用户平
滑转换为商户管家客户。 第二大创新点为“创
新业务计费支撑模式”，一是实现融合计费。将
行业网关下发短信和话机下发短信在一个业
务套餐中进行融合计费， 简化了资费结构，提
升了客户满意度；二是资费结构布置合理。 针
对不同层次商户的需求， 制定三种资费模式；
三是整合其他产品进行推广。该业务整合移动
400、企业建站、移动总机等产品，形成了分层
分级的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包。 第三大创新
点为“创新营销推广模式”，商户管家业务在
推广及发展的初期阶段，采用了互联网营销、
以点带面和拓展全新营销渠道三种营销模
式，取得了良好的市场营销效果。 据介绍，湖
南移动商户管家上线后预计 2011 年期末用
户将达到 1000家；2012年商户管家用户数将
达到 4 万家，预计年创收 2700 万元，将成为
集团客户创收的主要产品之一。 ■邓浩 周跃

中小企业信息化找到“强力引擎”

湖南移动“商户管家”业务商用

湖南邵东移动启动“为民服务? 创先争
优”活动以来，从“五走进”、“四到位”入手，
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 从群众最不满意
的地方改起，切实提高移动服务满意度，让全
县老百姓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实实在在的变
化，感受到邵东移动的贴心服务。

“五走进”重在“为民”

邵东移动分公司紧紧把握为民服务的重
点，以“五走进”这种与客户面对面的方式，走
进农村服务三农、走进社区心系居民、走进移
动经营网点真诚服务、 走进集团单位惠及客
户、走进困难家庭帮扶群众，帮助客户解决实
际难题，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在好处，一系列沉
甸甸的数据见证了“移动改变生活”的精彩。

967 个村、1200 个直销点、2000 场送戏
（影） 下乡———为解决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方便老百姓办理移动业务、缴纳话费，邵东移
动加大村级服务站、直销点的拓展力度，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邵东移动实惠、 便捷
的服务。

28个乡镇（场、 办）、100余场基站营销、
1000余场路演促销———无论是在城区， 还是
乡镇，都可以看到一支支小分队，向老百姓派
发移动资费宣传单和服务便民卡，现场办理移
动放号、存话费送手机等业务。 同时，全县近
400个移动网点联动优惠发力，让近 5万客户
享受到预存话费 0元拿移动手机的实惠。

400 个移动网点、1000 台车次配送、500
次送课上门———为方便老百姓办理移动业务，
邵东移动着力发展了 400余个代办网点；为移
动网点业主赢利， 全年公司出动车辆 1500余
辆次，全程为各代办网点配送礼品；为提升网
点服务技能， 公司开展送课上门活动 500 余
次，为代办网点减轻负担，节略时间。

3000 余集团单位、6 个客户服务队伍、近
10000 次关爱行动———为企业建立客户档

案， 利用中国移动信息化产品协助全县企业
做好信息提升，配备专责客户经理，建立常态
服务机制。

100名学子重返校园，5 年扶贫帮困———
邵东移动自 2005 年发起“邵东移动富民惠
农·‘神州行家园卡’助学行动”，每年资助 20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每人 2000 元，现已资
助 100余学子重返校园。同时，发动全体党团
员积极募捐，在多次在抗冰救灾、抗震救灾等
行动奉献爱心。

“四到位”贵在“实效”

如何检验为民服务有没有取得实效？ 邵
东移动分公司表示， 老百姓满不满意是最终
检验标准。该公司用心做到“四到位”，即在窗
口服务优质到位、客户关爱高效到位、故障抢
修快捷到位、 缴费方式方便到位等方面狠下
功夫，进一步拓展为民服务的渠道和空间，打
造优质的客户服务平台。

窗口服务优质到位———近年来， 为提升
客户服务水平，邵东移动始终围绕“追求客户
满意服务”的宗旨，制定了一套科学的服务准
则，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多种培训形式，
不断提升员工素质、优化服务环境、提高服务
水平、满足客户多种需求。

客户关爱高效到位———每年公司投入
2000 多万元开展多种形式的客户回馈活动，
公司领导及客户经理走访集团单位不下 5 万
人次。在传统节日、在老客户中经常性开展存
话费送话费、存话费送手机等优惠活动。

故障抢修快捷到位———2011 年全县拉
闸限电，邵东移动网络员工全都放弃休假，坚
持在通信保障第一线， 出动车辆 1200 台 /
次， 共计油机发电 3000 余次， 确保了全县
400 多基站在拉闸限电情况下正常运转，保
障了全县 40万移动用户的通信需求。

缴费方式方便到位———邵东移动在新增

经营网点的同时， 全县新增自助缴费机 10多
台，全天候 24小时为民服务。 丰富缴费方式，
成功开通空中充值、手机支付、邮政代缴话费

等，极大方便了客户。 还经常性开展“阳光行
动”、“挑战三分钟”、“微笑天使”、“星级服务明
星”等活动，提高员工的服务能力。 ■宁文彬

以“老百姓是否满意”为标尺
邵东移动为民服务“五走进，四到位”

营造诚信经营放心消费环境
长沙移动推出“我清楚，我满意”互动活动

湖南移动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先后多次荣获诚信服务先进单位。 图为营业人员正在热情地为客户介绍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