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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企业社会责任系列报道之四

湖南移动平安城市建设引发市民关注。

图为市民在省人民医院通过移动手机一卡通挂号就医。

中国移动构建“无线城市”打造美好生活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至 2010
年底， 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8.59 亿户，手
机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改变逐步显现。 中
国移动 2010 年提出了“移动改变生活”的新
企业愿景，并以此为指引，不断创新，致力于
以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移动通信和信息服务
为个人生活带来便利， 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议
题提出解决方案，让大众的生活更美好。

中国移动持续推进物联网和“无线城市”
的发展，在大力建设承载网络的同时，开发丰
富多彩的面向政府、 企业和个人的“无线城
市”信息化应用。“无线城市”作为继“水、电、
煤气、交通”外的第五项城市基础设施，极大
地促进了所在区域的发展。 在政府信息化应
用中，提供政府无线门户、移动办公、以及警
务通、城管通、环保通、工商通等政府各部门业
务应用系统，为政府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信息
化服务手段。 在行业信息化应用中，积极推动
金融、旅游、商贸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事
业等各种行业应用，加快了各行业信息化的进
程，帮助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在个人
信息化应用中，将手机电视、多媒体服务、手机
动漫、手机音乐、天气预报、文化娱乐等应用集
中展现，使个人可以畅享移动信息化带来的丰
富选择和便利生活。 中国移动积极探索基于
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惠民应用， 在提升医
疗卫生保健水平、 促进平安校园建设和便利
市民生活等多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探索医疗信息化，解决百姓看病难题

医疗卫生信息化作为中国医疗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成为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强化疾
病防控能力、提升医疗系统效率、缓解医疗资源
紧张局面的重要手段。 中国移动充分发挥自身
网络和技术优势， 探索以移动通信技术与服务
为平台，以医疗资源为服务纽带，促进医患互动
和居民健康管理，帮助解决百姓看病难题。

中国移动推出医院信息化解决方案，将
多种信息化应用整合为一体，为医院与公众、
医生与患者以及医生之间搭建方便、 快捷的
沟通桥梁。在湖南，湖南移动推出了 12580手
机医疗服务， 面向个人和家庭客户提供预约
挂号、健康信息导航、医院信息查询、电子健
康杂志等多项服务。客户在预约挂号时，可用
手机支付挂号费，在收到二维码后，到医院自
助终端刷码打印挂号凭证， 即可直接到诊室
就诊。 另一方面，面向医院、卫生所等医疗单
位和就医用户搭建全省“医信通”平台，患者
通过手机即可以实现远程挂号、 手机读取报

告、手机无纸化一日清账单、短信医疗专家咨
询等。 除此之外，在医院内部，可实现移动办
公、邮件通知、重要公告、医患调查与随访通
知等。一位正在利用“医信通”平台预约挂号的
患者家属告诉记者，以前挂号排队时间相对较
长， 尤其是挂专家号时间更长，“有的时候，我
们要提前两三天来排队挂号，就是这样，排到
的号还是比较靠后。现在好了，通过‘医信通’，
我们通过短信预约，按几个按键，就可以把号
挂上了，比以前方便多了。“医信通”项目的启
动，开启了湖南医疗卫生行业移动信息化的序
幕，拓宽了医疗信息沟通的渠道，推动了全省
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助力教育信息化，突破教育发展瓶颈

为了进一步促进学校、家长和学生之间
的沟通， 帮助学校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促
进家长及时了解教学动态、引导学生健康成
长，助力校园安全保障，中国移动依托“校讯
通”业务，从家校沟通、平安校园、数字校园
三个方面，助力教育信息化发展。

促进“家校互动”。 通过短信、电话、互
联网等手段将学生在校情况、 孩子成长情
况及时、适时地发送给家长，帮助家长了解
学生在校的具体情况， 实现学校教育与家
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全程对接。 截至 2010
年底，中国移动“校讯通”应用积极服务各
类学校 89,020 所，城镇中小学学校覆盖率
70%，城镇幼儿园覆盖 19.53%，服务教师近
130 万人、家长近 4,500 万人。

构筑“平安校园”。 校园安全是社会稳定
的要素之一。公司通过进校刷卡身份识别、专
用手机对学生定位、到校报平安、紧急事件短
信及时告知等方式，积极推进“平安校园”建
设,�在雪灾、台风等自然灾害以及重大疫情和
人为校园安全事件的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目前，短信及时告知服务已经覆盖中国 8
万多所学校，安装到校刷卡信息机约 2 万台，
安装安全视频监控的学校近千所。

助力“数字校园”。 中国移动基于移动通
信和互联网平台，积极助力“数字校园”建设，
以托管方式为学校提供快速部署、 经济易用
的“数字校园”应用，并提供统一规范的服务
保障，同时发挥基站深入偏僻乡村的优势，满
足城乡学校的网络接入需求。 在湖南， 一方
面， 湖南移动对全省 177 所高校和大中专院
校通过有线及无线接入的方式实现城区学校
的宽带覆盖，为在线远程教育提供网络条件。
另一方面，湖南移动以打造“数字校园”为契

机， 开发并推出了校园应用系统如一卡通系
统、教学教务系统、图书管理系统等的移动应
用移植，提升了教学管理水平。湖南大学计算
机学院的李教授对“数字校园”平台便有着很
深的体会。 李教授是全国知名的计算机领域
专家，经常出差参加学术研讨会议，但年过半
百的李教授记性不好， 出差经常忘带会议资
料，“数字校园”的出现帮了李教授的大忙，李
教授用手机上网可直接访问学校的办公网
络， 并且用手机邮箱还能查看包括 Word、
Excel、Powerpoint等格式的附件。

拓展便民信息化，打造城市美好生活

中国移动继续拓展移动信息服务的便
民、利民功能，服务百姓民生，努力提供更加
安全、方便、高效的移动生活体验。

便利市民生活。积极与政府部门、社会服
务部门紧密合作，发挥技术优势，为市民生活
提供便利。 在湖南， 与省国税局合作开通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 广大纳税户通过热线
电话，可即时进行税法查询、举报投诉建议，
最大限度地为纳税人提供权威、准确、快捷的
纳税咨询服务。在海南，开展国际旅游岛手机
支付、电子票券等应用试点工作，制定了电子
票券平台建设方案。该平台包括电子票券、商
圈联盟和终端管理三大功能模块， 可用于旅
游景点门票、电影票等票券类商品的销售、流

通及验证，商圈会员管理及会员身份验证等。
助建“平安社区”。 中国移动还积极通过

移动通信技术，助力构建“平安社区”。在湖南，
由长沙移动承建的天心区“平安城市”电子防
控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全市案件发案率、社会
矛盾纠纷受理数大幅下降，公众安全感不断增
强，大大提高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

保障食品安全。 为了有效应对日趋严峻
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国移动继续强化“动物溯
源”和“食品溯源”等相关信息化应用，实现对
食品生产各个环节的有效追踪， 帮助从源头
和流通环节上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保
障消费者放心消费。 安徽， 与省农委积极合
作，开展动物溯源系统建设，通过标志编码、
标志佩戴、身份识别、信息录入与传输、数据
分析和查询，实现动物从出生到防疫、运输、
屠宰、消费各环节的全程监控，使数据获取更
加高效，使数据分析更加全面、便捷。

搭建就业平台。 就业难是当前社会亟需
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就业供求信息
不对称，已成为就业难的三大主要矛盾之一。
为了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中国移动打造了“求
职通” 系列信息平台， 求职者可以通过
12580、12582、短信、彩信、互联网、WAP、手机
客户端等多种途径，获得丰富的就业信息，打
造了便捷、高效、低成本、可靠的求职方式。
2010 年，“求职通”已为 500 万人次提供了就
业服务。 ■简言 岳国

深冬时节，湖南移动本着“服务民生、感
恩客户”的宗旨，于 12 月 1 日激情推出拨打
农信通 12582 有奖营销活动，只要动动手指，
拨打一个电话，就有机会获得最新的移动 3G
智能手机！心动不如行动，请拿起您身边的手
机直拨 12582，新年礼物幸运拿！

据介绍，12582农信通业务是以语音服务
为重点，短信、彩信前向产品为补充，为农村客
户提供的一项综合信息服务业务。 近阶段，为

了全面深入推进农村信息化工作，湖南移动以
12582农信通语音业务为重心，为广大农村客
户提供优质服务，同时考虑到广大农村客户的
手机终端的适用性，合理策划，火热推出拨打
农信通 12582有奖营销活动。所有成功拨打接
通农信通 12582 热线的客户均可获得抽奖机
会，奖品分别为价值 3000元的 3G 手机 1 台、
价值 2000元的 3G 手机 5 台、价值 1000 元的
3G手机 10台、价值 500元的 3G手机 20台。

直拨 12582，3G手机等您拿！
农信通业务是指通过语音、 短信、彩

信、WEB、WAP 等方式， 为客户提供各类
涉农信息服务的业务； 是中国移动集团统
一规划、 委托物联网基地集中运营的重点
业务。依据服务方式分为 12582热线、资讯
业务两大类。 农信通 12582 热线业务是为
客户提供找工作、找销路，以及农科、政策、
气象、致富、交通、便民、娱乐等涉农生产生
活信息语音查询服务的业务； 农信通资讯

业务是利用短信、彩信承载，为客户提供求
职招工、农技农科、市场动态、农情气象等
各类丰富、实用涉农信息的业务。包括百事
易、务工易、农信宝三个子业务。

客户直接拨打 12582 热线， 就可以立
即接入 12582 呼叫中心。 12582 热线面向
全客户开放（包括联通、电信客户），客户拨
打或接听 12582 热线只收取通话费， 不收
取信息费。 ■黄宇

■小知识

小学生正在使用“校信通”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