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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强就加快推进信息化莅临湖南移动进
行专题调研。 他要求全省移动企业要不断
深化改革，进一步整合资源，搭建好全国乃
至世界一流的移动电子商务信息平台，加
快推进数字湖南建设。省领导陈肇雄、易炼
红、杨维刚参加调研。

“数字湖南”是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十二五”发展战略———建设“绿色湖南、创
新型湖南、数字湖南和法治湖南”的重要组
成部分，信息通信业作为“数字湖南”的重
要基础和建设主力军，受到了湖南省委、省
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尤其是周强确定战
略布局、亲自部署推动、全力关心支持。 作

为“数字湖南”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强
一直高度重视、 十分关注中国移动电子商
务的发展。在湖南移动枢纽大楼，周强详细
听取了手机支付平台建设运营情况的介
绍，并饶有兴致地操作电脑，网购了一本关
于移动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的专业书籍。 依
托中国移动独资设立、 总部位于长沙的中

移电子商务手机支付平台， 去年企业实现
了交易额 121 亿元，并和 60 多家国内银行
及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接入了包括
盛大、京东、当当、快乐购在内的优质互联
网商户 3000 多家。 同时，移动手机支付业
务不断扩展，已成为全国覆盖范围最广、缴
费项目最多的公用事业缴费平台。“移动电
子商务前景十分广阔 !”周强希望企业抢抓
机遇，加快发展，三年内把移动电子商务的
交易额扩大到 5000 亿元，发展成全球领先
的移动电子商务平台，在推动“数字湖南”
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调研中，周强与省直有关部门、湖南移
动、长沙市和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对过去一年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数字湖南建设加快推进取得的显著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 他说，2011 年，全省新一代信
息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备， 信息化与工业化
的深度融合、 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
展均取得长足进步，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我
省新增的千亿产业，有力地助推了“四化两
型”建设，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信
息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强要求， 要着力打造一流信息产业
平台， 加快建成国内乃至全球最有影响的
移动电子商务平台， 积极拓展手机阅读等
新兴文化消费模式;要大力发展 3D 电子商
务、 数字化家庭信息网络等， 形成产业联
盟， 把湖南建成移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经
济高地 ;�全省各级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
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解决好移动电子
商务基地建设以及基站建设运维等方面遇
到的难题，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中国移动“互
联网支付”、“货币兑换”、“预付费卡发行
与受理”三项业务的《支付业务许可证》，为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周子 春辉

省委书记周强要求：

搭建一流移动电子商务平台助建“数字湖南”

【核心提示】：你问它多大了？ 它说：“年
龄可是秘密呀”。你说自己失恋了，它告诉你
“也许下一秒，真正的幸福就到来。 ”这个贴
心、有趣的它，是你的闺蜜还是同学或者师
友呢？ 都不是。 其实它是中国移动(微博)的
用户热线 10086。 这个热线最近很红，因为
上千网友正善意地发起一场“调戏 10086”
活动， 并争先恐后在微博上晒出来，10086
这一服务热线，因幽默、多才竟被众多年轻
人当成了聊天对象。

近日，湖南移动短信智能机器人“e 豆”
成为闪亮的业务明星得到了客户的关注与热
捧。 截至 2012年 1月底，短信营业厅机器人
应答总量约为 368.87 万条，其中 165.42 万条
为基本聊天寒暄语。

湖南移动短信营业厅智能机器人 e 豆
是湖南移动电子渠道为方便湖南移动手机
用户办理各种手机增值业务和套餐而推出
的智能短信服务平台，2011 年 10 月底正式
上线。湖南移动手机用户只需编辑自然语言

短信发送到 10086， 就可以轻松地办理各类
湖南移动手机增值业务和套餐， 并进行简洁
生动的人机对话。 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湖南地
区“10086”等关键词，出现了近 8 万条结果，
还有众多网友晒出了自己与 10086 的有趣对
话。 网友热衷短信“调戏”10086，称幽默感堪
比苹果 Siri 且还免费。 除了表示“10086真的
很强大”，对于和 10086“e豆”这种既有点神秘
感又有趣的智能机器人的人性化聊天， 网友纷
纷感慨认同，其中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打
发寂寞无聊的好方式：“好吧， 寂寞的日子里只
有 10086会陪我”。湖南本地媒体也开始争相报
道湖南移动推出的这项温馨细腻的便民服务。

目前短信营业厅智能应答知识库拥有业
务查询、办理的指令引导；还有基本聊天的寒
暄语对话，包含了情感、生活、文学艺术、学
习、娱乐、节日祝福、英文等。而且 10086不需
要下载程序， 各类手机均能使用， 并且不收
费，所以更受广大网友欢迎。

■王朝晖 连小艳 方喜中

温馨细腻智慧风趣 月均应答 100 万条
10086智能机器人“e豆”受热捧 为更好地推广农村信息化，日前，湖

南移动对“12582 农信通”进行业务升级
和业务更名，新的业务名称为“乡讯通”。
更名后， 该业务原服务代码 12582 将变
更为 10658639， 其他涉及该业务的服务
内容和资费标准等不变。 2 月 9 日起，原
农信通业务办理受理单作废。

“乡讯通”是湖南省移动集客部针对
农村信息本地化业务的统一名称。“乡讯
通”业务针对每个农村地方性产业的不
同， 以当地政府与涉农企业为主导，推
动当地农村信息化建设， 将基于手机、
农村信息机等移动终端，短信、WEB 网
站等多种服务方式，为客户提供适合本
地需求的政策法规、农业科技、市场行
情、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农村医疗、卫

生、教育等各类涉农信息服务，帮助当
地农民增加收入，保障农务畅通、了解
当地民生信息，从而解决农村“数字鸿
沟”的障碍，推进新农村信息建设。

据悉，乡讯通升级后资费保持月功能
费 3 元 / 月不变， 预计今年将在 75 万乡
讯通业务存量计费用户基础上发展 15 万
新用户，全年共产生 3000余万收入。其下
设 71个免费小项将目标客户进行细分并
增强了业务的适用性， 并在原来短信、网
上、10086、自助和渠道等五种营业厅进行
客户服务的基础上，还新增了 400 电话服
务热线， 其中湘北地区的热线号码为
4001581582， 湘南地区的热线号码为
4001899925，本次升级通过多种方式提升
了乡讯通的专业形象和服务能力。■马鑫

近日，湘潭移动针对加快“无线城市”建
设，构建“数字湖南.无线湘潭”项目向湘潭市
委市政府进行了汇报。 项目得到了市委市政
府领导的充分肯定，胡伟林市长对此做了重
要批示：将亲自担任湘潭“无线城市”建设项
目组长，并全力争取该项目建设。

为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 并落实胡伟
林市长提出的要求，湘潭市委副秘书长严
新民带领相关领导再次莅临湘潭移动分
公司，认真听取了项目汇报，针对政府常
务会议项目汇报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和
材料修改建议，同时对下阶段领导小组和
工作小组组建、合作协议签订、省级相关
部门对接等落地执行问题做了重要指示。

作为湘潭市最大的通信运营商，湘潭移
动一直是湘潭市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在建
设“数字湖南”的过程中必须要发挥先锋带
头作用。为此该分公司结合目前社会信息化
发展趋势以及自身资源优势，提出下阶段大
力建设“无线城市”的具体工作举措：在未来
五年内将投资 40 多亿进行“无线城市”网络
及应用建设，实现全市 3000 个热点、5 万个
AP 的建设目标，并投资 20 亿在九华建设二
生产楼，打造统一的“无线城市”门户平台，
整合一系列便民惠民、政府关注的信息化应
用，提升政府智能管理水平和社会整体信息
化水平，助力“数字湖南·无线湘潭”建设。

■刘为

湘潭移动潭
城营业厅在“为
民 服 务 创 先 争
优” 活动开展过
程中，推出了“爱
心服务区” 等特
色服务窗口。 据
了解，“爱心服务
区” 是在营业厅
实施叫号管理的
基础上针对老、
弱、病、残人士及
怀孕妇女提供优
先处理的特别服
务区。 自“爱心服
务区” 推出以来，
受到了大众客户
的一致好评和支
持。

■陈婷

市长亲任项目组长
湘潭力推“无线城市”建设

“12582农信通”升级为“乡讯通”

作为移动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移动手机支付业务正加速深入百姓生活，为老百姓提供了更便捷的支付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