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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湖南移动邵阳大祥的移动客户获得特等奖后，与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眼下， 正值春节后企业招工和返城人员
务工的双高峰。 据媒体报道，目前，大量的农
民工开始返回城市， 陆续投入了寻找工作的
行列；而在沿海地带和一些中部省份，出现了
大面积的用工荒， 大大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
产经营。用工荒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用工
方和求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是其中之
一。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移动联合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开展“春风行动”，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前，除了为务工人群向“两城一家”客户
提供神州行“两城一家”漫游优惠外，还通过
中国移动农村信息化品牌“农信通” 旗下的

1258266 务工易热线，提供权威、免费的务工
信息， 实现用工企业与务工人员之间的零距
离对接，大大节省了企业招聘成本，更节省了
务工人员时间和精力。

“今年的节后务工市场与往年比有很大
不同，劳务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随着中西部
和东部地区薪酬水平差距的缩小， 在很多劳
务输出省份， 留在本省内务工的人越来越
多”，一位企业招聘人士表示，“今年，我们尝
试使用中国移动的 1258266 务工易热线来进
行辅助招工，效果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家企
业在中国移动登记了自己的用工需求后，短

短一个星期之类， 就签订了近 70 份务工意
向。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 从中可以获得两个
方面的服务价值：其一，可以免费获得人社部
务工信息。 由人社部各级人力机构提供务工
政策、招聘会等信息内容，中国移动进行编辑
审核，形成权威信息，根据用户的意愿分省、
分地区、 分属性有针对性地免费下发务工信
息，解决了农民工求职无门的难题。

其二，可以免费获得 12582 农信通业务，
包括 1258266 务工易热线语音通话市场以及
务工易短彩信产品等。 农民工朋友只要一个

电话拨到 1258266， 就可以免费订购务工易，
定期收到最新的岗位及政策信息等。 而赠送
的 1258266 务工易热线通话时长， 可以帮助
农民工在遇到务工难题时获取专业、 快捷的
在线咨询与援助。

湖南湘潭市的宋先生，2011 年 9 月中旬
通过 12582 热线营销活动了解到中国移动务
工易热线及短彩信业务， 并拨打了热线查询
工作信息。仅仅通过三次拨打，他查询到了长
沙某食品百货综合批发中心的业务经理岗位
比较符合自己的期望。经过招聘单位的面试，
目前已成功上岗。

“新春走基层”特别报道 3

湖南移动“亿万大礼人人送，3G 精彩在
移动” 专场促销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市民的
关注和参与。各大营业厅、代办点咨询者络绎
不绝，促销现场时刻可见灿烂的笑脸，可闻欢
乐的笑语。

“短信包既省钱又饱口福”
一个着学生装的女孩子在邵阳双清区宝

东自办营业厅门口徘徊了半天， 眼睛总是盯
着厅前的数据业务宣传海报。 最后她鼓足勇
气走到营业前台，“我要开通 5 元短信套餐”
她声音压得很低，“是不是可以赠送一瓶阿萨
姆奶茶给我”。营业员肯定地说：“只要你办理
了该项业务， 我们就赠送价值 5 元的阿萨姆
奶茶。 ” 她拿起赠送的阿萨姆奶茶喝了一大
口：“真好喝，我平时最爱喝这种奶茶了，甜甜
的、滑滑的，明天让我同学也过来，她跟我一
样平时发短信也多，办个短信包既省了钱，又
饱了口福。 ”

纸巾里透着勤俭持家的品质！
一眼看去王小姐就是个会持家的家庭

妇女。 在五一自办营业厅交完话费后，她顺
便问了一句，“你们移动公司的活动挺多的，
都看花眼了，你可以推荐适合我的活动吗？ ”
“那您最需要什么呢？ ”营业员礼貌地问道。
“我年前生了小孩，纸巾用得挺快。 ”王女士
答道。“我们现在刚好有送纸巾的活动，只要
您开通 28 元的来电提醒年包， 我们公司就
送您一提价值 10 元的纸巾。 您觉得可以
吗？”“就办这个业务，我带着小孩，有时候电
话来了没办法接听， 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
有了来电提醒后，我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回电

话，再也不会忘记了！ ”

办个流量年包上网还能拿两桶食用油！
一个身穿时尚运动装的年轻小伙走进

了营业厅：“我要办个每月 20 块钱的流量年
包，你们应该要送我两桶食用油吧？营业员觉

得很奇怪， 平时客户办业务之前总会询问一
番，而他什么都不问直接就办业务，营业员好
奇就问：“您对我们的业务怎么这么熟悉？”经
过了解，原来年轻小伙姓林，是个私营业主，
但是他喜欢玩手机、上网，每个月的流量会使
用得比较多， 刚好昨天他一个朋友说“办了

10 元流量年包，移动公司送了两桶食用油”。
后来考虑到自己每月使用的数据流量不少，
正好办个流量年包，还能拿两桶食用油，很划
算，把油送给爸妈他们也会很高兴，可谓是一
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就有了先前的那
一幕。 ■倪垚

重视客户需求 移动好礼回馈

古楼乡，地处安化西南边陲，传说清朝
吴三桂兵败古楼时将兵书宝剑埋于碗米
山，是一个美丽而清秀的所在。 而我第一次
知道这个地方，不是因为她的秀丽神秘，而
是……

那还是去年六月里的一场特大暴雨，导
致古楼乡严重受灾，多处房屋倒塌，路面损
毁严重，曾一度只能行船进入。 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与时任省委常委、省委
秘书长的杨泰波一道亲临古楼乡指导灾后
重建工作。 当时周强书记强调：“汛情就是命
令，责任重于泰山！ 通信企业一定要担负起
社会责任，协助政府做好灾后通信设施建设
工作，确保网络覆盖。”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
势下，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随益阳移动
灾后重建小组迅速走进了古楼乡，也走进了
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地方。

在这里， 我才知道行车是如此困难：俗
话说“山路十八弯”，可我们从县城过来绕了
四百多道弯；路险之处，更是一边悬崖峭壁，
一边河水奔腾。 在这里，我才知道贫困离我
这么近：古楼乡有 1 万多人，可年财政收入
不足 8 万元，还有很多村庄是“四不通”的地
方（不通车、不通电、不通水、不通电话）。 在
这里，我才知道省委书记为什么如此强调通
信———村民跟我说：“不通车， 我们可以行
船；不通水电，我们可以点灯挑水；可是不通
电话， 发生洪涝灾害只能挨家挨户的通知，
这可是关乎性命的大事啊！ 在外打工的子女

不能及时联系上留守在家的父母，条件好点
的都陆续搬去县城了， 村落也慢慢衰败。 ”
……就是这一次的采访，让我总时时惦记着
古楼乡，不是因为她的旖旎风光，而是她的
贫穷困苦。

没想到，新年春节我有幸再次来到了这
里。 去之前，我心里还停留着“满目疮痍、白
雪寒冬”的画面，到了才发现古楼乡不一样
了， 到处张灯结彩透露出过年的喜庆气氛。
听一位村民介绍后才知道，中国移动在此建
设 7个基站，2 套直放站设备的基础上，积极
响应周强书记指示，采用船载、马驮等方式
运送通信物资， 克服重重困难， 今年又建 2
个基站， 解决了 7 个村落的网络覆盖问题；
还协助当地政府收集人民群众信息，制作电
话簿，组建村级集团，确保能及时发布灾害
预警信息。 现在，村民们没有了受灾时的悲
戚，而是从心底里流露出高兴和喜悦。 年长
的杨奶奶能及时和远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取
得联系，互相问候了；村支书心里的大石头
也落下了， 有事情能群发短信及时通知；郭
大伯打拜年电话，很骄傲地告诉亲戚朋友现
在用上手机了……感受着他们通上电话后
的兴奋之情，我才知道用手机打电话这样一
件小事也可以如此幸福！

古楼乡，虽“古”却“年轻”！ 由通信带来
的现代化气息，让这里再次充满了生机。 我
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阡陌交通，鸡犬
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汪欢欢

幽幽古楼乡 涓涓移动情
笔者日前从中国移动获悉，截

至 2011 年底，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 TD-SCDMA 网络已覆盖全国
所有城市和县城区及部分乡镇，用
户数达到 5121 万户，约占我国内地
3G 用户的 40%， 用户发展实现了
“三分天下有其一”， 全面实现了国
家提出的 TD-SCDMA 三年发展目
标要求。

TD-SCDMA 是我国百年通信
史上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
际标准。 2009 年 1 月，中国移动承担
了 TD-SCDMA 建设运营的重任。
三年来，面对技术起步晚、产品成熟
度不高、市场竞争激烈等挑战，中国
移动在有关政府部门指导和产业各
方支持下， 全力推进 TD-SCDMA
的建设和运营， 持续加强网络建设
与优化。

目前 TD-SCDMA 基站数量达
到 22 万个， 网络稳定性和业务支持
能力已与其他 3G标准基本一致。 在
市场运营方面， 中国移动不断推动
TD-SCDMA 规模应用，特别是在终
端方面大力支持国内外厂商研发
TD-SCDMA 终端，TD-SCDMA 终
端已有 802 款，终端种类少、质量不
稳定的情况已明显改观。 ■吴辰光

TD-SCDMA 用户数
突破 5000 万

1258266务工易热线：触手可及的劳务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