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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 VIP 的好处是什么， 购物打
折、积分，兑换礼品？ 3 月 15 日，湖南联
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成为联通 VIP，
不止这些。

“自客户成为 VIP 客户之日起，湖
南联通就会为用户配备一名专属 VIP
客户经理为客户提供各类通信内、外的
尊享服务。 ” 上述负责人说， 如通过
10018VIP 客户服务专线点对点回答和
解决在使用联通通信服务中遇到的各
类问题、根据客户的消费习惯为其提供
合理的通信理财服务、邀请客户参加各
类俱乐部活动等。
�������同时，为让 VIP 客户能享受到畅通
的通信服务，VIP 客户可享受紧急开机
服务， 拨打 10010即可享受自助开机服
务。除通信内服务外，VIP客户还能享受
通信外的尊贵服务。 湖南联通为 VIP 客
户在全省提供了 7 个机场 / 车站绿色
通道服务，1500 多家特约商家服务。

此外，湖南联通钻石卡 VIP 客户只
需出示有效的钻石会员卡， 就能享受
全国联通的机场 / 车站绿色通道服
务。 而金、银卡 VIP 客户也能根据 VIP
级别的不同享受不同的绿色通道服
务， 确保出行的顺畅和舒适。 在全省
1500 家特约商家享受消费折扣， 覆盖
餐饮、酒店、购物、休闲等 9 大类，为
VIP 客户的衣食住行提供全面的通信
外服务保障， 确保 VIP 客户各方面服
务的安全和尊贵。

湖南联通致力为用户打造安全的通信消费

1 提质优化，让用户畅享网络通信安全

家住雨花区王公塘社区的易亚杰
老师，近来心情不错，他的教案获优秀
教案评比一等奖。 为此他特意打了个电
话感谢湖南联通客服部门。

事情是这样的， 上周末易老师在家
写教案，突然网络出了问题，易老师急得
不行，再过 3 小时教案就要上交评比了。
他赶紧给湖南联通客服部打了个电话，
要他们过去处理一下。

“真没有想到，1小时不到联通的技术
人员就过来了，不到 5分钟就处理好。 ”易
老师笑着说道，效率太高了。

其实，给客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安
全而不中断的网络服务， 是湖南联通一

直不懈的追求。
湖南联通为进一步增强移网及宽带

用户的感知，提升客户满意度，于 2011 年
年底开始在全省 14 个市州分公司全面
开展移网及宽带对外服务承诺工作。 即
所有涉及移动网络的投诉百分之百接
单、百分之百及时处理和百分之百回复；
非覆盖的移动网络投诉问题解决比例
98%以上。

同时湖南联通对宽带承诺服务时限
也做了要求。 宽带装移机 48 小时内完
成，宽带修障城区 24 小时内完成，农村
36 小时内完成, 较总部对南方公司该项
活动的进度要求大幅提前。

据了解， 为了保证服务承诺能够切
实得到履行， 湖南联通在加强流程梳理
和工单闭环管控的同时还加大了对市
区、 交通干线和酒店车站等重要场所网
络优化力度。同时，计划 2012 年新建客服
投诉支撑系统，拟确保 70%以上的投诉处
理时间从目前 3 天进一步缩短至 2 个小
时内，加快投诉处理效率。 并且，考虑到
宽带目前主要由代维和合作单位提供服
务， 特有针对性的出台了合作商固网维
护及宽带限时服务实施操作细则等办
法，加强监督和考核力度，通过对相关责
任单位处罚的机制， 将有力的保证该项
工作的效果，促进宽带业务品质提升。

本报 3 月 15 日讯 3 月 15 上午，
长沙联通 3G 玩家俱乐部荷花园旗舰
厅正式起航， 由于一系列的酬宾活动，
吸引了大批长沙本地的智能手机用户
到场参观。

笔者走入荷花园俱乐部，发现俱
乐部整体装修与氛围营造都切合了
“玩”这一核心理念，IOS、安卓几大操
作系统的多款智能手机真机以及 i-
Pad2 等苹果相关产品有序的摆在体
验区供过往客户随意把玩体验。

除此之外， 为了给俱乐部 3G 玩家
提供优质的服务， 长沙联通培养的一批
专职的 3G 服务专家， 为客户提供包括
软件下载、手机系统升级、故障诊断、疑
难问题指导、 手机清洁护理等多项技术
服务。

“比如手机清洁护理、手机消毒这
类服务是长沙联通针对智能手机的特
点自创的服务项目，受到了广大客户的
高度欢迎。 ”现场一位工作人员说道。

据介绍， 长沙联通全力打造的 3G
玩家俱乐部是以俱乐部基地建设为依
托，基沃 3G 精彩业务，服于 3G 手机终
端， 围绕联通务 3G 客户的综合型特色
俱乐部。

据了解，该类俱乐部目前在长沙共有
11家， 延伸覆盖了包括六区三县在内的
整个长沙地区，而到 2012 年 12 月以前，
本地实体俱乐部规模将扩展到 28 家。

长沙联通 3G玩家俱乐部
荷花园旗舰厅正式起航

■联通讲坛

联通 VIP
能带给您什么?

电话通信作为现代社会中个人维系
交流最重要的手段， 其涉及到个人隐私
的方面有很多， 电话详单就是其中比较
重要且使用频率较高的一项。

冯小刚的电影《手机》让人笑出眼泪，
笑过之后不禁又让人感到无奈和后怕。 电
话详单被侵害对于家庭关系的危害实在
是太大了。 让人欣喜的是， 日前湖南联
通给用户提供的“详单信使”服务功能，

包括基础版与高级版（详单保险锁），可
以免除用户对详单意外泄露的苦恼。

据了解，“详单信使”服务功能可有效
保护用户的电话详单信息。 如果你的电话
详单被人查询，系统会以短信的形式下发
被查的通知。

如果你想绝对保密， 不想任何人查
询，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只需订购“详单信
使”高级版（详单保险锁）后，关闭详单查

询功能，使得电话详单信息查询处于不可
被查询状态，任何人（包含用户本人）无法
通过任何手段查询用户电话详单信息。若
发生详单查询行为，用户会及时收到详单
查询被拒绝的短信通知，有效确保用户的
通信行为始终安全、有保护。

此外，“详单信使” 还会为用户保存
1 年内电话详单被查询的历史记录，方
便用户随时查询。

保护隐私，让用户安享通信信息安全2

你会玩手机吗？ 3G 时代，智能手机、
应用软件层出不穷， 你可能存在着这样
的幸福烦恼。 手机很高档，游戏很丰富，
软件很强大，但你不会玩？

没有关系， 你不妨去联通课堂坐一
坐，它能帮你解决你的烦恼。

湖南联通在营业厅设立联通课堂专
门进行 3G 辅导， 开展 3G 大讲堂、3G 沙
龙（邀请用户参加 3G 玩家俱乐部）等活
动， 来提高用户对 3G 手机和 3G 应用的
了解。

为方便用户在使用 3G 应用过程中，
随时掌握自己的话费消费情况，确保在用
户 3G 上网畅通无阻、娱乐工作两不误的
同时还能做到合理消费。 湖南联通根据
各类业务产品的不同和用户使用特征，为
用户免费发送订购提醒、 业务变更提醒、

余额提醒、消费提醒、停机提醒、国际漫游
提醒、其他提醒七大类，共计 143 条各类
提醒短信。 主要包含：新入网用户短信提
醒、业务办理渠道短信提醒、定制生效短
信提醒、定制业务信息短信提醒、协议到
期短信提醒、积分到期短信提醒、月底缴
费提醒、上网流量提醒、月结帐单提醒、缴
费成功短信提醒、优惠返还提醒、半停机
提醒、欠费停机提醒、欠费停机前预警提
醒等提醒短信， 避免给用户带来消费困
扰，使用户能安全、放心的消费。

此外， 为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湖南联通还为用户量身打造了一项新服
务“联通话费周周报”，可为用户提供实
时话费查询、 历史话费查询、 话费余额
查询、 话费提醒、 话费预警设置和用户
积分查询等功能。

及时提醒，让用户尽享通信消费安全3

2012 年消费主题为“消费与安

全”。湖南联通牢记服务使命，不断创

新服务内容，致力于为用户打造安全

的通信服务环境，不断为用户提供更

便捷、智能、安全的通信服务，确保用

户在接受湖南联通通信服务的各环

节均能放心而无后顾之忧。

2012 年联通新的客服投诉系统

投入使用， 投诉处理时间缩短到 2

天以内，而湖南联通提供的“详单信

使”服务功能，更使你的通信真正变

得安全。

尚品·联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