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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8 是湖南移动新推出的一个数据
业务模糊搜索代码， 客户发送任意短信到
100868， 都可以完成相关数据业务搜索和匹
配，并引导客户快捷完成数据业务咨询办理。

Peter 是公司上下公认的百事通，新闻时
事、时尚流行、生活窍门，没有他不知道的，加
上他工作认真、热情友善，特别受上司和同事
的青睐，他不怎么加班，业绩总比其他人更高
一些。 新进公司的 Tom正坐他对面，出于好
奇，常常会留意人气王 Peter 的一举一动，他
渐渐发现了 peter 藏在手机里的秘密。 原来
Peter 看新闻、处理邮件、发微博、听音乐、玩
游戏、购物，样样都可以用手机完成，随时随
地，随心所欲，充分利用了琐碎时间学习、工

作和休闲，自然比别人的效率高。 Tom 恍然
大悟，特地去买了与 peter 同款的手机，可除
了打电话也没折腾出什么新花样， 只好向
Peter 求助：“咱们是一样的手机，怎么才能像
你一样玩转它呢？ ”Peter 神秘一笑，说“你发
条短信问 100868吧！ ”

“100868？ 不就是 10086移动客服号码加
个 8，有这么神奇吗？ ”“你试试吧，不要记业务
名称，不要记代码，把你感兴趣的内容发过去
就行。 ”Tom先试着发“新闻”到 100868，很快
就收到了多款手机报的办理方式， 马上挑了
一款“凤凰观察”订购；再发“电视”到 100868，
很快就开通了手机电视……Tom窝在沙发里
花了不到半个小时时间， 就开通了十多项新

业务，包含节省通信费用的“5元短信包”、“10
元数据流量套餐包”，不漏来电的“来电提醒”、
娱乐休闲的“歌曲下载”、“手机报”、手机应用
下载的“MM商城”等十多项业务。

自从找到了用 100868 武装手机的窍门，
Tom 在公司内的人气也开始飙升，很快就和
Peter 一起双双晋升为部门经理，两兄弟工作
配合十分默契， 手机使用心得的交流切磋也
更加频繁。 现在， 别人要是问他们成功的秘
诀， 他们都会开心地分享那个无所不能的短
信代码———100868。 ■ 吴宇静

业务办理：无需开通，直接编辑短信到
100868即可。

业务资费：短信免费

每周一星之“寻找最美微笑”

“6月份又到了中学生考试的黄金月，高
考将在 6月上旬进行， 中考将在 6 月中旬进
行， 去年夏天移动的 12580 高考查分很受欢
迎呢！ 许多中学生都成了 12580 的忠实粉丝
啦，不知你们今年夏天有什么活动没？ ”远在
湘西的小凡致电记者。

为此，记者专程采访了湖南移动。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湖南移动继续联合湖南
省教育考试院开展 12580 中、高考查分活动，
广大移动客户动动手指就可以畅享移动新生
活，12580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飞信、139 邮箱
等数据及信息业务将成为您贴心的服务小帮
手。 具体来说，12580 中、高考查分服务活动
包括六大便民举措。

1、考试成绩预约。 5月 10日———6月 25

日， 考生及家长在成绩公布前可通过 12580
免费进行成绩预约。 IVR 预约： 客户致电
12580 选择“9”键进入考分查询专区，按 1 键
选择进入“高考”，按 2 键选择进入“中考”，根
据语音提示完成操作后， 系统将根据客户反
馈进行短信确认， 并下发考务资讯业务推广
短信。 短信预约：高考客户发送考生号后 10
位发送至 1065868801 即可实现考试成绩预
约查询；中考客户发送区号 + 准考证号（或
考号 / 学籍号）发送至 1065808802 即可实现
考试成绩预约查询。语音预约：客户通过拨打
12580 进入人工专席也可实现中高考成绩预
约。

2、 考分在线查询。 6 月 26 日———8 月 31
日， 考生及家长在成绩公布后可通过 12580

进行成绩查询。 IVR查询：客户致电 12580选
择“9”键进入考分成绩查询专区，选择 1 触发
高考 1065868801 下行短信，客户根据提示回
复信息即可获取成绩（点播费 1 元 / 次，同一
号码查询同一考生号最多收费 5 元 / 天）；选
择 2 触发中考 1065808802 下行短信，客户根
据提示回复信息即可获取成绩（中考成绩查
询免费）。短信查询：高考客户发送“考生号后
10 位” 至 1065868801 即可实现考试成绩查
询；中考客户发送“区号 + 准考证号（或考号
/学籍号）”至 1065808802即可实现考试成绩
查询。语音查询：客户通过拨打 12580进入人
工专席也可实现中高考成绩查询。

3、高考录取状态查询。 7 月 10 日———8
月 31 日，客户可通过拨打 12580 查询录取状

态相关信息（收取点播）或定制考务资讯业务
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

4、飞信助考行动。飞信客户发送“考生号
后 10 位” 至 1252009825 即可实现高考成绩
查询；发送“区号 + 准考证号（或考号 / 学籍
号）” 至 1252009825 即可实现中考试成绩查
询；如果不是飞信用户，则系统提示用户回复
“确认”开通飞信。

5、139 邮箱帮手。 对预约客户同步进行
139 邮箱的成绩邮件投递（为未开通 139 邮
箱的预约客户统一开通免费版 139邮箱）。

6、谢师宴预定。 7月 1日———8月 31日，
考生及家长可通过拨打 12580 进行谢师宴预
定（本活动仅限长沙地区，相关优惠政策另行
通知）。 ■ 黄宇

六大举措服务学子

12580成中高考查分“直通车”

姓名：徐利容
单位：中国移动邵阳分公司宝西营业厅
岗位：咨询台
服务座右铭：让客户“10分满意”就是我的责任

徐利容是中国移动邵阳分公司一个普
通的咨询导办员，从最初的抱怨、委屈到现
在的从容面对，她说学到了很多，也让自己
变得成熟。 她认为：咨询台的工作职责就是
用心对待每位顾客，对每一位客户提出的意
见都认真细心地解决，尽可能地做到“10 分
满意”。

记得有一次，一名中年男子像吃了火药
一般气冲冲地来到宝西营业厅反映，未经本
人同意开通了一个 5 元上网流量包，要求移
动公司双倍返还话费。 接待这位客户的“小
黄蓉”。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句话一
点也不错。首先，她给客户送上甜甜的微笑，
接着站在客户的角度， 为客户查明原因，然
后耐心地给客户讲解开通的缘由： 原来，这
个上网包是通过短信二次确认开通的。徐利

容小心地询问客户，家里有没有小孩子玩这
个手机？ 客户说有，手机在晚上的时候经常
被他的小孩拿来玩游戏。接着徐利容又打电
话给客户的妻子， 妻子在家中询问了孩子，
了解了情况后告知客户，其小孩用手机上上
网，产生了一些流量费，为了节省话费，小孩
就拨打 10086 人工服务台开通，但是忘记告
诉客户了。听到这里，客户怒气全消，脸上露
出了尴尬的表情。 他直点头，并要求一定要
到值班经理处表扬下徐利容的优质服务。

■ 欧阳一平

编后语：“小黄蓉”，是客户和同事对这位
优秀投诉处理员的昵称。 她聪明、可爱，脸上
的温暖微笑如夏日般甘泉融入每一位客户的
心中，利落的短发更给人一种爽朗的感觉。只
要经她手接待过的客户没有一个不对她投以
赞许的话语。徐利容用最简单的微笑，最热情
的服务，征服了一个个“难缠”的客户，她用自
己最简单的行为， 诠释了中国移动“客户至
上”的理念。

让客户“10分满意”
“先生您好，这是我的名片，这条彩

信您可以保留起来，以后对于移动业务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联系！希望通过
我们百分百的努力，换来您‘10 分’满
意的好评！ ”5月份以来，凡是来中国移
动益阳大道中心营业厅办理业务的客
户， 都会收到一张特殊的彩信名片，名
片上不仅“印”有营业人员照片、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邮箱、服务项目等，还介
绍了一些近期推出的业务内容，信息量
大，图文并茂。

据了解，益阳大道中心营业厅推出
彩信名片服务客户，旨在架设与客户更
深层次的沟通桥梁， 提高客户满意度。
彩信名片既环保又形象，这种便捷的新
型沟通方式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广大客
户的一致好评。一位李姓客户称：“非常
好！ 这是我收到的最有意义的名片！ 我
一定会好好地保存好你的名片！今后对
于移动业务我会随时请教你这位信息
专家的！ ” ■ 廖再元

“彩信名片”传情达意

100868，移动的“百度”
业务速递

近来，中国移动无线城市发展迅速，目
前无线城市门户已在全国 30 个省份 274
个城市上线，相关应用更是超过 14000 个。
其中， 上线数量最多的应用为手机信访
（262 个城市）、常用电话（257 个）和便民问
答（256 个）。 此外，中国移动还推出了很多
本地特色应用。

记者了解到，中国移动已在大部分省
份实现或正在进行位置能力接入，在此基
础上的应用服务也将陆续与之结合，如周
边搜索、公交自驾查询、实时路况等。电子
商务方面的应用也在逐步推广，市民可利
用无线城市应用轻松交纳话费、公共事业
费用或订购电影票。 在湖南，通过湖南移
动构建的 GSM、TD-SCDMA、TD-LTE 与
WLAN（无线局域网）四网协同的多层次、

广覆盖、多热点无线城市宽带网络，湖南移
动与各级政府在“无线城市”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无线城市”平台建设、“无线城市”信
息化项目应用推广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在无线政务、无线民生、无线产业、无线文
化四大领域，重点推动移动电子政务、移动
警务、无线应急指挥、智能交通、智慧旅游、
智慧校园、智能物联网、智慧农业等信息化
工程。 此外，在甘肃，用户可以通过无线城
市使用电力交费、电影订票、有线电视交费
等便民应用。 在江苏，中国移动与政府部门
深入合作，将交通资源引入无线智慧城市
群。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查看 200 余个道路
实时路况视频、 近 300 个停车场信息，以
及 500 多个加油站、汽车美容和维修点等
信息。 ■ 宜欣

近日，衡阳移动开展了以“时尚手机免费玩，限时 PK 赢超级好礼”为主题的数据业务
现场体验营销活动。衡阳移动提供三星 9228等最新热卖时尚手机给客户试玩，并开展切水
果、疯狂的小鸟等手机游戏 PK赛。 活动现场辅以两个附属环节，即手机支付缴水电费体验
有礼、双倍流量免费申请，传达了移动改变生活的理念。 ■ 聂腊梅 李怿鹏

中国移动无线城市应用超过 140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