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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移动“十项服务 10 分满意 千万客户有奖体验”系列报道

株洲移动攸县分公司进一步完善全球通车友俱乐部服务， 在各俱乐部放置了手机支付缴费机
和空中充值机方便客户交费，同时，车行老板还建立了车友俱乐部飞信群以及移动微博，及时和客户
交流最新移动优惠信息。据老板透露，前来车行洗车护理的全球通VIP客户相当多，每天通过手机支
付洗车的客户就有 30余个。 图为车友俱乐部前台人员接待客户。 ■ 蔡俊翔 摄影

近日，湖南移动推出“十项服务 10 分满
意、千万客户有奖体验”主题活动，为广大移
动客户带来了快乐体验与丰厚礼品。 从 8 月
10 日至 12 月 10 日，客户对湖南移动十大服
务举措（参见表 1）进行体验后，通过三大绿
色快捷通道反馈满意度评价以及相关意见建
议，即有机会获得 3G 手机或话费奖励，还有
机会成为中国移动“移动之家”俱乐部会员。

本次主题活动三大绿色快捷通道分别
为：1、短信通道：发送短信“服务举措序号 *
评分（10 分制）”到 10086008，如果要同时对
多个举措进行评分，可分几次发送，也可以一
次性发送（中间以 #号隔开）。 2、网上营业厅
通道：登陆湖南移动网上营业厅进入“十项服
务 10分满意”专区，输入手机号码、服务密码
或随机验证码后， 直接打勾评价并填写相关
建议。 3、 掌上营业厅通道： 登录湖南移动

WAP掌上营业厅，点击活动链接进入活动页
面进行评价和填写相关建议。

据湖南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主题
活动礼品丰厚。 1、参与评价或反馈意见建议
的客户，次月可获赠价值 5 元的 30M 数据流
量。2、所有参与评价的客户即获得抽奖机会：
特等奖全省 5 名， 各奖励价值 4500 至 5000
元左右的移动 3G 旗舰手机一部； 一等奖全
省 10 名，各奖励 2000 元 3G 手机一部；二等
奖全省 100名，各奖励 1000元 3G手机一部；
三等奖全省 1000名，各奖励话费 50元。 3、根
据客户提交的建议， 全省组织评选“热心客
户”，成为中国移动“移动之家”俱乐部会员，
会员客户每月享受 10 元话费赠送，并享受中
国移动“移动之家”会员的各项权利，全省合
计评选“移动之家”会员客户 1500名。

■ 黄宇

“多亏了你们的延迟停机业务， 帮了我
一个大忙啊！ ”日前，邵阳新邵县某管业公司
的黄总走进县移动分公司的营业大厅，满面
笑容地感谢着一位客服人员。 细问之下，原
来是新邵移动的客户经理为他做的信用额
度透支服务，在关键时刻为黄总保住了一个
200 万元的大订单！

黄总的公司最近引进了一种叫双壁波
纹管的新产品，适用于雨水 / 污水排放、通风
系统、电线护套多类工程，该产品以抗压耐冲
击、过流量大、连接方便、无渗漏等特性在同
类产品中赢得优势。 黄总为了把这个项目做
好，投资了近千万元建立新厂，又亲自马不停
蹄地跑工地，拉业务。 由于各地奔波，他的话
费消耗得很快，因为一直是由秘书代缴，他对
自己的话费情况很不了解。 上个星期黄总与
长沙一家建筑公司洽谈， 希望接到一段公路
的管道铺设工程。为了把订单拿下，黄总费了
很大的力气，力争在几家企业中脱颖而出。在
与建筑公司商谈的当天， 黄总接到了移动客
户经理的电话提醒，说他已经快要欠费，需要
马上缴纳话费。 而黄总马上就要进行紧张的

阐述，来不及告诉秘书为他缴费，会后也就忘
了这回事。

第二天， 黄总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建筑公
司的消息，手机一刻也不离身。 偶然之间，他
突然记起移动客户经理给他打过的提醒电
话， 心里一惊， 立刻发短信到 10086 查询话
费。一查之下他吓了一跳，自己的手机已经欠
费 10多元！ 他马上打电话给秘书，但秘书却
因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 没法给他代缴话
费。 就在这时候，建筑公司打来了确认电话，
说要和他签订单。 对于已投资了所有资金的
黄总来说，200 万的订单像久旱的甘霖，带给
他无尽的甘甜。兴奋之余，黄总想起自己的电
话欠费了，却还能接打电话，不禁感到奇怪，
于是拨了客户经理的电话。 原来在提醒他交
费的当天，客户经理为他设置了 50 元的信用
透支额度。正是这个透支额度，延迟了他的停
机时间，保住了他 200万的订单！

感念之下， 黄总找到了他的客户经理，
他说做中国移动客户幸福感很强，这次的事
件更使他坚定地信赖中国移动。

■ 陈蓓蕾

湖南移动“十项服务 10 分满意、千万客户有奖体验”内容

延时停机 信誉保障
200万订单背后的故事

8 月 19 日上午 11 时， 犯罪嫌疑人龙
某某在花垣县下寨河的一座山上被保靖
县公安局民警擒获。 至此，该县发生的“8·
17”特大杀人案成功告破，从报案到擒获
犯罪嫌疑人整个过程仅用 37个小时。

8 月 17 日晚上 9 时 50 分， 湖南湘西
自治州保靖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该县水田河镇梁家村发生特大杀人案，一
个村民一家三口被杀。 接警后，保靖县公
安局迅速启动紧急预案，经过州、县公安
局侦查，8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犯罪嫌
疑人被锁定为花垣县花垣镇沙碧村人龙
某某。 随即，一张大网在保靖、花垣两县铺
开。 指挥中心将龙某某身份信息发送到两
县民警的警务通终端，要求民警充分利用
警务通“人员信息查询”功能仔细盘查、核
对信息。 办案民警排查百余人信息后分
析，犯罪嫌疑人龙某某藏匿在其居住地沙
碧村后山上的可能性极大。 指挥中心立即
调动警力向该山汇集，在山上又排查 8 人
后，发现一光头男子神情惊慌，经过民警
的仔细盘问和警备通上个人信息的认真
对照， 确认该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龙某
某，民警迅即将其控制。 据抓获该男子的
民警介绍，虽然该男子犯罪后以剃光头等
方式进行了伪装，但经过警务通个人特征
及信息核实，实现了准确确认。

据保靖县移动分公司介绍， 从去年开
始，保靖县公安系统 195名民警使用移动警
务通终端，警务通配备率为 100%。 经过 1年
来的磨合，警务通已经成为民警的亲密伙伴，
多次有效助力民警侦查破解案情。 ■ 马鑫

面对移动互联网快速成长， 包括运营
商、互联网公司、创业公司都想在其中分得
一杯羹。 在 8月 22日召开的第六届移动互
联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移动互联网基地总
经理杭国强表示，目前移动应用领域正在发

生变化，尤其是在产业发展环境、收费模式
探索以及用户安全意识这三方面。

截止目前， 中国移动应用商场（简称
MM商场）上架应用超过 15万个。杭国强告
诉记者，MM 商场下载量已突破 9 亿次，每

月有超过 4000万下载量，80%下载来自安卓
智能手机。

MM商场一直由一支专业化团队运营，
中国移动也给了很大支持，随着智能终端的
迅速普及， 其自身发展空间也在逐步扩大。
目前，移动商城应用内计费的收入每月环比
增长近 100%，签约开发者达到了近 2万。

面对国内 100 多家应用平台竞争，使
MM商场面临很大挑战。不过，杭国强认为，
中国移动推出应用平台， 有自身的优势，首
先运营商可以提供便捷灵活的计费方式，这
也是运营商独有的优势； 其次是 MM 商场
非常关注用户的使用安全，建立了严密的应
用测试审核流程， 确保 MM 平台上的应用
安全无毒；第三，中国移动的用户规模和推
广渠道是非常有优势的，可以覆盖到更加广
泛的人群。“产业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基于移动应用平台的绿色安全、开放合作的
定位，我们对于应用商场的发展越来越有信
心。 ”杭国强称。

杭国强表示，MM商场最大的优势， 就是
MM商场的推广方式。 目前，MM商场已经在
自己庞大的用户群和实体店之间进行有效沟
通，尤其是在实体店方面，用户可以一键安装
自己想要的应用。 同时，MM商场还开放应用
库，在其他应用商店开设专区，目前已经和应
用汇等多家优质互联网渠道开展合作。

在这种推广模式下，MM商场已经成为
移动应用聚拢平台， 通过分发模式，MM 商
场更像是一个“总代理”，以此为开发者提供
一站式接入、多触点推广的服务，并实现开
发者、 优质互联网渠道及 MM 商场三方共
赢的模式。 ■ 赵刚

“警务通”助警方
37 小时侦获特大杀人案

中国移动“MM”月下载量超 4000万

设置 3G 手机、话费奖励等丰厚奖品

湖南移动邀您激情体验“十项服务”

湖南移动持续 20 年打造精品网络，2G 网络覆
盖率达到 99%以上，助您登珠峰 、游西沙 ，关
键时刻有保障 ；3G 网络目前已覆盖省内县级
以上城市 ；4G 网络正在浙江等省市率先进行
试商用，敬请期待。

无需换卡 、换号，只需更换
3G 手机即可体验手机高速
上网以及海量精彩应用。

中国移动客户规模大，集团网内部通话享受
超值优惠 ，省钱到家。

加入中国移动集团网并办
理集团 V 网优惠套餐或者
办理家庭亲情套餐。

推广“两城一家”漫游优惠活动，客户漫游到某一
指定城市，主叫优惠，春节期间被叫免费，其余时
间被叫仅收 0.1 元 / 分钟， 总体优惠幅度达到
60%，方便客户回家、探亲等两地漫游通话的需求。

神州行品牌客户发送需申请
享受漫游优惠的城市的区号
（如 0731） 至 1008630901；也
可拨打 10086 热线申请办理。

中国移动推出业务订购二次确认 、0000 查询
退订 、业务扣费主动提醒等服务，全力保障透
明消费。

（1） 客户发送 0000 至 10086
查询或退订业务；
（2）客户新订购或点播增值业
务后收取扣费提醒短信。

中国移动推出 1008611 话费账单查询专线 ，并
推出 139 邮箱和彩信免费电子账单服务（客户
需申请）

客户拨打 1008611 可轻松查
询消费情况；编辑短信“1”发
至 10086 或登录湖南移动门
户网站可申请办理 139 邮箱
或者彩信形式的免费电子账
单服务。

移动客户通过发短信可轻 松查询 和办理业
务， 方便快捷；10086 短信客服机器人可提供
人性化信息查询服务，行业内领先。

（1） 编辑 10086 发至 10086
获取短信营业厅主菜单，按
提示查询或办理相关业务；
（2）编辑您好查询业务的关
键词发至 10086； 您要查询
优惠套餐信息，可编辑“套
餐”发至 10086。

湖南移动营业厅及代办点上万个，遍布城乡；自办营
业厅推行“七步”服务规范，强化“五主动”服务，树立
窗口服务标杆。

到移动自办营业厅办理业务
和感受服务。

湖南移动 10086 热线为客户提供 7*24 小时免费
服务，2000 多名客服代表在线为客户解答疑难问
题；对一次拨打未接通的客户，主动通过电话或
短信进行回复，更加贴心。

客户可通过拨打 10086 体验
业务查询和办理、业务咨询
和投诉。

客户话费余额不足时进行预先提醒，在客户停
机前， 视客户信用情况提供延时停机服务，竭
力保障通信畅通。

客户收到延时停机服务的
引导短信后，回复短信确认
服务。

移动客户收到垃圾信息可举报至 10086999（中国
移动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将对客户举报的垃圾
信息逐一查证并回复。

收到垃圾短信，请发送“被举
报垃圾信息号码 # 垃圾信息
内容”到 10086999进行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