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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星之“寻找最美微笑”

姓名：何林
单位：株洲移动醴陵分公司
岗位：VIP室营业员
服务座右铭：一切为客户
曾获荣誉：“为民服务标兵”、服务明星、优秀
营业员

她没有魔鬼的身材和天使的面孔， 只是
一个怀有 6个多月身孕的准妈妈； 她没有惊
天动地的事迹， 只是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坚
守着不平凡的事业的普通员工。 微笑是她的
名片，出色的工作表现让她收获了“为民服务
标兵”、服务明星、优秀营业员等诸多荣誉，她
就是株洲移动醴陵分公司立三路 VIP 室营
业员何林。

前台的工作是紧张而繁杂的， 特别是在
这骄阳似火的盛夏。 8 月 17 日中午，小何如
往常一样办理着一笔又一笔业务， 耐心回答
着客户的各类咨询。 在送走了一拨客户后，一
位汗流浃背的 40 岁左右的女客户要办理预
存购机业务， 不知是天气实在闷热难耐还是
客户心情太激动，一直不停地流汗，而且说话
还有点喘， 何林首先请客户安坐并送上一杯
凉茶， 然后开始向客户逐一介绍手机型号与
功能，忽然，客户趴在了办公台席上，脸色苍
白。 小何试着用手轻轻地推了一下客户，没有
任何反应，何林和另一个同事都被吓着了，但
她很快镇定下来， 一边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
十滴水和风油精给客户灌服并刮痧， 一边请
同事帮忙拨打 120急救电话，送至医院时，客
户已基本清醒了。 医生说， 该女士是重度中
暑，幸好及时采取了救治措施。 第二天上午，

一个 10来岁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芭比娃娃
来到台席前面，稚嫩地说：“姐姐，这个娃娃送
给你，谢谢你的帮助，妈妈今天身体还有点不
舒服不方便过来，妈妈说祝你生个健康漂亮的
宝宝，等身体恢复了再来找你买手机。”何林没
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举动换来了客户及家人
的感谢与祝福，这更加坚定了她“一切为客户”
的工作信念。 ■周萍

【核心提示】
WiFi 热潮正席卷而来， 作为无线宽带

（WLAN）的主流技术，中国移动正在大力推
进WiFi建设，铺设更多的WiFi热点，让人们
更加方便地使用无线宽带上网。 而对于WiFi
上网，越来越多的市民已从陌生到习惯，有些
甚至已深深地依赖和热爱。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株洲移动将加速
“无线株洲”、“智慧株洲” 的建设， 构建基于
“2G+3G （TD-SCDMA）+WLAN （WiFi 技
术）+4G（TD-LTE）”立体化网络平台，提供
通信、无线上网、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行业信
息化解决方案等一揽子服务， 努力实现株洲
信息产业和信息基础建设的新发展、新跨越。

想随时随地 WiFi?�你也可以

在无线宽带（WLAN）建设方面，株洲移
动将围绕公共民生需求，覆盖写字楼、酒店、
商场、社区等热点区域，火车站、高铁站等交
通枢纽，以及政府服务窗口、行业垂直单位、
大中专院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平台等场所，快
速实现热点地区的全面覆盖。

47 岁的张小武在天元区一家外贸公司
担任营销总监， 他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可以
通过智能手机，随时随地处理贸易事务。“家
里本来装了宽带， 本以为回家可以在电脑上
看些贸易信息， 可儿子一放学就把电脑霸占
了，我和老婆都没机会用。 去年底，住宅小区
里安装移动WLAN之后，抢电脑上网的问题
迎刃而解：儿子的电子书可以无线上网；老婆
迷上了微博， 她摆弄三星 i9108 的时间比陪
我的时间还多得多……” 张小武说，“我们公
司如今也安装了 WLAN，办公楼的每个房间
都可以无线宽带上网。 公司多数部门和人员
配备了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因此无论是开会、
办公还是出差， 基本可通过手机或笔记本无
线宽带上网，实现内部信息沟通和共享，收发
邮件、查找信息、处理公文，非常高效！ ”

如今， 张小武已经很迷恋随时随地上网
的高效、时尚生活了。“出差在外，候机时用手
机看小说或看电视；找不着北时，可通过手机
地图查自己方位；遇到疑难问题，还可手机上
网搜索。 ”当然，让张小武感触最深的还是移
动 WLAN（无线宽带）上网。“做贸易要随时
了解各地的行业信息， 对销售情况及数据进

行分析，还要经常去各地出差。”张小武说，前
两年只有在上海、广州、厦门这些城市，才能
享受随时随地找到 CMCC快速上网的便利。
而现在，他发现株洲也加入“无线城市”的行
列。 随着株洲移动爆发式增加的WIFI热点，
这一步伐越来越快。

株洲移动已建设WiFi热点2000多个

中国移动将自 2012 年开始，花 3 年时间
在全国范围内建设 600 万个 WLAN 热点，进
一步扩大和提升其无线城市网络。 中国移动
在全国 32个省级行政区都进行了 WLAN 网
络覆盖，并且正在快速继续扩大。

株洲移动成为株洲市 WiFi 热点建设的
绝对主力。在株洲五县四区，移动已免费建设
了学校、政府机构、企业、宾馆、酒店、商场、写
字楼、医院、餐厅等 WiFi 热点 2000 多个。 根
据数字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无线城市”工程建
设规划， 株洲移动将在 2013 年建成 WiFi 热
点 20000多个。

“一个WiFi热点就是一个小区、 一个单
位、一所高校、一个宾馆……可以想象，移动
WLAN 网络覆盖速度之快，完全可以满足大
部分用户对于无线宽带网络的需要。”株洲移

动相关人士坦言。

“无所不在”的无线网络惠及全城

借助“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通信网络
覆盖，株洲移动加快推进“一站式”政务办公
服务，及时向广大市民传递民生政策、车辆违
章、餐饮交通、水电气费等衣食住行“一揽子”
民生信息服务， 以实现区域公共信息资源的
充分共享；提供远程监控、移动医疗、移动支
付、家电智能控制等“一键式”便民生活服务。
比如，通过 RF－SIM 卡与社保、金融、交通、
卫生等领域的结合， 打通各服务机构的一卡
通数据交互通道， 将非接触式支付业务广泛
运用到公交、机场、商业区、连锁餐饮店、书
店、超市、医院等场合，市民只要带上一部手
机，就可以轻松“刷机”消费。

移动WLAN网络具备覆盖广、 速度快、
资费便宜、 可漫游等全能优势。 体验移动
WLAN 无线宽带上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
是附近有WLAN热点，可以搜索到“CMCC”
或“CMCC-EDU”标识网络信号，另一个则
是有一台具有 WiFi 功能的手机或具有 WiFi
功能的其他任何终端产品。准备就绪后，点上
一杯咖啡， 就可以开始 WLAN 的体验之旅

了。 首先是申请一个WiFi的账户。 以中国移
动为例，记者用手机编辑短信“KTWLAN”发
送至 10086，随后收到要求确认的短信，按要
求回复后， 一条短信提醒记者， 可以使用
WLAN 业务了， 并显示出 WLAN 的账户和
密码，其中账户就是记者的手机号码。

接着，记者打开手机的设置中打开 CM-
CC标志的网络，这是通过 WiFi 上网必不可
少的步骤。然后打开手机浏览器，输入任一网
址，页面立刻自动跳转到一个用户认证网页，
其中的账户和密码位置均为空。 将之前收到
的账户和密码输入并确认后， 界面显示用户
登录成功。将这个界面最小化，记者输入新浪
的网址，进入网页，大功告成，一共只花了不
到 3分钟。除了登录网页，记者还通过无线网
络在线观看了视频、下载了音乐。 WLAN 最
高速率可达到 54Mb/s, 远超目前的 3G 上网
速度。

一个 WLAN 账户可多人、 多终端、
全国漫游使用

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介绍， 移动用户申
请开通了WLAN业务后， 只要一个帐号、一
个密码，可以多人、多终端、全国漫游使用（只
要不同时使用），非常方便、实惠。 也就是说，
一个移动手机号码账户，可以在带有 WiFi 功
能的手机、Ipad、PDA、电脑、电子书、游戏机
等多种终端上快速登陆上网。目前，终端厂商
推出的时尚产品基本具有WiFi功能。

据了解，中国移动 WLAN 热点接入完全
免费。市内有WLAN覆盖需求的商家、社区、
楼宇、公共服务场所等组织和单位，均可向株
洲移动申请免费安装和开通WLAN网络。用
户使用移动WLAN采用时长计费，标准资费
为 0.05 元 / 分钟。 目前，株洲移动为客户推
出了多种优惠套餐，比如有 680 元 WLAN 年
包优惠套餐，每月省内 WLAN 可不限时长使
用、 外省漫游每月加送 10 小时的 WLAN 上
网时长。 此外， 校园客户开通和使用移动
WLAN业务，套餐资费更优惠。

“目前， 株洲移动对每一个新开通
WLAN 业务的用户均给予首次免费体验 5
小时的优惠，新建设的任一个移动 WLAN 热
点， 在计费认证前， 客户使用也是免费的
……”株洲移动客服代表介绍说。 ■侯亦杨

接入免费，套餐实惠

株洲移动“全城WiFi”开启无线生活

服务明星，闪耀爱心
神州行客户裴丽华是朋友眼中的

“百事通”。 出门在外，哪里可以半价看电
影？ 哪里可以买到折扣最低的机票？ 逛街
路上饿了，附近哪家餐厅便宜又好吃？ 只
见她打一个电话， 或者拨弄一下手机，就
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其实，神奇的不
是她，而是她的好帮手———12580。

“12580，一按我帮您”这句朗朗上口
的广告语， 正是对 12580 的贴切描述。
12580 为移动客户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
便民服务，为广大市民的生活出行带来极
大的便利。 它到底有多神通广大？ 只要用
手机亲身拨打一次就知道了：“交通信息
查询请按 1，查号、餐饮及电子优惠券请
按 2， 机票及酒店预订请按 3， 电影请按
4，医疗挂号请按 6，话费充值请按 7……”
这么多不同种类的服务，只要拨打一个电
话就能实现。

12580 是由中国移动(微博)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提供食、

住、行、娱乐一站式服务，无论是下载商家
优惠券、买电影票、还是查交通路线、预订
机票酒店，甚至是医院挂号，只要一个电
话就可以实现，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
进行查询和办理，查询结果可通过语音和
短彩信方式快速获取。

裴丽华一有假期就喜欢出外旅行，很
多时候选定一个旅游目的地，只要收拾好
行囊， 不需要多做准备就能出发———
12580 为她提供全程协助，即使在陌生的
城市也不必担心。拨打 12580即可预订国
内的来回程机票，还能预订全国 400 多个
主要城市 12000家酒店。想知道当地的天
气，12580 可以查询全国各大中城市未来
72 小时内的天气情况。 要在当地办事，
12580 可以方便地查询各企事业单位、各
商户和各种服务热线的电话号码。

12580 提供的贴心服务，有效帮助客
户解决出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成为大家
出门在外不可或缺的忠实伙伴。 ■关健

12580：实用资讯随身 出行无忧

为配合郴州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
的慈善活动， 推进郴州市慈善事业发
展，郴州移动积极组织开展“天天慈善
一元捐”活动。 此次活动以募集大病医
疗救助慈善基金、建立大病医疗救助长
效机制为主题，通过“天天慈善一元捐”
的形式募集慈善资金，帮扶和救助重大
疾病患者、 特困群体以及社会困难对

象。
郴州移动高度重视“天天慈善一元

捐”活动，加强宣传，广泛动员，精心组
织， 积极参与。 在短短的二个月活动期
间， 郴州移动共募集到慈善资金壹万参
仟伍佰壹拾柒元（13517 元）。 近日，郴州
移动已将此笔慈善捐赠给郴州市慈善总
会，得到了市慈善总会的称赞。 ■许建勇

郴州移动开展“天天慈善一元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