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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 ”———这是新中国建设年
代一句火红的口号，弹指一挥间，进入新的建
设年代，党中央做出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
争优”的决策部署。 作为此次活动中央确定的
7家重点联系单位之一，中国移动围绕切实解
决客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和问题，

从实际出发，实施了一系列顺民意、解民忧、惠
民生的服务举措，获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与好评。
在这一年中，中国移动是怎样“为民服务”的？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移动围绕网络
服务、优惠资费、透明消费、信息安全、窗口服
务等方面先后推出的 20项服务举措， 通过五

组关键数据能够反映出其一年来“为民服务”
的前行历程。

第一： 新建近 5 万个 TD 基站和 140
万个无线上网接入点， 加强大中城市的深
度、连续覆盖；实地路测达 126 万公里，相
当于绕地球 30 圈；持续推动“村村通电话

工程”,累计投资 342 亿元，建设基站 4.2 万
个，解决 9.8 万个村通电话。

第二：推出“全球通统一资费套餐”，截
止 9 月， 全球通客户规模超 4600 万; 为农
民工和学生群体推出神州行“两城一家”和
动感地带“非常假期”资费优惠，总体资费
优惠幅度达到了 60%；下调了 43 个国家和
地区的国际漫游话音、短信和流量资费 ;在
行业内率先解决“两个有效期”问题。

第三：推出了“0000 统一查询和退订”服
务，月均查询量达 5100万次;�月均下发扣费提
醒短信 5.5 亿条， 下发流量提醒短信 8.06 亿
条；统一了全网帐详单格式，推出了“新版帐详
单”，超 3亿，每月递送电子账单 1.46亿份。

第四：设立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大区
集中拨测中心，1 至 9 月共处理客户不良
信息举报投诉 230 万件，累计拨测网站 200
余万个， 封堵淫秽色情网站近 60 万个；成
立中国移动（洛阳）信息安全运营中心 ;在
江苏、 广东建立了手机病毒监测基地并组
织研发了“杀毒先锋”和“移动手机卫士”等
终端安全软件;建立了垃圾信息举报体系。

第五：全国 2.3万个营业网点、17万名一线
员工， 每月服务客户超过 8亿人次；10086客户
热线每月为 6亿客户提供超过 30亿次的服务，
其中人工服务超 2亿次；1008611资费查询热线
月查询量达 23.22亿次；率先推出“来电必复”服
务，实现了 24小时内回复率达到 100%。

五组数据，彰显了中国移动深入推进为
民服务的实践成果。 中国移动表示，将进一
步把“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成果转化成
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一如既往地做好服务
举措的落实、优化和丰富，努力打造“持续发
展、效益显著、自主创新、廉洁健康”的中国
移动，推动企业科学发展。 ■赵娜

服务更用心 客户更满意

五组数据凸显中国移动“为民服务”实效

“设备不用安装，放车里就可以用，而且
充一次电就能用三个月。当然了，最大的用处
就是防盗， 一旦车辆被偷， 马上就有短信提
醒，还能自动定位跟踪。 ”济南的一位车主张
明说起“行车无忧”，一个劲的感叹。

近日，中国移动在山东联合中国移动物
联网研究院面向私家车和部分行业用户推
出了新型车联网产品 --“行车无忧”智能终
端。 该终端融合 RFID（电子标签）、GPS（定
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LBS（移动基
站定位）等物联网技术，并通过中国移动优
质的 GPRS 网络，使用网络汽车平台，实现
车主身份识别、运动检测、防盗报警和终端
管理等功能。 该终端的最方便之处在于，当
车辆被盗或非正常模式启动时，系统会自动
启动 GPS 系统跟踪被盗车辆的位置， 第一

时间向用户发送告警短信，并将被盗车辆的
最终位置和行驶轨迹通过互联网和短信的
精确告知用户，方便用户找回。

据介绍， 行车无忧智能终端在研发时
还充分考虑到便利车主， 设计了免安装的
设备，省去了车主奔波安装的麻烦。车主只
需将设备放到车内任意位置， 即可正常使
用，不会遮挡车主视线，更不会占据使用空
间。除了免安装的优势，该终端还具有超长
的待机时间，一次充电即可使用三个月，这
一点打消了车主频繁充电的顾虑， 受到了
车主的普遍欢迎。

此外，笔者了解到，车辆在正常行驶过
程中，该终端不跟踪车辆的行驶轨迹，避免
了私家车客户隐私的泄露， 车主可以放心
使用。 ■高燕

车联网应用又添新产品
中国移动推出“行车无忧”智能终端

近日，笔者了解到，作为拥有中国最大的
正版音乐版权库、 中国最大的音乐内容销售
平台、 中国最大的正版音乐首发地和中国最
大的音乐会员互动平台的中国移动无线音乐
基地，截至目前，累计音乐下载量已达 43 亿
次。

据介绍，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专注于
数字音乐产品的开发，经过多年积累成功构
建了高能力的手机及互联网用户平台，形成
了以歌曲下载、 音乐社区等 20 余种音乐产
品为核心，并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推动音
乐及多媒体内容的整合，逐渐构建起一个由
中国移动主导，内容提供商、手机终端厂商
和互联网公司组成的无线音乐产业价值链。
以此价值链为基础，通过创新的音乐服务形
式，使音乐产业迅速焕发新的活力并创造了
单曲下载量达 2600 次的销售奇迹， 该销量

是传统唱片行业白金级唱片 5 万张销量的
数百倍。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移动无线音乐
基地占国内无线音乐市场份额 83%， 拥有包
括索尼、 华纳等全球知名音乐内容合作伙伴
1000多家，引入正版歌曲 168万首，首发新歌
覆盖率 98%，月销售能力达 1亿次。无线音乐
基地正带动数字音乐产业以 30%的增长率快
速发展，逐步成为文化产业的支柱行业。

2012年无线音乐基地联合成都传媒集团，打
造集实体音乐、无线音乐、音乐活动、音乐及音乐
衍生产品消费等于一体的多元文化产业集聚
区———成都东区“数字音乐公园”，该项目以中国
移动无线音乐基地作为核心引擎， 结合工业文明
遗址的保护， 创造性地打造了全新一代文化创意
产业， 形成以无线音乐基地为龙头的数字音乐上
下游企业集成互动发展模式。 ■康歆

中移动无线音乐基地
累计音乐下载量达 43亿次

“谢谢中国移动的好心人，没有你，我
的娃就没命了！ 感谢中国移动培养出了这
么优秀的员工！ 谢谢！ 谢谢！ 谢谢！ ”11月
5日，家住株洲的李继军、谭旭来到株洲移
动芦淞区分公司，握着集团客户经理王涛的
双手，难掩内心激动的心情，不禁落下泪来。

据了解，11 月 3 日， 株洲市民李继
军、 谭旭带着 6岁的儿子瑞瑞在株洲市
天元区高塘社区罗家大院“农家乐”郊
游。 突然，身高仅 1.2米的瑞瑞不慎跌入
3米深的池潭，整个人没入水中，随时都

会因窒息造成生命危险。 在这危急时刻，
路过此处的王涛不顾寒冷和自身不熟水
性的危险， 奋不顾身救起了这名 6岁落
水儿童。11月 5日上午，获救小朋友的家
长为表达对王涛的谢意， 专程来到公司
送来感谢信和“勇敢救助落水儿童，高尚
品德永生难忘”锦旗。 王涛说，“救人是不
分熟人还是陌生人的， 任何一个有道德
的人都会义不容辞冲上前去施救的，这
是人的本能， 自己只不过是做了自己应
该做的事”。 ■侯亦杨 杨海燕

“没有你，我的娃就没命了”

为做好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工作，针对
不法分子利用彩信方式发送垃圾信息的现
象，湖南移动根据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通过
前期多次与集团、兄弟公司的联调测试，垃圾
彩信举报处理平台于近期正式上线。

目前湖南移动客户可以通过
10086999平台进行垃圾彩信举报，举报方
式分为一次举报方式和短彩互动举报两
种。 一次举报方式即客户将接收到的垃
圾彩信以彩信形式进行编辑转发， 在转

发彩信的标题第一个字符前添加“发送
方号码 *”；短彩互动举报即客户将接收到
的 彩 信 直 接 转 发 至 10086999， 由
10086999+扩展码以短信问答的形式收
集被举报号码完成举报的过程。 为了保
证垃圾彩信举报处理的及时性， 湖南移
动客服中心绿色卫士团队已安排专人对
网内垃圾彩信核实属实数据进行关停操
作， 湖南移动网管中心配合对网间垃圾
彩信号码进行加黑处理。 ■黄福泉

湖南移动垃圾彩信举报处理平台上线
客户可通过 10086999平台进行举报

图为湖南移动客服人员热情地引导客户使用自助服务机。 彭英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