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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湖南移动获悉，截
至 2014 年 9 月 10 日，湖南移
动 4G客户超过 100万。 这不
仅代表着广大客户对移动 4G
发展的认可，更凸显了湖南移
动在 4G 时代构筑的持续领
先优势。

自 2013 年 10 月以来，在
集团公司的战略指引下，湖南
移动移动主动转型，抓住发展
战略、网络建设、终端销售、业
务应用、 客户服务五大关键
点，以 4G 市场的超常规发展
带动了企业的全面发展，创造
了 4G时代的“湖南速度”。

“晚上睡觉之前还没有
4G 信号， 早上醒来竟然有
了 4G 信号。 ”在 4G 网络建
设上， 湖南移动打破常规，
建设步伐远超业界和公众
的预期。 早在 2013 年 4 月，
湖南移动便站在前所未有
的战略高度，率先在省内进
行 4G 基础网络的规划，并
于同年 10 月开展大规模建
设。 今年以来，湖南移动 4G
发展突飞猛进，4G 网络覆
盖持续领先。 目前，全省已
累 计 建 成 25000 个 4G 站
点，率先实现 14 个市州、122

个县（市、区）、全部乡镇驻
地的 4G 网络全面覆盖，超
过 3G 网络覆盖范围。 预计
到今年年底， 移动 4G 基站
数量将超过 3 万个，比现有
2G 网络覆盖范围更广。

在 4G 终端方面，丰富的
4G 手机是移动 4G 的一大亮
点。 目前湖南移动在售的 4G
手机达 300 款，包含高中低各
档价位的 4G 手机，较年初增
加了 10 倍以上， 品牌涵盖苹
果、三星、HTC、中兴、华为、
酷派、联想、天语、海信、OP-
PO、金立、步步高等众多国内
外知名品牌，最低价格已下探
至 399 元，较启动初期价格下
降了 2/3。 2014 年二季度开
始，湖南移动推出“购 4G 手
机、送 30G 流量”优惠活动，
客户购买移动 4G 手机，即可
享受 30G 省内流量赠送，从
套餐生效当月开始，每月赠送
15G， 连续赠送 2 个月。 i-
Phone6 即将上市， 全省移动
营业厅火爆预定，与广覆盖的
移动 4G 搭配使用才是完美。
年底前，湖南移动还将陆续推
出数款新品 4G 手机，满足不
同客户的需求。

移动 4G 不单有网络、终
端的极佳表现，在资费方面的
优势更是明显。 首先，套餐选
择多。 移动 4G套餐包含飞享
套餐、自选套餐、流量包等几
大类， 客户可自由搭配组合。
其次，流量包含足。4G套餐资
费价格较 4G 发展初期大幅
下调 50%以上， 办理 20 元及
以上流量套餐还可享受 2 个
月双倍流量赠送。 除此之外，
4G 套餐还提供流量 5 人共
享、流量季包 / 半年包、自动
加油包服务为了进一步降低
客户使用门槛，湖南移动推出
流量王、 流量卡资费套餐，客
户换机换卡后办理低至 9 元
的流量卡（包含 100M 流量）
即可体验极速网络， 办理 18
元流量王套餐可享受 1GB 省
内流量。

除了终端和资费， 移动
4G 服务也是可圈可点。 不换
号、不登记、快速换卡的“两
不一快”服务，让移动 4G 使
用更加便捷、轻松。 在手机卡
免费换代升级的基础上，推
出预约寄卡、自助换卡、以卡
换卡等多种 4G 换卡服务措
施， 为客户提供更贴心的优

质服务；“多重提醒”、“多种
查询”、“双重封顶”等服务措
施， 为客户提供更放心的消
费保障。

此外，移动 4G应用丰富，
生动诠释了“移动改变生活”
理念。无线视频、游戏、音乐等
信息服务进一步丰富了个人
数字生活应用； 即拍即传、网
络安全监控、高清视频会议等
应用， 推动了政务、 交通、能
源、教育、医疗等各领域行业
信息化实现低成本快速发展。
今年元月，湖南首条 4G 公交
专线已经在长沙开通，就此拉
开了 4G行业应用的序幕。 与
中南大学合作的 4G 远程医
疗项目即将启用，足不出户即
可找专家看病。

正是凭借着移动 4G 网
络速度快、覆盖好、手机多、费
用省、服务优、应用广等各个
方面的综合优势，湖南移动在
半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了
100 万 4G 客户，这是我省 4G
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
全新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
更美好的未来， 期待移动 4G
带来更多精彩、更多惊喜。

■周跃

湖南移动 4G客户突破 100万

十年前，一个长相甜美的姑娘，带着青
春的微笑， 进入湖南移动永州祁阳县分公
司当了营业员；十年后，她已成长为祁阳移
动分公司黎阳路营业厅经理。她叫邓雅芳。

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 邓雅芳有过很
多梦想。为此，她出去打过工，跳过槽，期盼
有一个似锦的前程。但最终还是回到家乡，
扎根故土。 打工的经历，使她变得更务实，
不再沉溺不切实际的空想， 进而脚踏实地
地规划起自己的人生。 2003年， 她应聘到
县移动公司，成了一名营业员，开始了她人
生的新篇章。

在师傅的教导下，她很快熟悉了业务。
那时自办厅的条件比较简陋， 她必须同时
应付缴费办卡和话费打印两台电脑， 得两
头跑，比较辛苦。而且，有的客户脾气暴躁，
有的爱认死理、不讲道理，也有的因为误会
而产生投诉，刚开始，邓雅芳非常不适应。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 她慢慢静下心
来， 无论碰到哪种难缠的客户或难解的问
题， 她都能以专业的态度与客户进行真诚
友好的沟通，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天生美丽的邓雅芳， 再加上她发自内
心的微笑和热忱服务， 很快赢得了客户的
认同，也引起了上级主管的关注。 2006年，
她被调到黎阳路营业厅， 担任值班经理。

2009年， 崭露头角的邓雅芳又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她被调到人字街营业厅去当经理。
当时， 人字街营业厅业务发展一度比较被
动，一个月售机才几十台，离公司下达的销
售任务差一大截。 邓雅芳把姑娘们集合起
来“加油打气”：“大家辛苦一点，无论如何
要把今年的任务完成好！ ”下班后，她们租
来三轮摩托，把物资运到最繁华的路段，搭
个台子，搞露天演出。 热热闹闹的场面，吸

引了不少路人，再经过
不断的广告宣传，当月
手机销量上升到了
200 多台，超额完成了
公司下达的销售任务。

2010年，邓雅芳又
调回到了黎阳路营业
厅，任营业厅经理。 期
间，她既处理过不少棘
手的问题，也在服务的
过程中帮助过一些“特
殊的客户”。

一天下午，一位年
轻人来到前台要求补
换卡，营业员在核实资
料时发现他的证件不
对。 经了解，这位客户
的卡是用他父亲的身

份证登记办理的， 于是邓雅芳提议让他的
父亲到营业厅来办理一下， 但是客户似有
难言之处。在她的一再询问之下，她得知客
户和其父亲因为一点小事闹矛盾， 已经很
久没有说过话了。看到客户为难，邓雅芳帮
他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老人答应马上到营
业厅来办理。大约十多分钟后，老人来到了
办公室，其儿子却躲在一边。邓雅芳带老人

去办理了补卡业务，见外面下起雨来，便邀
老人到办公室休息一会， 同时悄悄地让老
人的儿子就近买了两把雨伞。 邓雅芳见两
人都不说话，便对老人说道：“老人家，你看
你的儿子多孝顺，知道外面下雨，特地过来
给你送伞， 这样的年轻人真的很少有了
……”老人轻轻地点了一点头，邓雅芳又对
老人的儿子说，“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个
家庭亲情计划业务， 可把一家人的号码作
为副号码，每个号码都可优惠 299 分钟呢！
家里人要经常联系才好，这样，老人们才不
会感到孤独，你说对吗？ ”老人的儿子说了
句“好”，就爽快地补办了业务。 几天后，老
人特意来到了营业厅， 给邓雅芳送来了几
个西瓜，开口就说，多亏了小邓你，我跟我
儿子和好如初了。 原来那一天回去之后，老
人的儿子主动跟父亲道歉了。

贴心的服务，自然能赢得用户的口碑。
在 2012 年全市移动组织开展的“为民服
务，创先争优”服务质量提升竞赛中，邓雅
芳带领的黎阳路营业厅获得了“为民服务，
创先争优”先进窗口殊荣。 相信邓雅芳和她
的小伙伴们，在以后的岁月，会用她们的真
诚和微笑， 把祁阳移动的服务窗口装点得
更加美丽。 ■潘华

9 月 5 日，长沙移动望城分公司开
发的乔口镇八百里水产养殖物联网监
控系统，实现了基于移动 4G、无线传
感技术的不同子系统间的互联互通，
并成功通过省市级相关部门的视察和
验收。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明华率
团来到活动现场视察， 并给予了高度
评价。

长沙移动望城分公司打造的乔口
镇八百里水产养殖物联网系统， 是一
个集实时水质检测系统、 视频监控系
统、远程鱼病诊断、产品追溯系统于一
身的智能农业应用平台。 该平台通过
集合智能传感技术、 无线传感网络技
术、移动 4G 技术、智能处理与智能控
制等物联网技术，对水产养殖环境、水
质、鱼类生长状况、药物使用、废水处
理等进行全方位管理、监测，具有数据
实时采集分析、食品溯源、生产基地远
程监控等功能。 养殖户只需拥有 3G、
4G 手机视频监控接口，就可以在任何
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实现远程监控。

该项目的顺利完成和应用， 标志
着水产养殖全过程的自动控制及科学
管理的实现， 促进了渔业生产方式转
变， 对现代水产养殖业发展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

■徐樱 彭骁 杨彩霞

长沙移动推动智能农业
应用发展
望城八百里水产养殖物
联网项目通过验收

人物风采

邓雅芳：一个厅经理的成长蜕变
湖南移动“优服务”人物风采专题报道十一

工作人员演示水产养殖物联网监控系统

4G基站超 25000个，4G手机达 300余款，换机换卡即可极速体验

湖南 2G/3G/4G 客户发展里
程碑：

1995.12-1999.11�� 2G
客户超百万历时 48 个月；
2009.5-2011.2����3G 客户超
百 万 历 时 22 个 月 ；
2014.2-2014.9���4G 客户超
百万历时仅 7个月。

湖南移动 4G里程碑：
2014 年 2 月 8 日， 湖南

移动召开 4G 开通新闻发布
会，全省首个 4G网络试商用。
2014 年 3 月 15 日， 长沙、株
洲、湘潭、郴州、益阳五地移动
4G 正式商用。 2014 年 4 月
15 日， 湖南移动率先实现全
省 14市州 4G商用。 2014年
9 月 10 日，湖南移动 4G 用户
突破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