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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旬，湖南移动推出的“移动好

礼第二季，畅游港澳合家欢”抽奖活动，无

论是在优惠幅度， 还是创新程度上都取得

突破，同时湖南移动所打出的“一家老小港

澳游”的主题，不仅在奖品设置上显示出了

足够的吸引力，更在“家”的理念上下足了

功夫，表明湖南移动一如既往“以用户需求

为核心”的人性化服务宗旨和决心。

据了解，湖南移动推出的“移动好礼第

二季，畅游港澳合家欢”活动，从 5 月 9 日

持续至 7月 31日。四类客户可参与本次抽

奖活动： 一是办理签约入网及一次性预存

100元及以上话费的客户，参与 TD无线座

机专项活动、 品牌手机 1 元购、 购机送话

费、G3明星机合约计划中任一优惠活动的

客户；二是办理畅聊中国长话包、畅游中国

漫游包、畅游中国夜话包、动感地带非常假

期和神州行两城一家中任一话务优惠包的

客户；三是办理手机上网标准套餐、彩铃年

包、来电提醒年包、新闻早晚报年包和号簿

管家年包中任一优惠包及办理无线商话·

商信通短信包、 彩信包及上网流量包中任

一业务包的客户；四是针对特定群体的“高

三毕业打多少，大学就读送多少”优惠活动

的高三学生客户。

湖南移动将于 6 月 15 日、7 月 15 日、8

月 15 日分三次抽奖， 将有 1200 名客户获

得价值 4000 元左右的家庭港澳游， 1800

名客户可获价值 1000 元左右的冰箱、洗衣

机、 手机红包等奖品。 客户可以通过 hn.

10086.cn 网站查询获奖情况， 中奖客户所

在地移动公司也将会向中奖人告知中奖事

宜。 ■周跃

移动好礼第二季 畅游港澳合家欢

湖南移动“全家游”活动受热捧

出门在外， 很多朋友都会担心话费高

涨，打长途电话掐指算秒，漫游通话时心存

忐忑，担心这个月的话费要严重超支了。 其

实啊， 只要您掌握了湖南移动为您量身打

造的省钱秘笈，包管您既省钱又省心。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12 月 31 日， 湖南

移动三大通话优惠包全面升级。 畅聊中国

长话包、 畅游中国漫游包、 畅谈中国夜话

包，超值三包资费，针对不同客户需求量身

定制，为您精打细算，优惠由您畅享。

畅聊中国长话包，长话不必短说

“自从定制了畅聊中国长话包，打长途

也可以煲电话粥了”，身在长沙与老公分居

两地的李女士如是说。

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长话需求， 湖南移

动推出了 1 元、5 元、10 元三种畅聊中国长

话包，每天 22点—次日 8点，本地直拨国内

长途仅需 0.19 元 / 分钟， 每天 8 点—22 点

直拨国内长途最低也只需 0.29 元 / 分钟。

湖南移动此举大大降低了长话资费， 更是

得到了广大客户的高度认可。

李女士还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没办理长话

包之前， 本地直拨长途标准资费为 0.07元 /6

秒，办理长话包后，长途通话可节省 0.21—0.51

元 /分钟，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畅游中国漫游包，漫游尽管慢聊

“有了畅游中国漫游包，漫游终于可以

慢慢聊了”。 经常出差在外的刘先生发自肺

腑的感叹。

出门在外，漫游电话是少不了的，无论

是拨打还是接听， 都因为担心高额话费而

“草草”把电话给挂断，恨不得十句话当一句

话给说完。 湖南移动为漫游客户推出贴心举

措， 针对新老客户推出 3元、6元、10元三种

畅游中国漫游包，分别包含省内漫游主被叫

10分钟、国内漫游主被叫 20分钟、国内漫游

主被叫 40 分钟， 漫游通话最低至 0.25 元 /

分钟，大幅降低了客户的漫游通话资费。

畅谈中国夜话包，没事煲电话粥

湖南移动不仅针对长途和漫游资费进行了

大幅下调， 在客户通话需求最多的市话上同样

为客户精打细算，针对全球通和神州行客户，推

出 3元、6元、10元三种畅谈中国夜话包，分别包

含当月夜间（23点—次日 8点） 本地主叫时长

（含市话和国内长途）30分钟、90分钟、150分

钟，夜间通话最低至 0.067元 /分钟。

据了解， 湖南移动在升级三大通话优

惠的同时， 同步开展了湖南移动春夏扬帆

有奖促销活动，凡在 2011 年 7 月 31 日前办

理上述任一通话优惠包的客户， 都有机会

赢取合家港澳游、冰箱、洗衣机、手机支付红

包等惊喜好礼。

□相关链接：

三大通话优惠包短信开通方式：

长话包开通方式： 编辑短信 KTCHB1

（或 5 或 10）发送至 10086，即可开通畅聊中

国 1元或 5元或 10元长话包。

漫游包开通方式： 编辑短信 KTSNMY3

发送至 10086， 即可开通畅游中国 3元漫游包。

编辑短信KTGNMY6（或 10）发送至 10086，即

可开通畅游中国 6元或 10元漫游包；

畅谈中国夜话包开通方式： 编辑短信

KTYHYH3（或 6 或 10）发送至 10086，即可

开通畅谈中国 3元或 6元或 10元的夜话包。

大包小包，别忘移动优惠包

———长话漫游夜话包，包包都是省钱招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湖

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与湖南移动联合主办的

“湖南移动·服务领先杯”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红

色诗词朗诵暨“感动湖南”演讲大赛日前在全

省范围鸣锣开赛。 这也是建国以来，湖南首次

举办的全省性红色诗词朗诵与演讲比赛。

此次朗诵演讲的主要内容为经典红色诗

词，重温烽火硝烟的革命岁月，以及歌颂在党

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伟大成就。据大赛

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演讲与口才爱好者可通过

手机编辑短信“bmyj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区”

发送到 1065868821 或拨打 0731-84896333、

84896883进行报名，全省将组织 14个市（州）

代表队参赛，比赛将经各市（州）预赛后，于 6

月下旬在长沙举行半决赛和决赛。

为增强活动的互动效果， 半决赛和决赛评

选规则中还加入了短信拉票方式， 主办方将为

每个入选的选手配置一个投票号码，届时，观众、

亲友团、参赛团体可编辑短信“yjds选手号码”发

送到 1065868821即可对喜欢的选手进行投票。

据悉，本次活动设团体钻石奖 1个，?奖励现金

20000元；团体金奖 1个，每人奖励价值 2000元

G3手机 1台；个人钻石奖 1名，奖励现金 5000

元和G3�手机 1台； 个人金奖 3名， 各奖现金

1500元及 980元移动缴费纪念卡册一套； 个人

银奖 7名， 各奖现金 800元及 980元移动缴费

纪念卡册一套；个人铜奖20名，各奖现金 500元

及 500元移动缴费纪念卡册一套。 ■凡军

从节约“一张纸、一度电”做起

岳阳移动

打造低碳环保办公环境

为实践环保理念， 引导员工树立节

能低碳环保意识， 岳阳移动组织员工学

习和寻找节能低碳小窍门， 养成珍惜能

源、爱护环境的行为习惯，多措并举打造

低碳环保办公环境。

岳阳移动向全公司发出了开展低碳

办公的倡议，宣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

等环保知识， 积极推广低碳办公方式，增

强全公司员工的节能环保自觉性。 一是积

极推进企业和社会信息化，逐渐减少传统

方式对各类资源的消耗，并利用创新性移

动通信产品及服务降低社会能耗；积极推

进建筑标准化、 设备标准化和设计标准

化，在网络建设各个环节实现节地、节材、

节能。 二是以打造“生态型环境、节约型企

业”为载体，从节约“一张纸、一度电”做

起，致力改变传统的工作习惯，大力培养

低碳生活习惯， 减少工作中的碳排放，努

力使全体员工都成为低碳生活的先行者、

有为者和促进者。 如在节约用电方面：用

电脑时，尽量使用低亮度；短时间不用电

脑时，启用“睡眠”模式；关掉不用的电脑

程序和音箱、打印机等外围设备；随手关

灯、拔插座，在下班后及时关掉所有电器

的电源；尽量减少使用空调的时间，改用

电风扇或自制的纸扇。 在节约用纸方面，

打印资料时，均使用双面打印；提高废物

的利用率， 利用废弃的盒子做储物盒，存

放杯子、饭盒、茶叶等物品；利用罐头瓶和

酸奶瓶培养小植物等。 ■黄潇娜

锁定中高端 服务更贴心

长沙移动

智能手机俱乐部成立

近日， 长沙移动智能手机俱乐部在妙

高峰营业大厅正式成立。 智能手机俱乐部

在现场提供了精致的 iPhone 展台，设有尊

贵的会员台席，安排专业人员引领客户体

验智能手机的乐趣，提供便捷贴心的会员

服务。 现场引来众多客户驻足体验，当天

预约受理预存话费送 iPhone 手机客户 49

户，客户反响强烈。

智能手机俱乐部引的建立重在服务好

网内 iphone 客户， 将目标客户组织起来，

开展知识传播、服务和应用体验，使客户

感觉“物有所值”，形成口碑效应，提升网

内 iphone 客户的满意度。 在条件成熟的情

况下，长沙移动逐步将服务对象扩大到 o-

phone 等智能手机客户， 最终全面覆盖智

能中高端手机客户。 智能手机俱乐部的建

立，开创了公司以 iPhone 为载体，以提供

优质服务来实现数据流量和 ARPU 值提

升的新篇章。 ■胡慧敏 李一

重温革命岁月，纪念建党九十周年

“红诗”朗诵暨“感动湖南”演讲大赛启动

湘潭移动河西营业组白石营业厅在集

团服务室内设置了移动 IPHONE 专席，免费

为网内移动客户提供手机激活、GPRS、彩

信、WLAN 参数设置、号簿管家软件安装、下

载音乐试听等服务。图为 IPHONE专席人员

为客户介绍及演示业务。 ■刘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