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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秉承“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企
业核心价值观，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一直
努力发挥企业特长，为解决社会发展重大议题
贡献力量。中国移动始终把减少“数字鸿沟”作
为国有基础电信运营商义不容辞的使命，在进
一步扩大对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的同时，将关
注点进一步转向发挥移动通信服务特长，帮助
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推动
农村社区发展上。 与此同时，为使信息通信服
务惠及更广大人群，中国移动重点加强了面向
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定制
业务和便利服务，力求全面提升通信服务可获
得性，让更多人分享移动带来的美好生活。

加快农村信息化进程，
让农民畅享“现代生活”

持续实施村村通工程。中国移动自 2004年
起就积极参与旨在解决农村地区通信覆盖难题
的国家“村村通电话工程”（简称“村村通工程”），
承担了 51%的建设任务。 截至 2010年底，已累
计为 8.9万个偏远村庄新开通移动电话，帮助将
中国的行政村和自然村通电话比例分别提高了
约 8个百分点和 2个百分点， 达到了 100%和
94%以上。同时确保农村网络通信质量。由于偏
远农村电力供应相对薄弱， 网络通信常常受供
电不足影响导致网络中断或通信质量不佳。 为
此，中国移动继续采取多项措施，有效提升农村
基站的供电可靠性和应急发电工作效率， 保障

农村网络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加强农村信息网平台建设。农村信息网是

中国移动服务“三农”的统一门户与平台。 到
2010年， 中国移动完成了农村信息网的三期
建设，大大加强了对全国涉农信息化产品的平
台支撑能力，完善了全国统一的农村信息共享
数据库，不断丰富业务种类和信息资源，基本
实现了农民务工、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咨询、
生产生活与政策法规的信息化。 截至 2010年
底， 中国移动农村信息网客户数已超过 1,900
万户，日均短信发送量达 1,950万条，12582语
音热线日均呼入量为 2.6 万次，www.12582.
com�网站访问量稳居国内农业网站第一名。农
村信息网已成为广大农民获取涉农信息的重
要而有效的窗口，为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改善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持。

丰富农村个人信息应用。从 2008年起，中
国移动陆续推出了“务工易”、“农政通”、“农信
宝”等“农信通”子产品；2010 年，根据市场需
求进一步对产品进行了完善。截至 2010年底，
“务工易热线”累计拨打次数已超过 112万次，
月均咨询量超过 3.1万次， 每周提供近 20万
个有效招工岗位，助力政府解决农民工就业问
题；“农政通”已向全国 2.1万个农村基层行政
组织提供了政务信息化服务，有效提升了农村
基层行政管理效率。 在湖南，移动农政通已在
各市州发挥信息力的最大效应。 据了解，湖南
移动“农政通”政务服务平台提供“公文流转”、
“任务督办”、“下发通知” 等六大核心功能，有

效解决了因信息传递途径和手段落后单一而
导致的农村政务信息流、民生信息流不畅等问
题。“鼠标轻点，乡村干部集体通话，手指一按，
田间农事即知晓，致富信息全掌握”，“农政通”
政务服务平台，已让常德市近千户农民从中受
益。 在常德桃源县太平铺乡政府，该乡的一次
会议通知只用了不到 5 分钟就发到了全乡村
干部手机上。 在常德鼎城区灌溪镇黄头山村，
农民干部通过农政通实现了乡村政务电子化，
简单会议电话化， 极大地节省了办公经费，还
为乡村干部带来工作方便，有力推动了农村基
层的公共管理和民主进步。

开发现代化农业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发挥
移动通信技术特色，以信息化助力“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变，开发了温室大棚无线监控、
自动化滴灌、 奶源安全信息管理等多种农村信
息化应用，帮助实现精准化的农业生产管理。而
湖南的农民兄弟开始依托“12396科技服务指挥
中心”、“农信通”、“湖南农业信息网”、 三位一位
的农村信息化服务网络，通过网络、语音、短信、
彩信等多种方式，获取农技、气象、文化、远教等
各方面信息服务，搞好春季农业生产。

为农民提供切身服务。 为了更好地服务
农村客户， 中国移动与多方合作， 大力推动
“市—县”两级营销体系向“市—县—乡（镇）”
三级营销体系转变。 同时，积极推广“空中选
号”、“空中充值”等网络服务渠道，有效改善
农村地区客户入网难、 交费难的问题。 截至
2010 年底，中国移动农村渠道网点数已达 58

万个， 全国自建或与当地政府合建的农村信
息服务站已达 11.8 万个， 发展了 9.3 万名农
村信息员。同时，中国移动针对农村客户消费
特点， 为农民提供基于区域优惠的神州行家
园卡资费产品和“惠农网” 农村集团客户产
品，给农村客户带来资费优惠。

搭建各类服务平台，
让信息惠及更广大人群

搭建信息助残平台。 据统计， 中国有约
8,300万残疾人，直接影响 2.6亿家庭人口。 中
国移动一方面利用各信息服务渠道的不同特
性来满足残疾客户群体的特殊需求，帮助他们
与外界沟通；另一方面，为残疾人提供信息支
持平台，帮助他们获得互助、教育、就业等实用
信息，拉近与社会的距离。 移动企业还注意在
服务场所设立服务专席、 安装无障碍化设施，
为前来要求服务的残疾人提供方便。 在湖南，
湖南移动开展“关爱不止一点，沟通无处不在”
助残惠残活动，制订了多项针对残疾人的业务
赠送及专项优惠政策，为残疾人群提供最适合
的资费、最适合的手机、最适合的新业务、最适
合的服务。残疾人在移动营业厅可享受免排队
的绿色通道服务优惠；各大移动营业厅均配备
了一批价廉物美的手机，不仅在使用便捷上考
虑残疾人的需要， 同时考虑残疾人的经济能
力，购机上也有优惠措施。

推进助老养老信息服务。 中国社会正在
进入老龄化社会，统计显示，截至 2009 年，中
国城乡老年空巢家庭超过 50%，60 岁以上老
年人口达 1.67亿。 中国移动全面分析老年人
在日常生活及紧急求助等方面的服务需要，
开发老人手机终端及定制服务， 创新打造社
区养老、助老信息平台。 在湖南，湖南移动推
出了字体显示较大， 专门为老人量身定制的
老人机，该机除正常的通话功能外，还设有手
电筒、语音报时、收音机等日常所需功能。 老
人机还专为老年朋友设置了 sos急救功能，当
发生特殊情况时，老年朋友只需按下 sos急救
键， 就能将求救信息及时发送到事先设定好
的家庭成员手机中， 以此确保了老年朋友的
生命安全。 同时，还送服务进社区，指派员工
为老年客户上门讲解，普及网上营业厅、短信
营业厅操作方法及垃圾短信过滤软件使用方
法，让老年客户掌握移动业务知识。

提供少数民族特色服务。 中国移动从少数
民族地区特点出发，积极开发、推出少数民族语
言和特色服务， 在促进移动通信在当地普及的
同时，为保留和传播民族特色文化做出贡献。 在
湖南，湖南移动针对少数民族的特点，在芷江、
通道、花垣等县市，在各营业厅专门招聘了会少
数民族语言的营业员， 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客户
服务。在各少数民族村寨，湖南移动还设立了信
息服务站， 负责为少数民族群众免费提供各类
涉农信息，引导、帮助农民在网站查询信息、发
布供求信息， 指导村级信息服务点开展信息应
用服务，有效实现信息进村入户。 ■简言

做履行社会责任的“先行者”
中国移动推进农村信息化消减数字鸿沟纪实

“只记得，那年的春天，那个烟花三月，
相逢在最美的年华里， 于移动营业厅不期而
遇，我欣喜若狂的告诉你说，初见是缘，再见
是份，相随一生即是此生最温暖的结局……”
当看完视频短片《就在身边的温暖》，我们总
忍不住去细细的回忆往昔的人与事， 回忆与
我们相伴的岁月。十二年的磨砺，十二年的感
动，在你的身边有多少陪伴从未离去？十二年
间，湖南移动与我们相伴，亲情、爱情、友情，
我们的经历总是这般巧合；十二年间，湖南移
动与我们同行，网络、资费、新业务，诸多丰富
的应用和服务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十二年风雨，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
事、物。 当熟悉的铃声再一次响起，才醒悟原
来湖南移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 陪着我们
走过了无数个白天和黑夜。一声亲切的问候，
拉近你我的距离；一个抽奖小活动，传递关爱
的情意； 一张电影票， 感谢客户对我们的支
持；一个微笑，让温暖永存身边……作为一家

通信服务企业，湖南移动始终坚持“追求客户
满意服务”的理念，关注民生求发展，得到市
民广泛认可。而在近期，关于湖南移动的优质
服务，各大网络媒体均给予了高度关注。红网
专题“移动伴你多少年”、视频《就在身边的温
暖》和话题“五个摄影师眼中的营业厅”以及
后续的《漫画白皮书》四个主题，让广大市民
更进一步感受到了移动带来的温暖。

优化服务，细微之处见真情

从小事做起， 有时候虽然是一件很细微
的小事，但它能体现出客我关系的融洽程度；
致谢的话语，让我们从中读到了感动，感受到
客户发自内心的真情， 而这种真情在感动客
户的同时，客户的真情也同样在感动我们。

11 月，当“五个摄影师眼中的湖南移动”
的话题出现于网络中时， 许多网友震惊地感
叹：“原来我们一直幸福着， 生活中能拥有移

动的陪伴，感觉真好！ ”五位摄影师在新浪微
博上发布移动营业厅各种温馨服务的照片，
并以移动客服人员的红人微博“温暖小辣椒”
为焦点，与移动工作人员、网友进行互动，四
点聚焦，最终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轰动。随着
传播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开展， 以湖南移动客
服工作人员为形象的红人微博“温暖小辣
椒”，已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粉丝阵地。 截至目
前，红人微博的粉丝量已增加至 181,745 人，
微博评论转发 22,508次。

十二年陪伴，有多少感动从未离开？

“生活在于细节，而不在于享受；幸福在
于感动，而不在于奢华。 十二年了，当我们再
次翻开层层的记忆，该要寻找什么？不是你曾
拥有过的一件件过气的名牌， 也不是你为之
炫耀、自得的家业……仅仅是一只手，一份温
暖，一个心愿，一张笑脸……”当我们打开湖
南移动的十二年专题———“移动伴你多少
年”，映入眼帘的便是这样一段看似平淡却颇
发人深思，让人牵肠动情的话语，于不知不觉
间将我们的思绪引入了十二年间的回忆之
中，大批网友蜂拥而至，在该专题的留言板块
发布感言。 据统计，自红网专题“移动伴你多

少年”上线以来，共有 95,365 人次浏览，并有
7,181余人次参与互动讨论。而专题中的视频
《就在身边的温暖》在 56、优酷、土豆三大播
客网上线，视频累计点击超过 108 万余次、参
与互动人数达到 3,280人。

用心回馈，温情暖客户

“正德厚生、臻于至善”是中国移动的企
业核心价值观。 湖南移动在实现企业不断发
展向前的同时， 也通过各种方式尽自己的努
力去回馈客户，追求真正用心去感知、用行动
去关怀的卓越服务品质。在这十二年里，湖南
移动总能推陈出新， 为广大客户带来超乎想
象的丰富业务应用。走在校园的绿茵道上，我
们能够看到“动感地带，我的地盘听我的”这
样极具时尚、动感气息的广告标牌；在城镇的
大街小巷，“神州行，轻松有我”代表着大众温
馨的真情沟通；而在异乡川流不息的城市里，
“全球通，我能”则如同一杆风向标，代表着实
力与梦想的起航， 引导着奋斗在异乡的人走
向光明的未来。

十二年的磨砺， 铸就了今天的湖南移动，
也铸就了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网络质量和服务
也已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移动。 ■彭美川

移动：身边的温暖
“移动伴你多少年”引发网友热议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移动分公司为促进侗民政治、文化生活，着力向侗民宣传“手机报”，手机报快速、方便、实惠，受到广大侗民的欢迎。 截至 10月
底，全县有“手机报”用户 4075户。 图为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陇城镇坪寨村二组龙挺、吴优、杨晓云在田间用手机看新闻。 ■吴家文 郑德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