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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我都习惯于“鼠标轻点，生活搞定”的便捷，
当我们躺在沙发上就能观赏高清影院……你是否曾
有想过，这触手可及的智慧生活背后，都离不开一张
由中国电信构建的光的网络。

作为省内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湖南电信积极落
实“宽带中国”战略，大力推进天翼百兆光宽带、百兆
4G 网络的建设，引领湖南进入“光网湖南”新时代，推
动“数字湖南”再升级。

推进湖南“互联网 +”发展，光纤是基础，网速是
优势，服务是保证，建设全光湖南，对于提升我省社会
信息化水平、推动我省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构建“全光网”，铺设信息化发展“快车道”
作为省内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湖南电信积极响

应宽带中国、光网城市、数字湖南等号召，致力于打造
一张高速宽带接入的全光网网络，“在家有光纤、出门
有 4G+、到处有 WiFi”已然成为现实。

截至目前， 全省城市光纤到户覆盖率达到 94%；
已实现 1818 个乡镇光网全覆盖， 累计完成 2.6 万多
个行政村网络升级改造。湖南电信城域网及 IDC 出口
带宽达到 6250G，长途一、二级干线传输光缆总长达
2.5 万多皮长公里， 我省宽带用户平均使用带宽在中
部省份中居于首位。

移动网络建设方面，持续加大 4G 网络建设投入，
现已完成近 2.6 万个 LTE 站点的规模建设，室内分布
信源达到 1.5 万个，基本实现全省所有乡镇以上区域、

城区周边重要干道、主要干线隧道、4A 级及以上景区
的网络全覆盖。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根据中国电信的要求和部
署， 目前湖南地区的 800M 频率重耕工作已全面完
成，全省农村区域 8000 多个 800M� LTE 基站开通入
网，2017 年，正在抓紧城区的 800M 建设。 可以预见，
随着我省实现 800M� LTE 网络全覆盖，城市的 4G 网
络体验将更加优化，三湘大地的广袤乡村用户也能享
受到更高速的信息连接，我省信息通信水平将全面升
级。

助力“数字湖南”，担当“互联网+”引领者
2015 年 9 月 22 日，湖南电信发布“互联网 +”行

动计划，这既是响应国家“互联网 +”战略的具体举
措，又是顺应时代发展、满足客户需求的必然选择，更
是助力“数字湖南”建设，惠及三湘人民的实际行动。

一方面，湖南电信结合自身优势，务实推进“互联
网 + 政务”、“互联网 + 工业制造”、“互联网 + 农业”、
“互联网 + 新兴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互联网 +”行动
计划，推动“互联网 +”在湖南政务服务、工业制造、农
业、教育、医疗、交通物流、居家养老等各领域的应用
实践，为产业互联网在湖南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贡献
力量。

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升级，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更
优的承载环境，也为传统行业向“互联网 +”转型提供
了优质土壤。 为了给“互联网 +”行动提供更有效的支
撑，2016 年， 湖南电信加大了数据中心建设力度，在

全省各市州相继建成 14 个云数据中心， 全面提升了
我省云服务能力。

目前，湖南电信已为我省数千家政府单位、教育
机构、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双创”园区及个人客户
提供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 并主导了全省政务云、教
育云、医疗影像云三大云业务领域，承建了株洲、岳阳
等市州政务云及司法、警务等行业云，教育云覆盖省
级和 11 个市州 62 个县， 医疗影像云已签约 50 余家
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全新打造的天翼云湖南资源节点
已在长沙麓谷建成投产运行， 首期就将提供 3.8 万核
CPU 的计算能力，存储容量达到 5 个 PB，将为行业客
户进一步提供属地、专享、可定制的服务。 下一阶段，
湖南电信将进一步加快能力部署，联合更多的应用合
作伙伴加快能力平台的落地，加快打造云服务的行业
标杆，为湖南的“互联网 +”行动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为客户打造更满意的云产品。

光网时代，网络质量是否高速、畅通、优质，服务
举措是否快捷、省心、便利，成为广大宽带客户最为关
心的问题。

近年来，湖南电信始终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客
户满意为目标，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让服务窗口“亮”
起来，为中国电信这个百年品牌增添了新的内涵。

以极致的服务回报客户，这是一家不断走向卓越
的公司核心价值所在。 正因为持续优化升级服务，给
客户更好的获得感，湖南电信锻造出最持久的核心竞
争力，也必将铸就中国通信行业的金字招牌。

六项服务承诺，树立宽带服务“新标杆”
对于秉承“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湖南电信而

言，服务提质升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为了让广大用户畅享更优质、舒心、便捷的服务，

湖南电信从客户角度对服务品质进行考量，对外公开
服务承诺并严格履行，以诚信服务树立品牌形象。

使命在肩，步履所达。 2016年 8月 1日起，湖南电
信面向全省推出城区光网宽带 /iTV电视“六项服务承
诺”———8 小时装机、8 小时修障（时间范围为 8：00—
18：00），当日 18：00 前申报的故障当日修复，慢必赔；
真宽带、真速率、低必赔；无条件受理，0拒单；老用户免
费提速；新装用户免费调测无线WiFi；7×24小时在线
服务。

“六项服务承诺”是湖南电信在行业首推新的宽
带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了以客户感知为核心的宽带
和 iTV 电视服务体系， 让客户体验到中国电信更全
面、更专业、更优质、更舒心的服务，对净化宽带市场，
提升宽带服务质量，推动光网宽带进一步普及具有里
程碑意义。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不吝赞美之词，无论服务的
工具如何更新换代，服务的理念如何日新月异，服务
的手段如何千差万别， 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真诚服
务，在这方面，遍布三湘大地的湖南电信显然是其中
典范。

线上、线下双渠道，电信服务全天候不打烊
移动互联网时代，客户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 近

几年来， 湖南电信在服务渠道的打造上下足功夫：传
统的营业厅，升级改造更舒适了；10000 号客服热线，
流程优化更亲民了……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发展，湖南电
信在多媒体智能客服中心建设方面同样卓有成效，搭
建起天翼客服、易信客服、微信客服、微博客服等多媒
体服务渠道，全面服务广大用户。

湖南电信工作人员侯晓晴介绍，“中国电信湖南
客服”微信公众账号是专为湖南电信用户设置的一个
微信营业厅，在现设的“帮你查”、“帮你办”、“带你飞”
三大菜单中，几乎所有类型的手机基础业务与服务信
息都被囊括了。

在“中国电信湖南客服”微信公众账号，各种服务
功能一应俱全，“在‘帮你查’菜单中，用户可以获得余
额、积分、流量、账单详情和增值查询等服务；在‘帮你
办’菜单中，宽带新装、报障、充值缴费和流量订购等
宽带相关服务一应俱全；在‘带你飞’菜单中，粉丝福
利、个人中心、实名制登记和谈天策地等个人信息与
福利服务一一罗列，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电信湖南客
服’就是一个 24 小时不打烊的贴心管家。 ”

线上电子渠道建设不遗余力， 在线下实体渠道
方面，湖南电信同样致力于打造极致服务。为提升营
业厅对外窗口服务水平， 湖南电信近年来加大在营
业厅硬件建设， 各大营业厅通过统一装修和功能划
分，以舒适整洁的环境、亲切体贴的前台服务，为客
户办理业务提供“一站式”服务，获得了社会各界的
一致褒奖。

一个基站，一根光纤，深入边远村寨，连接起广大
村民和外部的世界。由湖南电信独家承建“宽带乡村”
示范工程，看似是简单的宽带进村，背后却是稳增长、
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生动表达。

在此基础上， 湖南电信更是致力于提速降费，让
更多用户享受更高网速和更优惠资费， 与此同时，勇
担社会责任，积极开展精准信息扶贫，缩小城乡数字
鸿沟，打造了信息扶贫“湖南样本”。

当下，一幅“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能级倍增、网络速
率倍增、改革发展红利释放倍增、亿万用户获得感倍
增”的时代新画卷正在三湘大地缓缓舒展开来。

持续提速又降费，让用户享受更多改革红利
3 月 5 日，正在北京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廖仁
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坚决拥护取消手机国内长
途和漫游费，加快推进提速降费步伐，让用户享受到
更多改革红利。

“总理的讲话让我非常激动，通讯行业是关系到
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代表们的掌声增强了我们
通讯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廖仁斌坦言，这些年来，
湖南电信一直致力于提速降费， 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次“两会”后，公司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继
续推进宽带网络建设，深挖降费潜力，不断提升用户
体验。

近年来，湖南电信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宽带中国”
战略和促进信息消费的有关要求，全面承接落实中国
电信“提速降费”十大举措，积极推进提速降费，为“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数字湖
南”，推动“互联网 +”、促进湖南信息消费提供培育新
的动能。

2016 年湖南电信进行第五次全省大提速， 宽带
速率 50M 起步，100M 主推，提速不提价。 在能力具
备的区域，针对光网用户已经免费提速到 10M，光纤
用户通过融合最高可提速至 100M； 对 20M 以下商
务宽带用户全部免费提速到 20M 及以上。

在移动业务方面，湖南电信推出了全流量计费套
餐日租卡、 任性卡等多种流量优惠套餐， 针对换 4G
卡、4G 套餐老用户提供赠送大流量等多种优惠举措，
天翼 4G 套餐较原来同档位的 3G 套餐流量增加近 1
倍，单价下降了 50%，每 GB 流量价格已低至 25 元，
此外，还推出了流量不清零（2015 年 10 月已实施）、

可转赠、闲时流量优惠、用流量送语音、国际漫游流量
资费大幅降低等多种措施，移动流量平均资费大幅下
降。

扶贫更扶智，打造信息扶贫“湖南样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在湖湘大地

拉开帷幕。热心公益事业、勇担社会责任的湖南电信，
第一时间便把使命扛在肩上，爱心捐助与智力扶贫双
管齐下，打造了信息扶贫“湖南样本”。

为开展精准信息扶贫，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2016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电信湖南公司免费为湘西花垣县
十八洞村中心学校、永州九疑山完小、益阳安化大福
文河学校等山区学校开通了天翼高清———湖南
IPTV 新电视， 并为部分贫困学生家庭开通了 IPTV
电视教育服务。

通过湖南 IPTV 互动教育，山区孩子们不仅可以
在海量的优质教学资源里尽情学习，也可以通过直播
与名师实时互动，遇到不懂、难懂的问题及时向其提
出，名师在课堂上立即为学生们解决疑点和难点。

目前， 湖南 IPTV 互动教育已经惠及全省 2 万
多个家庭学子，遍及全省多个山区学校，缩小了这
些边远学校和城市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 湖南
IPTV 更是成功接入全省 380 多万户居民家庭，其
中约 150 万用户在农村， 成为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
活的重要窗口。

事实上， 上述在三湘四水真实而生动上演的
IPTV“教育扶贫记”，仅是湖南电信勇担社会责任的
一个缩影。 湖南电信多年来不计投资为偏远农村地
区建设光纤宽带，解决边远山区的通信建设落后问
题，为这些贫困乡村搭建脱贫信息“高速公路”，不
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
现了 100%的行政村能够通过乡村信息系统发布供
求信息和实现电子商务交易，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转
型升级。

———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提质服务升级、助推经济发展纪实

海涛

近年来，湖南电信“实施提速降费、强化诚信
经营、打击非法信息”等多项服务措施并举，以极
致的服务回报客户， 不断刷新宽带服务新标准，
让客户有更好的用户体验， 给客户更好的获得
感，成为当下湖南通信市场上的服务“最强音”。

优服务、促发展、惠民生、暖民心，湖南电信
从来不遗余力。 一直以来，湖南电信积极担当“互
联网+”的引领者，大力推进天翼百兆光宽带、百
兆 4G 网络建设，并在政务、产业、民生等领域开
展积极实践， 打造一大批独具特色的信息化应
用，引领湖南进入“光网湖南”新时代，推动“数字
湖南”再升级，让三湘人民畅享互联网世界的精
彩。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打造光网城市，支撑创
新创业，提升民生福祉，湖南电信以信息化服务
让三湘人民享受快速、便捷、舒适的现代信息化
服务。 同时，也再次彰显出中国电信作为央企在
信息化主力军的不二地位和对社会责任的勇于
担当。

惠 民生

优 服务

促发展

湖南电信面向全省推出城区光网宽带电
视“六项服务承诺”。

10000 号成为湖南电信靓丽的服务窗口。

电信装维工程师队伍整装待发。 利用 IPTV 远程教育网络在湘西花垣山区学校进行“教育扶贫，送教下乡”。

开设便民服务点，组织“送信息下乡”。

（本版图片由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