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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打硬仗 啃硬骨头 全力推进精品网络建设
——— 记山东移动潍坊公司诸城分公司党员曲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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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联通顺利完成“双十一”重点网络保障
面对一年一度的“双十一”

网购盛宴，各家电商使出浑身解

数，众多网友也为商家众多的

“秒杀”、“抢购”积蓄能量；为保

障双十一期间网络通畅、提升线

上网民的购物体验、应对大流量

的网络冲击，潍坊联通网优中心

根据省公司部署，结合去年双十

一的流量增长情况，开展一系列

工作，提升网络应对能力。

首先结合不久前的十九大

重点保障预案，启动双十一网络

保障应急预案，加强值班监控与

故障调度，确保网络安全与稳

定。根据2016年双11对应小时粒

度环比增长比例预估2017年小

区对应小时流量、用户数及PRB
利用率，并按小时总流量大于

15G且平均用户数大于40、PRB
利用率小于60%，且满足扩容标

准小时次数大于或等于3的标准

进行预估，统计出需扩容的小区

数量；同时，对现网基站覆盖区

域的用户分布、用户特点进行分

析，做好峰值预估，评估现网基

站承载容量，做好新增小区开通

及CA扩容，提升现网网络承载

能力。

同时协同建设部门，重点做

好高校校园、两园一队、2I2C等

热点区域的新站及室内分布系

统的建设，增强覆盖；密切监控

双十一期间的各基站及小区流

量、PRB资源利用率等指标情

况，对因各种原因未及时得到基

站增补和扩容的小区，做好统

计、分析，提出改善措施，为今后

新一期的工程建设规划提供精

准依据。

“双十一”期间，潍坊联通共

计完成43个基站的双载波扩容、

完成8个基站的CA载波均衡调

整，有力保障了双十一期间的移

动网用户网购体验，为合作伙伴

坚守的“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的使命提供网络保障的同时，也

提升了潍坊联通移动网的客户

感知。通讯员 聂利列 程济润

聊城联通第三届羽毛球团体赛成功举办
11月11日，聊城联通第三届羽毛球团

体赛在聊城奥体中心成功举办，东昌府分

公司代表队力拔头筹再次捍卫冠军地位，

聊城联通党委书记、总经理姚东、工会主

席、副总经理陈龙、副总经理朱宪平出席

了开幕式。

近年来，聊城联通充分发挥文体协会

作用，其中羽毛球运动拥有更广泛的群众

基础，连续三年举办了羽毛球团体赛，调

动了广大员工强身健体积极性。开幕式

上，工会主席陈龙在致辞中希望全体

运动员弘扬体育精神，比出激情、赛

出干劲，比出团结、赛出友谊，比出水

平，赛出风格，取得比赛成绩和精神

文明双丰收。除羽毛球团体赛外，聊

城联通将继续开展更多文体活动，充

分利用各种条件，因陋就简，组织更

多的员工合理安排业余时间，积极参

加乒乓球、网球、健身、歌唱、诗朗诵

等各种文体活动。 通讯员 申晨光

淄博电信开发区分公司开展“如何做好团结协作”主题研讨
为更好地践行十九大精神，

改变慵懒工作作风和本位主义思

想现状，提升个人和团队的“政治

意识、责任意识、规矩意识、担当

意识”，近日，淄博电信开发区分

公司组织开展了“如何做好团结

协作”主题研讨活动。

此次活动中，区县全体员工

积极响应，展开大讨论、深理解，

自我刨析存在问题，思考下一步

如何开展工作。同时结合自身岗

位，以《如何做好团结协作》为题

撰写心得体会，内容包含“我应

怎样干好工作、怎样理解我和我

的岗位在团队中的作用及重要

性、怎么认识工作中的协调和配

合作用、我是怎么协调和配合别

人工作”。

通过研讨，大家能够坐下来

认真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与区

县公司领导面对面的交流个人体

会，对各位支局长下一步更好开

展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支局长也积极表态，下一步要加

强团队建设，从自身做起，提升个

人能力，提高四个意识，努力为公

司更好发展贡献力量。

通讯员 张巧丽

泰安铁塔公司“绚丽夜空”户外广告业务推介会成果丰硕
为加快推进拓展新业务，

2017年11月9日，泰安铁塔公司

组织举行了“绚丽夜空”广告业

务推介会，全市18家广告业翘

楚公司参加了推介会，现场签

订10份业务合作协议，取得丰

硕成果。

推介会上，泰安铁塔公司详

细介绍了铁塔公司的基本情况、

业务经营范围、广告合作模式和

运营策略，现场举例分析测算了

铁塔广告技术方案、成本和效

益，强调了在广告业务推广上的

政策优势、网络优势、运维优势、

资源优势，具有广阔的业务发展

空间。与会广告商对铁塔广告模

式表示赞同，就具体合作事宜及

疑难点与铁塔公司进行深入沟

通交流，表现出较强的合作意

愿，10家广告商现场签订了业务

合作协议。

本次广告业务推介会的顺

利召开，是践行铁塔公司业务战

略转型的重要举措，将更好地促

进落实资源共享社会责任，实现

“通信塔”向“社会塔”的转变，促

进共建共享共赢。

通讯员 艾成才

出门不带钱包，一部手机就能搞

定吃穿住行；菜市场买菜、路边摊买早

点，都可以手机扫码支付；以往需要跑

腿、排队才能办的事，足不出户就可以

完成……这些5年前还无法想象的事，

已经变成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国内

权威智库机构“瞭望智库”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的科技创新

带来了民众“获得感”的持续提升，科

技领域“获得感”得分5年间增长72%，

仅过去一年就提高了约20%。在各领

域的科技成果中，支付宝为代表的移

动支付在提升民众“获得感”中的贡献

率最高，占26%。

科技创新带来“获得感”飙升

这份《2012-2017科技创新对人

民群众“获得感”贡献分析报告》，是国

内第一份科技领域“获得感”报告。报

告显示，2012-2017年，中国人科技领

域“获得感”总得分由50 . 01上升至

85 . 99，5年间增长了72%；其中，过去

一年科技“获得感”上升最快，增长约

20%。这可以在过去5年我国科技成果

集中爆发，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共享

单车等新科技快速普及的事实得到印

证。

为世界人民带来“获得感”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创新发展战

略不仅为中国人民带来更多“获得

感”，也在通过技术输出和经验共享，

为世界人民带来“获得感”。在高端制

造、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与人们生活

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国正在从“跟随

者”变成“引领者”。以支付为例，为解

决电子商务的信任问题，2004年支付

宝诞生，开创引领了移动支付、信用贷

款、以支付为入口连接公共服务等技

术和模式创新，带动了一大批跟随者，

让中国的移动支付实现“弯道超车”，

取得世界领先地位。而就在近期，奈斯

比特、里夫金、赫拉利等多位世界级未

来学者不约而同聚焦中国，认为中国

正成为下一轮科技革命的焦点和中

心，“中国浪潮”正在兴起。

通讯员 张茂涛

移动支付对提升国人

“获得感”贡献率最高

曲建军，39岁，是潍坊公司诸城

分公司建设维护部主任。提到曲建

军，忍不住想到一个“拼”字。在“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上，曲

建军说过这样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

话：“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理想信念

要坚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要足，要

敢做事，更要敢担事，还要做成事！

要能拼搏，善拼搏，敢拼搏！要做到

在任何岗位、任何地方、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牢牢记着自己的党

员身份，党员就得带头干！”

2016年，诸城建设维护部工作

在全市排名第一；2017年上半年，

排名全市前三。好成绩离不开公司

上下同心，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

决心和魄力；离不开应对网络建设

各种不确定和不可预见因素的反

应力和敏锐性；离不开及时解决网

络建设前后出现问题的掌控力和

责任心。

敢不敢啃硬骨头，用数据说

话。自开展打造精品网络活动，特

别是“提能力 强执行 促发展”

主题活动开展以来，曲建军充分发

挥尖兵带头作用，要求员工做到

的，自己首先做到，充分起到了模

范带头作用。在高价值小区FTTH
建设过程中，曲建军全程包靠小

区，抓结果，抓责任，对未建设的居

民小区狠抓落实。从谈判到建设到

开通，一趟不行，两趟，两趟不行，

再跑两趟，直到拿下。奥运花园小

区是诸城高价值小区，40多栋楼，

市场需求很大。物业经理一直以各

种理由拒绝我们FTTH宽带进入，

曲建军来来回回跑了6趟，物业经

理一直未见面。曲建军想这样一趟

趟不见面不如来个“守株待兔”。得

知该小区物业经理下午要回小区，

曲建军就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5点。

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等到物业经

理。曲建军带着60名住户签名的联

名材料，一个箭步冲上去，直接塞

到了物业经理手里。并从各个方面

对移动宽带接入如何提升小区档

次，如何让住户满意进行了讲解。

最后物业经理看到了移动公司的

诚意，最终同意进小区建设。2016
年，家客开通站点758处，端口建设

113168个；2017年上半年，新增端

口38936个，始终保持全市前三名

的好成绩。

敢不敢打硬仗，用数据证明。在

LTE建设中，曲建军充分发扬敢于

打硬仗、敢啃硬骨头的优良作风，以

解决高价值区域LTE建设为目的，

从宏基站、室分、微站选址、确址、建

设，列明责任人，列明完成时间表，

从传输、设备、调测全部明确责任

人，真正做到了事事有落实，事事有

回音。有问题的及时反馈到工作微

信群，曲建军第一时间解答和解决，

确保开站流程顺畅。枫香湖畔小区

是诸城高价值小区，该小区有34栋
楼，小区周围宏站信号无法有效覆

盖，信号一直较弱。一方面是用户反

映强烈，一方面是小区大源物业担

心建设会破坏小区防水影响美观，

不同意建设楼间对打。曲建军组织

成立了“枫香湖畔攻坚克难小组”，

几个党员首当其冲地站了出来。针

对物业提出的问题，一一分析解决。

通过创新化设计防水，制定个性化

美化天线，终于得到了物业的认可。

目前该小区楼间对打正在顺利施工

中，率先完成了4G楼间对打信号覆

盖、室内分布覆盖、FTTH宽带覆盖，

为市场的发展做了强有力的网络支

撑。2016年诸城共建设宏站222个，微

站12个，室分34个，无论站点开通数，

还是开通进度，均列全市第一名。

“专业化运作，精细化管理”，

严格按照省公司和市公司的要求，

扎实工作，不断创新，持续提高网

络维护能力；新形式，新挑战，曲建

军坚决以共产党员的素质要求，立

足本职，锐意进取，为打造公司精

品网络做出贡献。

通讯员 刘长文

潍坊电信联合市青联举办“打造物联网生态圈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青联讲堂

11月10日下午，中国电信潍

坊分公司团委与潍坊市青联举办

“打造物联网生态圈 助推新旧

动能转换”第八期青联讲堂。市教

育、农业、经济、文化艺术、医药卫

生、社会组织、社会中介、技能人

才等各界青联委员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首先参

观了中国电信潍坊分公司智慧

大棚、智慧家庭组网、智慧停车

等信息化业务演示观摩，对物联

网的应用有了初步了解。参观结

束后，中国电信潍坊分公司物联

网专家为大家作了题为《构建精

品网络，推进生态合作，拥抱万

物互联新时代》的报告，从初识

物联网、广义与蜂窝移动物联

网、NB-IoT窄带物联网的商用

情况和行业政策发展现状等几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

通过参加这次青联讲堂活

动，我对智慧云有了更多的认

识，我们工作中的很多数据，都

可以上传到云储存中，不仅保障

了数据安全，节约了运营成本，

更节省了办公空间，提高了办公

效率，真正实现了快捷高效办

公。 通讯员 张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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