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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通信行业协会召开
推进光纤小区共建共享现场会

为深入推进我省光纤小区共
建共享工作，推广先进地区的典
型工作经验，2019年3月26日，山
东省通信行业协会牵头四家电信
企业在枣庄召开了光纤小区共建
共享现场分享会。山东省通信管
理局副局长孙信波、山东省通信
行业协会理事长张权、副理事长
孙景华、孔军、魏荣军、秘书长刘
守志出席会议，来自济南、临沂等
九个地市协会办事处负责人及以

上九地市电信运营商主管建设副
总共计八十余人参加了本次现场
会。

本次会议由协会秘书长刘守
志主持。山东省通信行业协会理
事长张权致辞，这次枣庄现场会
的召开对于各通信企业的光纤小
区共建共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孙信
波通报了去年我省光纤到户、4G
覆盖、共建共享、通信基础设施规

划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并指出光
纤小区共建共享工作尽管取得了
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
们必须对光纤入户共建共享工作
常抓不懈，进一步加固共建共享
平台，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有效的
地方，真正地让广大电信用户受
益。

会上山东省通信行业协会三
位副理事长分别发言，他们充分
肯定了省行协自换届以来各项工

作，同时要求协会各办事处发挥
好牵头作用，并建议省行协下一
步要积极组织大家进行最佳实践
经验分享，将好的经验复制推广，
推进我省通信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

枣庄办事处主任通过PPT
的形式对当地驻地网共建共享
的成果及做法进行了详细介绍。
济南、临沂、济宁、泰安、聊城、德
州、菏泽等地办事处代表分别就

当地光纤小区建设、办事处日常
运行等方面的情况作了交流发
言。

会后代表们到实地参观了驻
地网共建共享小区的建设、使用
情况，参会代表纷纷表示，通过此
次现场会，大家受益匪浅，今后要
积极推广枣庄办事处的经验，共
同推进光纤小区共建共享工作的
深入开展。

通讯员 刘晓婷 张俊

我国宽带发展联盟发布《中国宽带普及状况报告》

日前，我国宽带发展联盟
发布了第十一期《中国宽带普
及状况报告》(2018年第四季
度)，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第
四季度，我国固定宽带家庭用
户数累计达到39376 . 5万户，固
定 宽 带 家 庭 普 及 率 达 到
86 . 1%，同比2017年底年度提
升11 . 7%；移动宽带(3G和4G)
用户数累计达到130564 . 7万户

(不包含移动通信转售用户)，
移 动 宽 带 用 户 普 及 率 达 到
93 . 6%，同比2017年底年度提
升12 . 2%。

宽带普及水平是衡量一
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状况和信息化创新驱动力的
重要指标，受到广泛关注。世
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一
个国家或地区宽带人口普及

率每提高1 0%，将平
均带动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约1 . 3 8%，发展
中国家会带动更高。
2018年，在我国固定
及移动宽带均具有较

大用户基数的情况下，普及水
平还能取得年度10个百分点
以上的增长，可谓提升快速。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近年来我
国“提速降费”工作的不断深
入推进密不可分，宽带网络能
力不断提升，宽带网速越来越
快，“供给”水平日益增强，资
费却不断下降，就必然会带动
全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宽
带网络。

从各地的宽带普及状况
看，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方
面，江苏省最高，达到123 . 3%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超过
100%，一是存在一个家庭用

户拥有多个固定住所，办理了
多个固定宽带接入业务的情
况；二是存在一个家庭用户办
理了不同宽带接入业务服务
提供商的多个固定宽带接入
业务的情况)，排在前五位的
地区还有福建省、浙江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和北京市。移动
宽带用户普及率方面，北京市
达到164 . 7%，远远超过其他
地区，但比上一季度有所下
降，排在前五位的还有上海
市、广东省、浙江省和宁夏回
族自治区，排在前九位的地区
均超过了100%。

通讯员 张茂涛

3月21日，青岛市通信管理
局苏建防局长一行到威海电信
调研工作。

在调研中，苏局长一行听
取了威海电信在提速降费、规
范资费营销行为、电信普遍服
务行政村4G建设、NB-IoT网
络部署及应用、骚扰电话整
治、商务楼宇宽带接入业务自

查自纠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并
就共建共享、5G建设、客户服
务等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交流。苏局长对威海电信近年
来在服务社会、服务经济、服
务民生及履行社会职责等方
面做出的贡献给予了积极评
价和充分肯定，并表示要积极
贯彻落实国务院对通信行业

大 督 查 和 工 信 部“ 通 信 业
2019年重点工作”精神，充分
发挥通信行业协会的牵头作
用，进一步完善共建共享机
制，促进行业和谐，在和谐中
实现共赢发展。

威海电信总经理隆新华表
示，威海电信将在管理局的指
导下，认真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深入落实“提速降费”精神，加
快推进网络建设，利用自身产
业优势，助力当地社会信息化
建设，并扎实开展好骚扰电话
整治、商务楼宇宽带接入业务
自查自纠等工作，为服务社会
民生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
应有的贡献。

通讯员 张巧丽

青岛通信管理局赴威海电信调研工作 青岛联通主题党日
“约会”智慧生活

3月21日—22日，青岛联通大厦一
楼大厅内人头攒动，“主题党日，与智慧
生活有个约会”“红色先锋，引领智慧生
活”等标语格外醒目。这里正在举行的
是3月份“红色先锋行动”主题党日活动
暨智能终端产品员工内购会，也是青岛
联通推进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的
一次实践。

活动现场，大家围在智能终端展台
前，体验、咨询，踊跃购买心仪的智能产
品。两天活动期间，“小度音箱”多次断
货，“沃家固话”多次补充号码，千兆双
频无线路由器等紧急补仓；AI智能摄
像头、蓝牙耳机、运动手环、照片打印
机、智能台灯等产品受到热烈追捧。据
初步统计，现场共办理沃家固话100部、
各类智能终端产品200余部。

通讯员 屈郁颖 迟颖慧

智慧医院呼之欲出
3月26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与山

东联通5G联合实验室揭牌暨全省首家
医院5G网络开通仪式在济南举行，双
方将携手推进5G远程医疗新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推动5G、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医疗行业
的深度融合，共同打造更好服务公众、
更佳利用医疗资源的新一代智慧医院。

长期以来，齐鲁医院高度重视“智
慧医院”建设，不断提升格局、优化机
制、推动创新，在医疗卫生信息化方面
走在了全省全国前列。山东联通作为齐
鲁医院的信息化战略合作伙伴，提供了
强大的技术支持，合作范围不断拓展，
在移动查房、远程会诊、影像上云、手术
直播等领域合作成果不断呈现，并于3
月19日在齐鲁医院开通省内医疗行业
第一个5G基站。

此次合作，双方将与产业链伙伴联
合制定5G远程医疗业务整体解决方
案，包括端到端解决方案、技术解决方
案、用户体验和业务评估标准等，以及
5G试验网的医疗业务测试规范。依托
5G创新产品研发联合实验室，努力构
建开放的试验验证环境，形成面向产业
应用的核心研发能力。联合开发5G远
程医疗产品，与合作伙伴一同推动应用
产品测试及落地验证，实现生态培育共
建共享，提高应用产品孵化和科研成果
市场转化能力。

通讯员 卢桂峰

三个维度两个明确 山东铁塔：把“基层减负”减到实处

党中央将2019年确定为
“基层减负年”。山东铁塔按照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
层减负的要求，结合省委“担当
作为、狠抓落实”工作动员大会
上的讲话精神，从文风会风、系
统建设等方面着手改进工作作
风，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

“三个维度”改进会风。创
新汇报形式，坚持推行风格简
练的思维导图，大幅减少文字
推敲打磨、PPT制作美化等案
牍工作。自2019年1月以来使用

效果良好，实现了在沟通中跳
过“片头片尾”、直奔主题，提高
沟通效率的目的。创新会议组
织形式，推广应用语音、视频等
互联网方式，通过电脑或手机
客户端实现分散式参会，与会
者坐在工位上即可讨论文档内
容，大幅提高会议效率。压减会
议次数。整合各部门分头布置
工作的情况，每月集中召开一
次时长不超过4小时的生产经
营分析会议，大幅缩减会议次
数。

“两个明确”改进文风。明
确工作目标。坚持行文确有必
要 、讲 求 实 效 的 原 则 ，明 确
2019年将整体发文数量至少
压降三分之一。明确发文要
求。严控红头文件数量，只有
代表公司立场、部署全局性重
要工作的才可制发红头文件，
代表部门立场、执行既定计划
等内容，通过各专业条线进行
信息传递。

“ 零 上 报 ”完 成 系 统 建
设。今年初以来，为更好地服

务基层，让基层干部员工更
准确地掌握第一手数据，山
东铁塔开发了“大数据站址
经营平台”，向地市分公司、
区域办事处实时展现经营动
态，提供维护、场租、市电引
入等各类大数据分析，以提
高基层自主经营管理的针对
性。下一步随着系统的逐渐
完善，将实现生产经营工作
不再需要地市公司报表，从
而大幅减轻基层工作量。

通讯员 李凯

山东移动党委推动民主生活会动真格见实效

山东移动党委积极探索以
党建引领企业转型发展的有效
途径，以开好民主生活会为切
入点，以“四个转化”促进会议
质量提升，真正把民主生活会
成效转化为加强班子建设的实
际成效，转化为推动企业转型
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将问题查摆转化为增
强干部发现、解决问题能力的

过程。公司党委要求所属单位
干部从生产经营和党建工作实
际出发，对照问题短板，深挖思
想根源，做一次深刻的自我剖
析。对18个单位的92份对照检
查材料逐一提出修改意见。

二、将督导检查转化为密
切联系基层的过程。省公司领
导、省公司机关各部门、大党建
部门分三个层面，带着不同任

务参会，以参加会议为契机，加
强对基层单位的指导帮扶。

三、将参会督导转化为了
解干部表现的过程。公司党委
坚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把
民主生活会作为了解干部状
态、班子建设和运行情况的重
要窗口，不断拓宽研判班子和
了解干部的渠道。

四、将问题整改转化为凝

聚企业转型发展合力的过程。
公司党委坚持从生产经营实
际中来、到生产经营实际中
去，要求所属单位围绕问题表
象和根源，逐一针对性制定整
改举措并加快落实，力求将整
改实效体现在生产经营业绩
上，体现在推动企业转型发展
上。

通讯员 曹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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