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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两会

实际上，中国电信广东公司的扶贫之

路已经走了很多年。 2010-2012 年，中国

电信广东公司对口帮扶河源连平隆街镇

径头村，获颁“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金杯”

和“扶贫济困优秀单位”荣誉；2013-2015

年， 对口帮扶清远连州西江镇高山村，获

颁“扶贫济困优秀单位”及“优秀驻村干

部”荣誉；2016-2018 年，对口帮扶清远连

州星子镇四方村，获颁“广东省脱贫攻坚

工作突出贡献单位”荣誉，多名扶贫干部

被评为“突出贡献个人”。从 2010 年至今，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在全省累计对口帮扶

近百个村，惠及困难群众十万余人。

网络先行强覆盖，提速降费做保障

过去说“要想富，先修路”。 在信息时

代，“路” 已经不单指物理意义上的连通，

网络成为了社会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和基

础设施。 提速降费则是利民惠民、服务社

会经济双转型的重要助力。

2018 年，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在实现

“全光省”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光纤网络覆

盖延伸至全省 20 户以上自然村， 到年底

覆盖率已超过 80%，移动网络也在全省近

两万个行政村通达 4G 的基础上继续延

伸。 围绕扶贫攻坚项目，中国电信广东公

司将网络扶贫纳入整体网络规划，安排专

项资金将网络精准建设到县到村，并向次

贫困地区实施覆盖，在完成目标区域覆盖

之外，保持适度超前。

与此同时，中国电信广东公司针对建

档立卡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扶贫干

部推出专属扶贫套餐，推广易用、低成本、

质量可靠的手机终端， 并加载大流量的

“致富包”产品，为贫困户提供“用得上、用

得起、用得好”的优质网络。 2019 年，中国

电信广东公司还将在以往扶贫资费的基

础上移动单产品资费再打 5 折。

因地制宜信息化，产业扶贫谋发展

精准扶贫离不开个性化解决方案的

支撑，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充分发挥信息化

的优势跨越城乡发展不均的鸿沟，为贫困

地区搭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特别从

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因户施

法，力求真正扶到点上、帮到根上。

仅在四方村，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就开

展了天翼村通信息化建设项目，通过各方

筹集的款项 100 多万元，给贫困户免费安

装手机 300 多台，贫困户免费使用天翼手

机通话，免费用天翼 4G 上网查询农产品

销售市场， 同时为整个村委进行光网改

造，全村进行公共 WiFi 建设，村民免费进

行 WiFi 上网。

此外，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因地制宜挖

掘各贫困村特殊的资源禀赋，针对性地为

贫困户寻找优质的投资增收项目，通过搭

建扶贫点农副产品信息化购销平台和渠

道，充分利用各类电商平台、合作伙伴资

源，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网络和电商

平台支持，有效保证了贫困户的脱贫增收

事项。

2019 年，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计划打

造清远、河源紫金、韶关新丰等地的特色

农产品服务平台，努力实现“一镇一业、一

村一品”， 提供生成———加工———流通全

产业链服务，争创品牌，提升贫困地区的

持续发展能力。

关注民生聚合力，多方力量助脱贫

四方村留守的学龄儿童超过百人，老

人本身的年迈加上教导方法和监护能力

的缺乏，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成为问

题。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在村委搭建“粤想

家”活动室，配备了电信光宽带、电脑、电

视及“粤想家”全套设备，破解“空心村”问

题。 村小学的师生可以实现电视与电视、

电视与手机、手机与手机之间的高清视频

通话，家长因为在外务工导致留守儿童亲

情缺位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截至 2018 年底， 宽带到校和宽带入

班已覆盖达 10 万个班级，2019 年底将超

过 20 万个， 同时提供同步课堂、 优课直

播、 教育云桌面等教育类平台和应用，计

划形成韶关南雄、梅州五华 2 个智慧校园

样板县，助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还推动了互联

网+医疗在贫困村的推广，2018 年开始推

动互联网+健康扶贫 AI 医生村村通项

目，为卫健主管部门按需提供远程视频会

诊、 远程影像平台与应用信息化服务能

力，计划到 2019 年底覆盖全省 2000 个以

上省定贫困村。

多年来，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各地市分

公司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扶贫活动， 如：

中国电信深圳分公司党建统领结对帮扶

河源灯塔镇柯木村脱贫攻坚，拉动柯木村

剩余贫困户 86 户 257 人的人均收入达

7598 元；中国电信佛山分公司开展“新春

关怀，积分献爱”业务扶贫，通过本地星级

客户积分兑换，助力湛江山嘴村打开农产

品的销路；中国电信梅州分公司围绕“两

不愁，三保障，一相当 ”目标做好各项

工作， 帮助兴宁罗浮镇澄联村 23 户

贫困户全部达到“八有 ”标准；中国电

信阳江分公司聚焦精准扶贫， 项目拉

动为阳江中洲和平村有劳力贫困户的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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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脱贫蝶变的“电信密码”

用坚持见证改变，中国电信广东公司攻坚扶贫在路上

2018 年平常的一天，崔景敏早早地

来到贫困户家了解情况。从 2016 年毅然

受命远赴清远市连州星子镇四方村任驻

村干部起， 走村入户就成了中国电信清

远分公司崔景敏工作生活的常态， 三年

过去，他成了被群众交口称赞为“村居建

设智囊团、村政事务宣传员”的连州市四

方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带领四方

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实现了村集

体经济由 2016 年 1.5 万到如今 8.5 万

的大跨越， 成为中国电信广东公司扶贫

干部群体的一个缩影。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对口帮扶村清远四方村村民烟叶丰收

据新华社电

全国两会期间，一系

列民生任务受到社会关注。 在政府工作

报告、财政预算报告，以及两会记者会、

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等场合，这些任

务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

脱贫攻坚：

今年减贫1000万

人以上，实现30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农村贫

困人口减少 1000 万以上， 基本完成

“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

务。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记者

会上表示， 今年实现 300 个左右贫困

县摘帽。

●

教育：

不久将发文综合治理校

外培训“线下减负，线上增负”现象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更加公平

更有质量的教育。 针对社会关注的校外

培训“线下减负，线上增负”现象，教育

部部长陈宝生在“部长通道”上表示，将

比照线下治理的政策措施对线上的校

外培训进行规范，开展线上线下综合治

理。 已经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制综合治

理文件，不久将会发布。

●

电信：

年底前实现所有手机

用户自由“携号转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移动网络

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 在全国

实行“携号转网”，规范套餐设置。 工信

部部长苗圩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时

表示， 进一步降低移动网络流量资费，

年底前实现所有手机用户自由“携号转

网”。

2010年第一批“携号转网”试点就

已启动，但由于种种原因推广缓慢。 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

勇表示，今年，“携号转网”将从5个试点

省市推广至全国，体现了政府推动电信

资费改革的决心，这将倒逼运营商不断

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让消费者享受更

优惠的资费，享有更多选择权。

●

医疗：

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将

纳入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提高城乡

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 国

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在“部长通

道” 上说，2019年将开展新一轮医保目

录调整工作，将纳入更多救命救急的好

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在

“部长通道”上表示，要推动分级诊疗破

解“看病难”，让抗癌药进医院。

●

环保：

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量要下降3%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巩固扩大蓝天

保卫战成果，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要下降3%， 重点地区细颗粒物

（PM2.5）浓度继续下降。强化水、土壤污

染防治，今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

要下降2%。

财政预算报告提出，中央财政大气

污染防治资金安排250亿元， 增长25%。

将消灭城市黑臭水体作为水污染治理

的重点， 水污染防治方面的资金安排

300亿元，增长45.3%。

●

养老：

今后3到5年使普惠性

养老床位增加100万张以上

财政预算报告提出，从2019年1月1

日起，按平均约5%的幅度提高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在记者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后三到五年，将大幅度增加

各类养老服务床位，通过城企联动等方

式，使普惠性养老床位增加一百万张以

上。

●

农村人居环境：

今年要推动

全国3万个村庄实现改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因地制宜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厕所革命”、

垃圾污水治理，建设美丽乡村。 农业农

村部部长韩长赋在“部长通道”上表示，

今年要推动全国三万个村庄，大体上是

一千万的农户实现改厕。

●

交通：

2020年基本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收费公路

制度改革，两年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 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减少拥堵、便利群众。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部长通

道”上表示，2019年将取消京津冀、长三

角以及东北、西南地区重点省份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 2020年，基本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

八大民生任务有了时间表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