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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万斯琴

西部农村信息化脚步愈走愈快
———中国电信带给四川震区农村的新变化

当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经
济发展仍然严重滞后，尤其是西部地
区，自然条件差，信息资源匮乏，农民
生活仍然绝对贫困。地震重灾区四川
省是典型的西部农业大省，农业人口
占 60%，因此发展农村信息化尤为必
要和迫切。通过推进西部农村信息化
进程、从而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
水平成为四川省震区农村的发展新
模式。

信息化援藏新模式

在仁恩塘村，《中国企业报》记者
看到家家户户的天翼手机、无处不在
的 3G网络、装饰一新的农村综合信
息服务示范点给这片土地增添了现
代化的气息。

如今，QQ 农业咨询、网店、智能
手机上网、微博信息发布……在农牧
民口中不仅能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
字眼，也能实实在在见到这些新鲜的
事物。

村民们在享受发展成果的同时，
网络技术也给他们带来了新鲜生活，
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固有的生活方式
和观念。

在俄木学的带领下，仁恩塘村藏
香猪养殖基地展现在记者的眼前。俄
木学介绍说，在养殖基地建立初期，
我们对藏香猪圈舍建设、猪仔采购、
养殖技术等一片茫然，随着电信公司
和乡人民政府“信息化乡镇”的建设，
通过网络我找到了临夏开源藏香猪
养殖基地，现在我们还通过网络进行
养殖技术交流，大大加快了我们的基
地建设步伐，节约了成本，提高了经
济效益。
“通过信息平台，我们找到了西

南科技大学生命与工程学院，在县
委、县政府的帮助下，签订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发藏香猪，使之
打造成高原明‘猪’。”

农业信息化只是中国电信信息
化援助藏民的一个缩影。

晴朗乡党委书记何英告诉记者，
“晴朗乡交通便利，松黑路贯穿全境，
将九寨黄龙、客龙沟、达古冰川等景
区紧密相连，形成了一条新的旅游精
品线路。仁恩塘村有广袤的牧场，丰
富的畜牧资源，我们联手中国电信，
借助信息平台，打造集饲养、玩赏、狩
猎、‘绿色餐饮’和红色旅游为一体的
旅游观光牧场。”

从 2012 年开始，“信息田园”成
为许多农民朋友熟知熟用的帮手。
“信息田园”到村入户，让农民朋友的
生活发生了多方面的改变。
目前，面向“三农”服务的“信息

田园”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已在全县铺
开，年访问量超过 4.2万次，成为农民
获取信息、实现致富的重要渠道。

农村要发展信息少不了

记者一行来到四川资阳晏家坝
村，该村支书查玉春说：“农村要发
展，信息少不了。近年来，晏家坝村依
靠信息化的支撑和推动，走出了一条
特色发展之路。”

据查玉春介绍，晏家坝村不仅建
立了自己的网站，对外展示了村里的

形象，而且通过村级网站发布了自己
的特色农产品信息，一些合作项目的
招商引资，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利益。
同时，通过信息化培训室，在村

里推广普及科技知识，这里的大多数
村民具备了基本的网络信息发布、查
阅信息等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开办留守儿
童活动之家，重视和关心留守儿童的
人格成长和未来，举办绿色上网、专
业培训等活动，反映很好。
通过“信息田园”平台，晏家坝村

引进了“优百万”养猪项目，企业为员
工解决就业各种福利待遇保险，提供
种猪饲料药品和技术，类似同等规模
的项目在村里有三四个。2000年以
前，人均收入在 2000元人民币以内，
到 2012年，人均收入达到 1万元人民
币。
“自从使用农村信息化平台以来

比以往增收 100多万，这个平台带来
了更多客户，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微
博来解决病虫害、有机等技术问题。”
晏家坝村葡萄种植大户漆建荣说。

中国电信资阳分公司通过建网
络、建平台、送终端、送信息、送服务，
通过有线和无线互联，宽带和移动网
互联，把信息化技术和信息化扶贫有
机结合起来，通过信息技术帮助农民
脱贫致富，提高生活水平。

而资阳市也以畜牧业信息化为
切入点，将信息化与畜牧产业化紧密

结合，进而带动与推动整个农业和农
村综合信息化，走出了一条信息化创
新驱动的科学发展之路。

农村新生活的全新“画卷”

青瓦白墙，一排排两层四合院
落，整齐划一地排列在乡间笔直公路
两旁。在每个十字路口或拐角地段，
都有和城市里一样的指示牌引导前
行。来到什邡马祖村广场，村支书杨
福善就笑呵呵地说：“刚才已从村里
的监控摄像头中看到你们的车进村
了。”

据杨福善介绍，马祖村已在入村
停车场、广场、篮球场等交通要道、人
流量集中的区域，安装了实时监控设
备，一切乡村动态都及时、全面的传
到监控室内，有效的防御乡镇各类安
全事故的发生。

村民刘芬家是两层小楼共 140
平方米，在她家二楼卧室进门处，摆
放着一台配备液晶显示屏的电脑。她
说。“村里好多家都有电脑，而且都开
通了电信宽带，可以上网、查资料、学
知识，还可以聊天，确实不错，特别对
我们学习种植蘑菇技能有很大帮助，
更是方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

充分用好用活了农村信息化这招活
棋，如利用农村党员远教平台面向全
村村民每周开展 3 次免费各类实用
技术培训，实现了全村中青年农民大
都掌握 1—2 门实用技术的目标，更
好地服务好农民增产、增收。”杨福善
自豪地讲到。
“我父亲刚去世，来什邡马祖村

村委会销户，以前办理手续还要去镇
上办理，来回要一天路程，现在家门
口就可以，方便！”村民胡玉东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

通过联手中国电信，打造民政救
济，养老，医疗等业务平台，原来一般
去城镇、县城办理，现在村民在村上
就可以办理了。

中国电信德阳分公司王文轩向

记者介绍说，德阳区位优势不错，是
四川省内最早实现村村通的城市，村
村通有 80%光纤到户，由于地震时农
村的光缆干线毁坏严重，灾区农户如
果要安装宽带，我们保障 48小时之
内开通，今年德阳公司将有 40%的投
入放在这个方面。

享受三网融合带来的变化

“震后电信公司给我们安装了宽
带、电话和有线电视，我们一家用的
是电信 169 套餐，非常方便，网速够
快，通话质量够好，电视信号够强。”
北川县尔玛小区业主杨叶兴奋地说。

据悉，北川县是“5.12”汶川特大
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全县房屋严
重倒塌，通信系统完全损毁，新北川
通信基础设施通过共建，3G网络信号
已经覆盖 98%以上乡（镇），重要道路
沿线和经济发达乡镇 3G网络信号覆
盖率达到 100%。
“5.12”给北川信息化建设带来了

2亿多元的损失，从救灾起，中国电
信、联通、移动等央企共为灾后信息
化投入 4亿多。

目前，由中国电信支撑的 23 个
乡镇都已经开通宽带，政府支持震后
超过震前，推进三网融合。

2010年 6月 30日，绵阳北川成
为国家第一批三网融合试点县。7月
12日，北川开始全面启动三网融合试
点工作，积极推进“数字北川、光网城
市”项目，目前已建成数字城管、平安
城市、公安天网、智能交通、电子政务
等信息化项目。

2012年，绵阳电信投入资金建设
新县城全光纤融合型业务网络，对北
川新县城尔玛小区全部进行光纤改
造，成为了首个实现全光接入、光纤到
户的数字小区，在单一物理通道同时
实现了语音、视频和数据业务（三网融
合），极大提升了新县城尔玛小区电信
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尔玛小区
3692户家庭，388个商铺，已经全面实
现三网融合带来的信息化生活。

9月底，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揭牌仪式上表示，中石化将建设内蒙古、新疆、贵州、
安徽、河南和宁夏等 6个煤化工基地，标志着中国石化专业化
发展煤化工业务全面启动。

发展煤化工对于我国调整能源结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富煤，缺油，少气”是我国资源的自然禀赋，目前煤炭仍是

我国能源消费的主体，且在未来 20至 30年这一能源消费格局
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如何更好地利用煤炭变得尤为重要。

据公开数据显示，至 2011年底，中国的石油进口依赖度已
达到 56.5%，石化产品 100%都是石油的衍生物。因此必须要加
快化工产品的原料结构调整，发展以煤炭和天然气为原料的业
务，拓展化工原料结构，走出一条依靠煤炭和天然气为原料的
化工之路。

按照中国石化“十二五”规划，将建设内蒙古、新疆、贵州、
安徽、河南和宁夏等 6个煤化工基地，目前内蒙古、新疆、贵州、
安徽、河南 5个煤化工项目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介绍，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为中国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中国石化煤化工业务投资和经营，
组织协调煤化工项目建设，对煤化工业务进行专业化管理，力
争用 8—10年时间发展成为我国煤化工领域的行业领先者，在
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上走到世界前列。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戴厚良，副董事长为常振勇，聘杨栋为总
经理。

中国石化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把我国最富有的煤炭资源转
化为化工原料，这将对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具有重大的意义。

傅成玉表示，发展煤化工将坚持“绿色、低碳、清洁、健康”
的原则，特别重视技术创新和绿色低碳，将煤炭资源变成清洁
能源，这一点没有缓和的余地。对于安全环保标准的制定要高
于国家标准，要走在世界前列。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抓好节能
技术和装备运用，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型企业。

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石化将依托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化
工技术，开放性的搞科研，开放性的招揽人才，充分发挥人才优
势，加快煤化工核心技术研发。同时，按照“新业务、新体制、新模
式”的要求，积极探索有利于高效运行、规范管理的管理模式。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万斯琴

中国石化：
全面进军煤化工业务

中国移动：
全面启动 TD终端营销策略

日前，中国移动终端产业链大会暨渠道合作签约仪式在
北京召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裁李跃在会上表示，2013
年，预计 TD终端销量将过亿台，智能终端在 TD终端总量中的
占比将达 80%，将社会渠道承载的 TD终端销量提升至 50%。

本次会议有来自政府、TD产业联盟、终端制造、芯片、方
案、仪表、渠道等方面的 250余家单位和合作伙伴近千人参会。

会上，中国移动与国美电器、苏宁电器、迪信通等连锁渠道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就 TD终端渠道销售开展全面合
作。根据协议，上述全国性连锁渠道所有门店将向中国移动开
放，并在门店中建设中国移动业务受理及终端销售专区，全面
开展 TD终端的宣传、销售与推广。同时，中国移动将加大对渠
道 TD终端销售的资源投入，采用“统一合约计划、统一酬金政
策、统一销售模式、统一结算流程、统一合作权益”的创新合作
模式，推动渠道实现 TD 终端规模销售。产业链各方还展示了
最新的 TD终端产品，并在产品发展、市场拓展、LTE终端发展
三个分论坛上，就 TD终端产业链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沟
通与探讨。

在此次大会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裁李跃做了主
题演讲；工信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李学林在大会致辞。同时，中
国移动介绍了 2013年的 TD 终端市场营销策略和产品策略，
并与国美电器、苏宁电器、迪信通签署了渠道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自 2009年 1月中国移动开始正式建设运营中国
3G（TD-SCDMA）网络以来，网络覆盖水平持续提升，客户发展
规模迅速扩大。目前中国 3G网络已覆盖全国所有县级以上行
政单位及部分经济发达乡镇，网络质量指标处于良好水平；TD
用户快速发展，用户数量已超过 7200万，实现了国内市场“三
分天下有其一”的目标。同时，中国移动正在开展 TD-LTE扩大
规模实验网建设，预计 2013年 TD-LTE基站规模将超过 20万
个，近期已启动 TD-LTE终端首次公开招标。

本报记者丁国明陈玮英

公司

“农业信息化进村后，给
农村生产带来了很多便利，村
民们通过中国电信‘信息田
园’实现了网上、线下的信息
传递，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移
动互联网和信息新生活带来
的好处。”

———仁恩塘村党组书记、
藏民俄木学

藏民俄木学在介绍应用“信息田园”网站的情况

mailto:lwx0210@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