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信普遍服务成为农业丰收、农民致富的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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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虽迭代更替，中国联通几辈人却初心不忘，为通信事业奉献的心始终未变。
数据显示，仅 2019 年上半年，中国联通在通信重保服务方面，就已圆满完成“全国两会”“世园会”“数字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通信保障；在应急通

信方面，面对凉山森林火灾、四川长宁地震、贵州水城特大山体滑坡、抗击“利奇马”超强台风等灾难，中国联通完成了抢险救灾保通信的任务。
回首来时路，中国联通人心潮澎湃，在重大活动通信保障、应急通信保障、电信普遍服务、信息扶贫等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通信情传几代人 坚守使命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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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
大典重保以来， 中国联通开展了
各类数以千计的重大活动通信保
障工作。以北京为例，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 党和国家在北京举行的
历次重大会议、 重要活动均由北
京电信局（现北京联通）承担通信
保障任务， 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
要贡献， 也积累了丰富的重要通
信保障经验。

2008年 8月 8日午夜， 璀璨
的烟火点亮北京的夜晚， 北京奥
运会开幕盛典吸引了全球的目
光，开幕盛典圆满成功，在开幕式
转播中， 中央电视台全部使用高
清信号， 通过当时中国网通的网
络，实现了完全无延时的直播，创
造了奥运会转播史上的第一次。
中国网通创造了奥运会通信历史
新的辉煌，服务门类、服务范围、
服务规模、 服务质量都超过以往
任何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 宽带
奥运的理念更是开了奥运会通信
的先河。

2017年 10月 18日至 2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召开，十九大的召开牵动
全世界的目光，世界各地的人们能
第一时间看到十九大的新闻报道，
能实时收听收看开幕式工作报告、
新常委见面会……这背后是中国
联通重保团队的默默付出。从新闻
中心“千兆上桌面”和“千兆WiFi”
的高速网络到业内首创的重保指
挥调度系统；从天安门广场到北京
站，只要是有保障需求的地点都有

忙碌的联通人的身影。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在上海举办， 世博会核心
场馆成为上海联通综合展示
L900、NB-IoT、4.5G 等移动网络
全制式标准、 各种前沿通信新技
术的舞台， 从精准设计到精细化
实施，力争完美覆盖。为保障世界
第一大单体建筑———国家会展中
心的通信， 上海联通以大数据分
析建立话务模型对人流分布进行
精准定位， 针对不同场馆制定了
差异化的建设方案， 以保证信号
覆盖“点面俱到”，可完全满足 30
万人通话和上网需求。此外，上海
联通仅用半年时间就在青浦区的
大街小巷部署了 1 万多台高清智
能摄像头， 服务进博会期间的安
保工作。

2019 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中国联通等
电信运营商以及厂商， 成功实现

了基于 5G 网络的 4K 超高清直
播。 大年三十前，中国联通确保网
络运行平稳， 实现北京、 吉林、江
西、江苏等地各条重保业务电路零
故障，陆续完成了 7次彩排和新闻
素材的传送。 在联通人的努力下，
一场精彩纷呈的 5G 春晚呈现在
全国人民面前，节日氛围被 5G点
燃……

历次国家重大政治活动、重
要会议通信保障的圆满完成，反
映出通信技术的进步， 也充分显
示了中国联通的一流业务水平和
技术能力。

每一次盛会的圆满举办，每
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背后， 都有
通信行业“万无一失”的信息通信
保障， 都有中国联通人保驾护航
的忙碌身影。中国联通一路走来，
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做好每一次重
大活动通信保障， 向祖国向全
社会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除了重保外， 中国联通还肩
负着突发应急保障工作的使命。
从 1949 年到 2019 年， 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发生过唐山、汶川等
大地震，遇到过长江、松花江等特
大洪灾，台风山竹、利奇马肆虐，
遭遇过南方冰冻、 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 ， 也遇到过 SARS、 甲型
H1N1 等疫情， 在每个危难时刻，
联通人总能及时出现， 开展应急
通信保障工作，服务一方百姓，为
抢险救灾贡献力量。

1998年，我国发生了百年不遇
的特大洪灾，长江、松花江、嫩江流
域的通信设备遭到严重破坏，人民
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当年 8
月 7日，洪水在江西九江长江干堤
上撕开一道口子。 九江长江大堤破
堤后，通信一度告急。 为保证中央
和军队抗洪抢险指挥通信的畅通
无阻，当时的北京长话局紧急调通
各种专线 13 条、电路 34000 条，为

中央和灾区人民架起了一条“连心
线”。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
发生了 8.0 级特大地震。地震造成
当地通信基础设施破损严重，给
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巨大影响。 在
汶川地震通信抢险中， 中国联通
与行业兄弟企业紧密携手， 共同
排除困难， 确保通信网络的安全
畅通。 5 月 13 日，中国联通紧急调
配了 100 套 VSAT 小型卫星地球
站前往灾区，VSAT 小型卫星地球
站的开通让很多灾民打出了受灾
后的第一个电话。

超强台风“利奇马” 于 2019
年 8 月 10 日登陆浙江省温岭市，
这是 2019 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
强台风及 1949 年以来登陆浙江
第三强台风， 造成了人民生命财
产的巨大损失。 中国联通逐级落
实抗台防汛责任制， 把抗台任务
落实到人，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

位、措施到位，全力组织调度在杭
州、宁波、温州、舟山、嘉兴等地及
台风过境的其余受灾省份开展应
急通信保障工作， 第一时间抢修
受灾地区通信基础设施， 确保当
地通信顺畅， 协助通信业做好抢
险救灾工作。

回溯过往， 无论是在地震时
临危不惧、坚守岗位，保证中央与
地震灾区的通信联系和首都的正
常通信，还是抗击特大洪灾，冰冻
雨雪灾害；无论是救援矿难，还是
泥石流……中国联通人始终如一
坚守着“通信网就是生命线”的信
念，在各种突发灾难与危机面前，
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通信的时刻
挺身而出， 动员一切力量第一时
间恢复通信网络， 留下来的都是
最美的逆行背影。 开辟出一条条
抢险救灾的生命通道， 一个个感
人至深故事的背后， 是中国联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守……

民生是国之大事， 中国联通
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关注民生，
服务民生，在改善民生、提升通信
服务质量、 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中国联通为
代表的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承担
的电信普遍服务和网络扶贫造福
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

改革开放后， 我国电信业进
入高歌猛进的发展时期。 截至
2003 年， 我国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2.9 亿户，普及率为 20.9％，移动电
话用户突破 3 亿户， 普及率为
21.2％， 全国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
全球平均水平。 但是，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 当时农村电话普及
率仅为 11％左右， 是城市水平的
1/3。当时国内缺乏普遍服务资金，
在农村建网面临投入大， 回报周
期长等困难。 为改变我国农村通
信落后的状况，21 世纪初，原信息
产业部领导创造性地提出“分片
包干”的方法，以中国联通为代表
的基础电信运营商从国家大局出
发，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 翻山越
岭，立杆架线，在广袤的中国大地
上， 书写了一篇伟大的时代华
章———村村通电话工程。

2015 年年底， 电信普遍服务
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中国基础电
信运营商纵深推进电信普遍服
务，让光网和 4G 之花开遍广大农
村。 目前，中国行政村通光纤和行
政村 4G 网络通达比例均超过
98%，提前实现了国家“十三五”规
划纲要提出的“宽带网络覆盖 90%
以上贫困村”的目标。 同时，监测

数据显示， 试点地区平均下载速
率超过 70M， 基本实现了农村城
市“同网同速”。

多年来， 中国联通始终坚持
开放共享， 持续推进电信普遍服
务，先后投资逾百亿元，完善贫困
区域 4G 网络和光纤宽带，提升边
远农村与山区通信基础设施水
平，让通信服务惠及千家万户；始
终坚持服务为民，积极构建“互联
网+扶贫”体系，消费扶贫和产业
扶贫为农产品销售打通“最后一
公里”，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联通将尽快落实第 4 批
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建设， 积极参
投第 5 批， 逐年完成定点扶贫县
等重点区域的网络覆盖工作目
标， 努力使信息基础设施分布更
加均衡、区域间沟通更加顺畅、共
同富裕的基础更加牢固。 中国联
通将发挥优势，以共赢为目标，为
缩小数字鸿沟做出更多贡献，为
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中国联通在普遍服务和网络
扶贫中提供城乡一体化的网络服
务， 即城市、 农村采用同样的技
术， 让农民享受到和城市同等质
量的通信服务。 2016 年~2019 年
已覆盖 20 个省份的 1.6 万个行政
村， 网络速度实现“跨时代” 提
升。 有了网络，还要让广大农村和
贫困区域的群众用得起， 中国联
通打造用户“用得上，用得起，用
得好”的农村宽带网络。 其中针对
5 个定点扶贫县推出的精准扶贫
套餐用户已超过 15 万户；针对全
国贫困户推出的定向扶贫套餐用

户超过 62 万户。
据统计， 中国联通集团所属

的 500 多个单位承担了中央和地
方政府部署的定点帮扶任务，涉
及 917 个国家级和省市级贫困
县，共有扶贫人员 1857 人（含驻
村第一书记 417 人） 奋战在扶贫
一线。 联通扶贫人员为当地百姓
带去信号的同时， 也创造了生产
力，他们或协助搭建电商平台，助
力农产品销售，或用信息扶智，助
力保障贫困学生义务教育， 让贫
困地区学生有学可上。

在精准扶贫方面， 中国联通
累计帮助 7.28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
户实现脱贫。 安排产业扶贫项目

360 个，培训农村劳动力、技术骨
干 6400 多人次，帮助 4572 个贫困
群众实现易地搬迁， 资助贫困学
生 2310 人， 投入医疗卫生资源，
惠及 1.48 万贫困人口， 为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提供了有效支撑。 在
网络扶贫方面， 在全国 832 个国
家级贫困县完成投资 19 亿元，新
建无线基站 1.78 万个， 新增宽带
接入总端口数 50 万个，提升贫困
地区的无线网络覆盖率和行政村
宽带接入覆盖率。 在资费扶贫方
面， 提供扶贫专用手机及其他扶
贫终端设备 6252 部，并为贫困户
提供优惠资费套餐或免费通信服
务，惠及 25.2 万贫困人口。

万无一失，重大保障不辱使命 临危靠前，应急通信奋勇争先

回馈社会，普遍服务脱贫攻坚责任在肩

阅兵活动的飞行编队飞越北京联通图像通信保障车。

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的应急通信车。

即将进入 SARS疫区的通信保障人员。

汶川地震中，联通奔赴灾区现场。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联通在冰雪灾害中搬运通信设备。

欢呼奥运保障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