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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全省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测评结果的公告
四川省通信管理局

根据原信息产业部《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评价制度》的要求，为了解广大用户对电信服务质量的要求和满意程度，促进我省电信企业不断提高通信质量和服务质量，维护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
我局组织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四川卓越测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对2016年度四川省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进行了测评。本年度测评范围为全省二十一个市州，测评
业务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固定上网、手机上网四类业务。测评结果表明，我省电信用户感受到的四川省电信行业的服务质量为较满意水平。现将测评结果予以公告：

（一）四川省电信行业及各类电信业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

四川省电信行业
及各类电信业务

用户满意度指数 较上年增长量 满意级度

四川省电信行业 77.59 -0.58 较满意

各类电
信业务

固定电话业务 82.72 +1.90 满意

移动电话业务 79.79 -0.64 较满意

固定上网业务 79.11 +1.16 较满意

手机上网业务 75.54 -0.14 较满意

（二）四川省各被测评企业各类电信业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
被测评企业 各类电信业务 用户满意度指数 较上年增长量 满意级度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固定电话 82.55 +2.03 满意
移动电话 80.85 +0.35 满意
固定上网 80.03 +1.82 满意
手机上网 77.10 -0.29 较满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
有限公司

移动电话 79.51 -1.02 较满意
手机上网 75.05 -0.21 较满意
固定上网 76.80 +0.22 较满意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固定电话 82.89 +1.50 满意
移动电话 80.16 +0.72 满意
固定上网 77.84 -0.23 较满意
手机上网 76.11 +0.69 较满意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固定电话 84.59 +0.89 满意
四川省艾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上网 72.62 -- 较满意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固定上网 76.21 -- 较满意

（三）四川省各基础电信企业排名前三的市州分公司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

被测评企业

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

市州分
公司

用户满意度
指数

市州分
公司

用户满意度
指数

市州分
公司

用户满意度
指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巴中 82.31 达州 82.16 乐山 81.4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
有限公司

达州 81.26 德阳 80.61 广元 80.4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资阳 80.35 阿坝 79.76 绵阳 79.63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雅安 87.28 德阳 86.06 遂宁 85.84

二O一七年三月十日注1：按用户满意度指数级度划分（简称满意级度），满意度指数90至100为很满意；80至89.99为满意；70至79.99为较满意；60至69.99为一般；50至59.99为不太满意；30至49.99为不满意；30以下的为很不满意。
注2：本次测评范围包括全省二十一个市州：成都、乐山、雅安、南充、眉山、资阳、巴中、广安、德阳、攀枝花、绵阳、广元、遂宁、达州、泸州、宜宾、内江、自贡、凉山、甘孜和阿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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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 152 空气质量 中度污染

优：康定、马尔康、攀枝花
良：西昌、广安、巴中、广元、雅安、遂宁、绵
阳、泸州、达州、德阳、内江、资阳、眉山、南充
轻度污染：自贡、宜宾、乐山

1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8—12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参评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
抓紧了 今日报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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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
唯一官方投票平台

今天，首届十佳
“天府好家规”报名将
截止！如果您还有天
府好家规故事，抓紧
时间，下载封面新闻
APP报名。

1月25日，由四川
省纪委机关、省委宣传
部、省精神文明办联合
开展的四川首届“天府
好家规”评选活动正
式启动。活动面向全
省、全社会各行业、各
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
普通社会家庭，评选

“天府好家规”故事。
活动期间，四川

已经掀起了一股“天
府好家规”热潮，人们
纷纷敞开心扉，讲述
自己身边的故事。

▶

▶

成都公交卡
年底有望全国通刷

华西都市报讯（记 者 李
智 ）3月9日，记者从成都市交
委了解到，成都全市12000台
公交车的刷卡机，正在进行更
新换代，预计于今年6月完成。
成都市交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6年12月21日，“成都市城
市公共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项
目”，提前30天通过了交通部验
收。在成都通过交通部验收，
加入全国城市交通一卡通联网
后，成都也将适时发布全国一
卡通。以后即使在外地，只要
所在地参与全国交通卡联网，
成都的一卡通也能用。

目前，成都市交委正会同
成都市国资委督促市公交集
团、成都天府通公司制定改造
计划，在保障公交安全营运的
情况下，在全市开展公交刷卡
车载机的升级工作。据悉，目
前成都安装有天府通刷卡机的
公交车，共有12000台，预计在
6月底完成全部车载刷卡机的
升级工作。改造升级后的成都
公交车刷卡机，以后也可以刷
全国一卡通。

再现“花重锦官城”

“环城大公园”
4月亮相三环路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雪）
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是今年成
都最大的绿化项目。3月8日，
记者在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三
标段施工现场看到，该示范段
已初步完成。记者从成都交投
集团获悉，随着工程持续推进，
预计4月，全长52公里的“环城
大公园”将具雏形。

据成都交投集团路桥经管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三环路
将按“乔木修枝、灌丛清理、植
草覆绿、增花添彩”的原则，保
护和提升现有全线绿化景观，
形成“疏林草坪”，呈现“花重锦
官城”，努力打造“最美三环
路”；同时还绿地于民，打造“林
荫步道”。

“环路绿化景观打造已在
今年2月启动。按照计划，今年
4月前我们的景观提升工程除
受桥区影响的点位，其余要全
部完成。届时，全长52公里、两
侧绿化带达50米的三环路将全
新亮相。”上述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在示范段看到，以前
杂乱的树林已进行了清理，林
间的人行步道蜿蜒前行，阳光
透过树木铺洒在人行步道两边
的青草地上，辅道外侧原人行
道已经变了模样。灰白的预制
构件整齐铺装在上面，形成了
大约3米宽的非机动车道。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都通过改造后的绿化带分隔开
来，实现了“机非分离”。

3月9日是“我为三环增点
绿——三环路市民植树活动”
报名第一天，据热线来电统计，
从早晨9点到下午5点，成都交
投集团、中建三局共收到上百
位热心市民的来电。

按照绿化实施方案，此次
活动只有20名市民代表的名
额。鉴于此，主办单位将征集
报名截止时间提前为3月9日
下午5点。下一步，工作人员将
一对一对通知入选的市民，告
知活动具体时间、地点以及交
通线路。

提炼家训
上战场前留给家人28字

清乾隆元年（1736年），饶
国华的太祖父饶文德从福建龙
岩举家迁移入蜀，到饶国华已居
耕五代。几代人的积累传承，饶
氏家族形成了35条族规。

饶国华的父亲饶思鸿遵奉着
龙岩人重教的传统，再穷也要让孩
子读书，他把饶国华送入私塾。饶
国华一生无论走到哪里，背包里总
少不了砚台、笔墨和书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饶
国华主动请缨。出征前，留下28
字家训：“比我强的我不怕，比我
弱的我不欺；人有我无不嫉妒，
我有人无不张扬。”

饶毓琇说，父亲留给家人28
字家训，“是从35条族规中总结
提炼来的，当时体现了民族大
义，意思是我们不怕敌人，因为

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出川前夜
亲自端水为老母亲洗脚

饶毓琇说，“家训教我们立
身为人，家训外还有很多不成文
的规矩，第一条就是孝。”

1937年，饶国华出征前，曾
回乡与家人作最后一次团聚，临
离资阳时，特地拜访了启蒙老师
伍钧老先生，又嘱咐妻子蓝紫
仙：“余此去，为国而战，义无反
顾。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老母年
高，望尽心奉养。”

饶毓琇讲述了一个父亲孝
顺老母亲的细节，“离家前一个
晚上，父亲专门打了一盆洗脚
水，亲自端去给祖母洗脚。”饶毓
琇说，当时父亲单腿跪地，动作
轻缓，慢慢地给祖母洗好脚，剪
好指甲，擦干，再穿好袜子。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61期开
奖结果：198 直选：8417（527）注，每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
元；组选 6：21565（1314）注，每注奖金
173元。（280.79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61期开奖结
果：19885 一等奖：158注，每注奖金10
万元。（2.7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33期：00330111310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33期：131330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33期：30303333011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
第 2017061 期开奖结果：454，单选 542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640注，单注
奖金346 元，组选6，0 注，单注奖金173
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17027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11、30、27、02、14、04，蓝色球号码：05。一
等奖3注，单注奖金9954368元。二等奖
76注，单注奖金244458元。下期一等奖
奖池累计金额980689536元。备注：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抗日名将饶国华出征前留下28字家训

“比我强的我不怕，比我弱的我不欺”

3月9日，84岁的饶
毓琇正忙着整理父亲饶
国华的家训、座右铭等，
她计划这本册子在清明
节前付印。

饶 国 华 ，川 军 第
145 师师长，生于资阳
市东乡（今雁江区宝台
镇）张家坝。1937 年 7
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
饶国华主动要求率部抗
战。出征前，饶国华将
35 条饶氏族训简化成
28字家训，留给子女。

“比我强的我不怕，
比我弱的我不欺；人有我
无不嫉妒，我有人无不张
扬。”饶毓琇说，这28字家
训简单明了，琅琅上口。

1937 年 12 月 1 日，
饶部所在阵地被日军包
围，饶国华举枪自尽，以
死殉国。饶毓琇说，80
多年过去，虽然28字家
训没有刻在墙上，但家中
老小均能背诵。“以前饱
含了民族大义，现在看来
也适用于待人处事。”

传承家训
一家老小均烂熟于心

饶毓琇说，父亲提炼的28字
家训，因为“强、弱、有、无”的对
比，所以很容易记忆，“他的意图
也是让我们能记诵，简单明了但
内涵丰富。”

“早年父亲驻防铜梁县时，帮
老百姓收庄稼，一定要做到不扰
民。”饶毓琇小时候经常听父亲的
卫兵说，“当时我们住的街对面，
有家中药铺，父亲会固定给坐堂
医生钱，用来资助付不起钱的穷
人。这些就是比我弱的我不欺。”

“比我强的我不怕，现在更多
是一种待人态度。”饶毓琇说，她
要求子女对待同事、同学或邻居，
都不要嫉妒、不要害怕，而是要虚
心学习，反之也不拿自己的长处
和别人的短处对比。

饶国华的嫡孙顾清伟（也叫
饶清伟）说，现在家中小孩懂事起，
都会背诵28字家训，“都是潜移默
化在实际行动中让他们记住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雪皎（图由受访者提供）

后人祭奠饶国华。

寻访故事寻访故事
全国热议“天府好家规”

“爱家人爱社会，有责任有
担当。”企业家刘永好的家规家
风伴随他的成长。

“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我
就是在父亲的好家风、好家训的
培养中成长的。父亲的好家风
把我培养成了歌唱家。”这是著
名歌唱家李丹阳的家风家规。

好家规也体现在普通家庭
中。在四川江油，60岁的“孝星”
何秀莲扶着95岁的陈桂兰进进
出出,何秀莲对堂嫂的照顾一晃
30多年，影响了周围很多人。

自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向
全川寻找和征集天府好家规的
故事以来，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
致好评和积极回应。2017年 1
月 1日到 3月 10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已经报道了几
十个“天府好家规”的精彩故事，
报道对象包括名人、企业家、大
家族和普通家庭。

在全国两会期间，“天府好
家规”还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和
全国人大代表的热议，他们与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畅谈自
己的“家风家规”。全国人大代

表、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德
明的家规非常严格，他家的餐桌
讲礼是“不守规矩就没饭吃”。
全国人大代表、作家二月河也非
常看重家风的重要性。他认为，
好家风能让人拒腐不沾。

踊跃报踊跃报名名
多地组团报名亮出好故事

活动期间，四川各地掀起了
寻找好家规的热潮。在内江市
威远县开展了“践行十爱·寻找
婆城好家规”活动，面向全社会
征集优秀家规及其背后的优秀
家风故事。不到1周，该县已收
到了近30篇好家规家风稿件。
在成都，经典家训家规、优秀家
风家训故事储备数据库已建立，
储备数据库须不少于30个经典
家训家规、优秀家风家训故事。

天府好家规活动接近尾声，
各省直机关、市（州）、成都各个
区市县报名热情有增无减。昨
日，彭州市、双流区、青白江区、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蒲江县等
地组团报名参评。

记者发现，在封面新闻上报
名的故事中，不乏感人至深的好
家规故事。例如，在彭州，革命

烈士何秉彝为营救他人，献出
了年轻的生命。“读书明理，报
效祖国”成为何家的家风家训，
指引着何家后人的一言一行。
又如青白江区姚渡镇光明村曾
氏，在第 77 世曾秀清时代，逐
渐形成尊师重教、行善乐施和
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在此影
响下，曾家后代陆续涌现出爱
国民主人士曾绍琪等。

评审评审阶段阶段
网络投票占总得分的20%

在报名结束后，活动将进入
评审阶段。评审组将严格按照评
审方案和评选标准评分。其中，
评审组评分占总得分的80%，大
众投票得分占总得分的20%，根
据评审组评分和大众投票得分总
和确定十佳“天府好家规”及单
项结果。从全省各地各系统评
选出的优秀典型，将集中展示在
封面新闻客户端进行公开投票，
网络得票将作为大众投票得分。

谁是你心中的天府好家
风？赶紧撸起袖子，下载封面新
闻客户端为你心中的好家规投
票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