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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4G信号了。”甘孜州
新龙县雄龙西乡瓦日村村支书尼
珠正用手机感受移动4G网。

据了解，雄龙西乡瓦日村是
位于甘孜州新龙县海拔3600米
以上偏远且落后贫困村，常住人
口282人，其中贫困户16户，为
了摆脱闭塞，让村民尽快使用上
4G信号，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今
年，中国移动四川甘孜分公司建
设施工团队翻山越岭多次考察，
在此新建传输线路14余公里，
并将该村4G覆盖建设纳入普遍
服务第五期工程，经过3天3夜
的连续奋战，于10月18日开通
了雄龙西乡瓦日村的4G基站，
成为第一个覆盖该村的 4G 基
站。

一直以来，中国移动四川公
司积极开展对偏远地区贫困村的
网络扶贫，为保障农村与城市网

络“同网同速”，近5年来，总投资
超100亿元，解决广大农村的网
络覆盖。一是主动承担电信普遍
服务项目。2016年开始，共承担
了全省超过一半的电信普遍服务
任务，重点攻坚偏远行政村特别
是三州的通信网络覆盖。截至目
前，已实现了4800个偏远贫困村
通宽带、4886个偏远行政村4G
覆盖，圆满完成了工信部下达的
电信普遍服务任务。二是把4G
基站纳入挂牌攻坚项目。通过网
络弱覆盖和客户投诉回溯大数据
分析，精准定位建设目标，农村区
域累计建设4G基站6万余个，解
决4.4万个行政村4G覆盖。三
是挖潜网络能力。通过抽闲补弱
基站搬迁、抽闲补忙信道调整，累
计加强6400个偏远行政村信号，
实现农村4G网络“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的高质量演进。

“同网同速”让农村地区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开展专项行动提升农村网络质量
让广大农村地区群众在互联网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这是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启动“农村网络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的初心与动力。
2019年以来，公司主要领导挂帅，担任专项行动工作组组长，以“建设提速、服务提质、管理提效、应急提档”为抓手，重点攻坚农

村区域的“网络运行维护”、“故障申告处理”、“网络故障修复”、“应急通信保障”，全力保障客户网络感知提升。
截止目前，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已实现96%行政村4G网络信号覆盖，助力所有行政村通光纤，持续深化农村网络覆盖、推进网络

扶贫，促进信息通信与农村实体经济、社会服务等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在新时代的重要节
点下，用踏实的脚印写下责任与担当。

今年 7月，突发强降雨导致巴中
多地爆发山洪、泥石流，通信基站、传
输线路受损，特别是浴溪400余家宽
用户、7条重要专线客户网络受到影
响。

灾情就是命令。中国移动四川巴
中通江分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网络
部经理鲁聪立即带领抢险队伍冒着瓢
泼大雨，扛着2.5公里长的光缆，背着70
多公斤的抢险工具徒步翻山，布放光
缆，对断点光缆进行接续，扶正无隐患
的偏杆倒杆，清理和掩埋存在安全隐患
的光缆，及时恢复了通信网络。像这样
在农村地区的应急抢险和重大活动通
信保障，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每年要开展
近300次。

网络是通信企业的生命线。中国
移动四川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应急
通信保障作为己任，坚持“关口前移，防

患于未然”的思路，建立起一套“平战结
合、天地一体、高效协同”应急综合保障
体系，率先搭建“三层三纵五横”应急组
织，实现重大事件发生后5分钟内启动
应急响应并启动红橙黄蓝应急预案，有
效疏通话务、流量拥塞。先后投资超过
3亿元，加强全省应急设施建设，打造了
一张天地一体、全国领先的应急通信保
障专网，配备超短波基站、便携式基站，
手持式终端等多样化应急指挥调度设
备；率先建设超级卫星应急通信网，在
重点保障区域建“超级基站”。此外，还
将便民服务纳入应急保障：第一时间开
通“现场应急服务站”；第一时间开通

“强开机、免停机服务”；及时发送灾情
预警信息告知；利用大数据支撑应急抢
险；为灾区群众提供远程医疗救助和灾
后心理干预服务等，全力帮助群众克服
困难，渡过难关。

西昌市西郊乡长安村3组某
村民宽带电视无法播放，宽带网
络也无法使用，维护人员王建波
接到维护电话后不到一个小时就
上门检查，修复了故障。村民对
移动维护人员的快速响应竖起了
大拇指。

客户投诉是网络优良与否的
风向标，中国移动四川公司高度重
视网络投诉处理，从机制流程上确
保投诉问题根治解决。一是在
10086专门设立农村客户投诉处
理专班，打标农村区域客户信息，
针对农村客户提供针对性服务，农

村客户满意率达99%。二是加强
农村客户投诉处理质量监督，对农
村客户投诉处理质量进行监测，引
入“分级管控”和“客户回访”机制，
明确各类问题解决时限，建立逐级
通报、升级督办的考核机制，统一
开展电话回访工作，评估投诉客户
满意度，督办处理质量。三是聚焦
农村客户感知，引入软硬采信令数
据、网络运维指标、异常感知事件
等多维数据，建立网络感知全景式
诊断模块，主动发现可能产生问题
的热点区域，重点投放资源，解决
网络问题。

四川电力条件薄弱停电频发，地域
面积大客户分散都对网络维护提出较
高挑战。为提升网络维护效率，中国移
动四川公司采取了“强管理简流程、厚
根基拓创新”体系化管控。

强管理简流程方面，建立以退服率
考核为牵引的故障管控线条，并明确责
任考核。打标农村基站及家宽清单，故
障直派一线代维，搭建基于农村场景故
障智能督办体系，通过AI机器人实现
故障实时统计,按30分钟粒度日均进
行28轮次督办，日均督办1300单，故
障处理历时同比18年下降30%。

厚根基拓创新方面，搭建网络故障
隐患库。一是通过交流引入整治、电源
配套改造累计根治7000余个超长超频
故障站点，解决率达96%。二是创新性
研究精细发电管控，全省统一搭建发电
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停电、路程信
息，精准推送发电要求到一线维护员，
在故障发生前发电保障，大大提高维护
效率，发电效能提高50%、三是各地市
集中建立家宽业务综合调度中心，强化

装维末梢管理，建立装维问题库和规范
手册，实施家宽网格化承包对齐市场网
格，驻点支撑市场，全面提升一线装维
的响应速度。通过全方位发力，故障处
理历时同比缩短40%、宽带装维效率同
比提升30%。

建设提速
农村网络“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服务提质
网络感知“专人监督、全景诊断”

管理提效
网络维护“智能管控、提前除患”

应急提档
综合保障“平战结合、天地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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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疾病面前，方知无情。
但在有限的生机之下，亲
情和勇敢，更容易赢得奇

迹。一位美丽的成都女孩，为了
挽救远在河北、罹患白血病的表
姐，义无反顾地捐出骨髓。这个
暖心故事，发生在新津县新平镇。

亲人求救
表姐患白血病急需捐骨髓

26岁的李梦真，是新津县新
平镇的一名工作人员，负责镇纪
委、团委等工作。10月下旬，李梦
真表姐彭婷的爸爸，在家族微信
群里，发出了一条求救信息：“彭
婷本来和我配对成功，但是我的
身体检查没过关，无法捐献骨
髓。表弟表妹们，恳请你们配对
试试！”

李梦真的父亲与彭婷的母亲
是两姐弟，两家人的关系历来很
和睦，逢年过节经常在一起聚
会。今年5月20日，彭婷被查出
患上了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治
疗。得知消息后，家人都非常积
极地去医院进行骨髓移植配型，
想尽一切努力把她挽救回来。本
来彭婷的父亲配型适合的指数更
高，医生已经准备抽取父亲的骨
髓进行移植，可谁知，彭婷的父亲
却没能过身体检查这一关。这让
已经紧锣密鼓开始筹备的手术停
了下来，彭婷的病情也突然恶化，
情况十分危急。

一声呼唤，背后是一条年轻
生命求生的渴望。李梦真闻讯和
两位表弟一起，在西部战区陆军
总医院进行了配对测试。

很快，李梦真的骨髓配型结
果出来了，她跟表姐配型成功，
匹配程度达到了 50%多。而且
李梦真更年轻，细胞的活性更
高，接受她的骨髓移植，彭婷治
愈的几率更大。医生当即联系
李梦真，询问她是否愿意为彭婷
捐献骨髓，并告知她，捐献骨髓
理论上对身体无碍，但此后好几
年，捐献者还是会出现免疫机能
下降、身体素质也不如从前等方
面的问题。

别无选择
“我是她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我没有任何选择，我是她活
下去的唯一机会！”李梦真身边的

亲朋好友都为她担心，劝她一定
要想清楚再说。但李梦真态度非
常坚决地表示，表姐危在旦夕，妹
妹怎能坐视不理？她决定立即启
程，前往河北为表姐捐赠骨髓。
李梦真单位的领导得知情况后，
也非常支持她的做法，让她不要
担心工作，捐完骨髓休养好了再
回单位上班。

10月29日，李梦真赶到河北
燕达陆道培医院时已是深夜。按
照医生的安排，她没有立即被抽
取骨髓，而是开始吃各种补铁、补
血、补钙的药物。手术前一周，李
梦真被抽了300毫升的全血，手
术前几天每天都要抽血化验、打
动员针，以致她两只手臂上都布
满了针孔。

为了避免生病或者出现其他
意外而影响手术，李梦真每天也
不能外出，只能待在房间里活
动。由于动员针里的药物影响，

她的睡眠质量变得很差，常常长
时间躺在床上睡不着，夜深人静
时，她甚至能听到自己清晰的脉
搏声，“咚咚咚咚……”让她辗转
反侧，彻夜难眠。

随着抽取骨髓的日子逐渐临
近，李梦真心里开始有些紧张起
来。毕竟，26岁的她以前从来就
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想到自己捐
献骨髓，血液要被机器大量抽出
来到体外进行处理，提取有用的
成分后再输回体内，以及医生也
明确表示过，捐献骨髓后一段时
间内会影响人体免疫等等，让她
更加忐忑不安。

手术成功
表姐出无菌仓而她还在恢复

11月11日，手术的各种准备
工作就绪，李梦真被推进了手术
室。奇怪的是，想到自己捐献的
骨髓马上就能为姐姐争取活下来
的机会，李梦真紧张的情绪完全
消失了。看着明晃晃的手术灯，
她的内心平静如水。通过手术，
医生抽取了两份骨髓，一份立即
移植到姐姐彭婷体内，一份保存
备用。

11月12日，还没有从头一天
的手术中恢复过来的李梦真，手
臂上又被插满各种管子：血液被
抽出来，在仪器中过滤出外周血
造血干细胞，移植到姐姐彭婷
体内，然后再输回她自己的身
体中……尽管捐献骨髓必需的
检查、吃药、手术等给她的身体
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疼痛和种种
不适，但想着躺在无菌仓里饱受
病痛折磨的表姐，想着只有这样
表姐才有可能战胜病魔，恢复健
康，李梦真说：“面对亲人的生
命，我别无选择。”

12月 2日，李梦真告诉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表姐已经
出无菌仓了，这让她感到很欣
慰。而她，还在积极的恢复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面对亲人的生命，
我别无选择”

成都女孩义无反顾为河北表姐捐骨髓

转眼已到 2019 年末，由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成都范儿、天虎科技
联合发起，每年年底都会为城市“打总
结”的成都YOUNG榜将如约而至。

“机会之城，更新未来”2019 成都
YOUNG榜，将从新的视角出发，以

“五个维度”度量成都。

2019的“成都瞬间”

回顾2019年，才惊觉成都的发展
亦是“如时光般”飞速。

2019年，“成都速度”全面开挂。
新开通K11、K13两条快速公交线路，
进一步解决天府软件园片区通勤问
题。6条快速公交线路，串联起了成都
新二环，共建“空中之城”。而“地下交
通”也在追赶——成都地铁5号线一二
期、10号线二期通车在即，将在年内与
成都人见面。数量不断刷新还有国际
航线，目前已开通国际（地区）航线数
量增至122条，稳居中西部第一。

2019年，成都“越来越绿”。成都
的颜色不仅是天空蓝、雪山白、彩霞
红，还有已渗透到了城市肌理里的“生
命绿”。成都规划设计了长达1.7万公
里的天府绿道体系，已完成的锦城绿
道一期工程完成绿道180公里和文体
旅设施157处。绿道串联起了城市的
绿色动脉，“我们的城市是公园”正在
逐渐成为现实。

2019年，成都“首店经济热”开始
涌现。仅2019前三季度数据显示，成
都新增首店371家，超过2018年全年
首店数量。同时在全国购物中心消费
指数城市排名中，成都仅次于上海、深
圳、北京，位列第四，居中西部首店第
一位。

而更多2019成都的骄傲瞬间、年
度关键词，都将留在“机会之城，更新
未来”2019成都YOUNG榜上与大家
共同分享与见证。

“城市五维度”度量成都

“机会之城，更新未来”2019成都
YOUNG榜将从城市速度、城市高度、
城市亮度、城市锐度、城市温度等五个
维度去度量成都。城市速度不仅是全
面开挂的交通，更是城市发展的速度、
是成都企业和品牌崛起的速度；城市
高度不仅指“看得见”的楼房高度，也
有“看不见”的为空间建设运营做出贡
献的幕后企业和机构；城市亮度则与

“夜间经济”紧密相关，作为激发新一
轮消费升级潜力的重要形态，离不开
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的企业和机构；
城市锐度则关注不断打破边界、锐意
进取，以坚韧与智慧闯出踏实地位的
企业及创新运营的产业服务者；城市
温度则聚焦给生活带来幸福感、帮助
人们解决问题的企业和机构。

对 于 即 将 到 来 的 2019 成 都
YOUNG榜，去年荣获年度城市人物

“女性创业者”的获奖代表、3E女子商
学院创始人、女闯王书友会发起人李
许珊珊表达了她的期许，“期望通过成
都YOUNG榜，提升更多人对成都和
成都创业者的认知 ”。

2019成都YOUNG榜颁奖典礼将
于12月26日举行，欢迎社会各界向成
都YOUNG榜主办方推荐或自荐，详
情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成都范儿”
（cdfer100）、或电话 028-86969070
咨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习思怡

“五个维度”度量成都
2019成都YOUNG榜邀您为城市“打总结”

李梦真（左）与表姐的合影。

工作中的李梦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