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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朋友推介农信通业务。 ■郭其澍 袁双云 摄

平江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这里曾经是信
息传导最不敏感的“神经末梢”，而今却在信
息化的浪潮中悄悄改变着模样。 平江也是国
家级贫困县，大山阻隔、信息闭塞。 中国移动
平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平江移动）高举社会责
任这杆大旗，致力山区通信事业建设，以一流
的网络优势、通信优势、服务优势，助推新农
村建设，为山区农民致富送去了“开山斧”。

“手握移动手机卡，一边农活一边打。”这
是平江县大坪乡偏远山村村民流传的顺口
溜。大坪乡石牛寨是红军当年重要的游击区，
是现在重要的旅游胜地。 曾几何时，一条“数
字鸿沟”横亘，硬生生地以城乡差别作为分水
岭，在平江老区划分出了二元化结构模式。 这
条看不见、摸不着的鸿沟让当地居民在封闭中
守望着幸福，憧憬富足安乐的小康生活，这条
鸿沟挡住了他们致富的门路。 然而，这种情况
并没有持续多久，了解情况后，平江移动在山
间田野建起了一座座移动信号塔，使中国移动
的电波传遍了山间的每一个角落。当地农民朋
友便捷地用移动电话同外界对接着，扩大村的
樊贵海在用手机同外地老板谈妥板栗销售协
议后，感慨地写下了“产品销不愁，价格电话
谈”。这只是平江移动支持平江老区新农村建
设、助推当地农村信息化的一个缩影。

现在， 当你来到平江这片红土地上时，你
会发现即使有崇山峻岭阻隔，移动信号也如影
随形；当你居住在乡村旅馆，你会发现上网不
再是难题；当你漫步田间地头，你会发现移动
信息早已融入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随
着平江移动村村通工程、“159信息惠农工程”
等相继开展， 农村信息化如汹涌澎湃的热潮，
有形的基站、无限的信息，先进的网络和设备、
领先的业务与服务，农信通、气象通、新闻早晚
报、平江手机报，移动信息甘霖惠泽老区，让祖
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看老天脸色吃饭”
的山区农民致富的心愿变得如此真切而具体！

敢教鸿沟变坦途

一座座矗立的信号塔， 无言地诉说着中
国移动通信服务老区发展的铮铮誓言。 面对
老区人民热切的目光， 平江移动将农村移动
通信建设作为了重要突破口， 大力推进“159

信息惠农工程”，努力用便捷的通信手段帮助
广大农民跨越“数字鸿沟”，越过重峦叠嶂，迈
向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2009 年实施“159 信息惠农工程”后，平
江移动人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平江的青山绿水
间， 打响了一场场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攻坚
战。经过扎实的前期准备，他们派出工程技术
队伍，选点、勘测、施工、调试开通，日夜奔波
在山村建设移动通信网络，那脚印或深或浅，
那汗水亦咸亦甜， 唱响的是一曲曲情系老区
新农村建设的壮歌。

黄金洞水库区，地处偏僻，山多林密，离
邻近的集镇有 50 多公里路， 由于水库阻隔，
以前村民连固定电话都用不上， 别说用移动
手机。平江移动在得知此情后，立即派技术人
员赴当地建设移动基站。 2010 年元旦过后，
这一工程建设刚完成， 尝到移动通信畅通甜
头的当地村民就一路放着鞭炮，敲着锣鼓，将
一面绣有“信息通达助致富， 移动亲情暖农
家”的锦旗送到了公司，感谢移动公司在那里
建起基站，让村民的手机在家也能打，生活方
便了，幸福指数提升了，村民喜笑颜开。 移动
通信塔在平江县岑川镇四峰水库建成开通
后， 实现了全县所有行政村的移动通信网络
覆盖。目前全县已有移动基站 346个、移动示
范村 78 个、信息机 388 台、移动信息服务站
752 个，中国移动从“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了。 2011年新增的 GSM基站，为农村
区域提供了更加优质的通信保障，为平江“十
二五”的开局之年再次注入助推剂。

平江移动在落实县委县政府“旅游活县”
的工作思路时，本着不算经济账，而求社会效
益的原则，先后给连云山、幕阜山、沱龙峡水
库等旅游淡季基本没有话务量的景区开通了
通信基站， 为平江旅游形象提升起到了良好
的推动作用。

且将方便行阡陌

通信网络建设为农村信息化进程奠定
了基础， 但移动人深深地懂得， 这还远远不
够，一个好企业应当听到服务对象的声音，且
是由衷赞美的声音。“以前缴手机费要去十几
公里外的集镇营业厅， 稍不注意就会因欠费

被停机，如今不出村就能办理各种移动业务，
真是方便多了。”刚从村头业务代办点缴过话
费的平江县瓮江镇祝黄村农民张解兴高兴地
告诉记者。近年来，针对山区农村点多面广的
特点，平江移动推出了“服务送到家门口”的
农村经营理念，按照“一乡一点、一村一人”的
渠道代理服务原则， 大力开展农村网点及服
务渠道建设。 全县建立了 700 多个村级服务
站，使县 27 个乡镇全部实现了“乡乡有营业
厅，村村有代办点”，实现了农村服务网点的
延伸，解决了农民上户、缴费、购机、修机、业
务办理与咨询难的问题， 如今绝大多数用户
可以足不出村办理业务。 赠人玫瑰， 手有余
香。在让利农民的过程中，中国移动在平江的
用户也呈级数递增。 农村用户达 21.12 万余
户，农村用户普及率达到 28.30%。

此外， 平江移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特点，把农村市场的重点放在黄金洞乡、
龙门、大坪等移动电话普及率较低的乡镇，以
“农信通”无线电话为主要品牌，加大与农民
的业务合作力度，适当地为农民提供农信通、
气象通等业务服务， 开展上门送手机、 送服
务。走进平江县梅仙镇团山村，首先映入眼帘
的便是那一排排色彩柔和、 颇具现代气息的
“小洋楼”。正是信息化为村子带来了富裕！团
山村过去主要种植稻谷等传统作物， 收入来
源单一且有限。而现在，村里人均收入大幅提
高，村民家里各种现代化的家电一应俱全，生
活水平一点也不比城里差。谈及这些变化，农
民朋友竖起大拇指：“农信通” 绝对是个“功
臣”。 近些年来，村里大力推行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在保留传统产业的同时，推广果树种植
业。平江移动为团山村免费配备了信息机，开
通了“农信通”业务。 从天气预报到病虫害防
治， 从真假种子、 农资化肥的甄别到产销信
息，一条条实用有效的短信息通过“农信通”
这个专门为惠农富农而设计的服务平台，于
第一时间、点对点地发送到村民的手机上，小
小手机成了农业“大百科”。 该村村民唐尚海
说：“‘农信通’是个‘随身宝’，收到的信息都
需要， 想知道的信息只要告诉联络员就能很
快看到，一个月只花 3 元钱，方便、便宜又实

惠。 ”2009 年，唐尚海种植果树，在挂果之时
流油， 通过移动公司的农信通， 找到治疗方
法，减少了损失，2010 年还获得了丰收，后来
他向平江移动送来锦旗致谢。 如今放眼平江
广大农村地区， 随地都可看见平江移动致力
于农村信息化建设带来的累累硕果。

勇挑责任促和谐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 奉献与
回报社会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义
不容辞的责任。 2008 年的抗冰救灾中，移动
人勇于担当，顽强拼搏，确保了信息的畅通，
去年 6.19 和今年 6.10 特大洪灾发生后，平江
移动第一时间抢通了通信，谱写了壮丽一曲。

针对农村文化生活不够丰富、 科技知识较
为缺乏的实际情况， 近几年平江移动投入 300
多万元，组织开展了文艺、科技、电影“三下乡”
活动， 共组织文艺演出 660场， 电影下乡 1200
场和农民科技知识讲座 86场。 同时，他们投入
70多万元举办“农信通助农讲座”，为农民普及
科学种植和养殖知识，并在全县建立 122家“移
动三农书屋”，为农民补充文化知识提供便利。

面对失学儿童渴求知识的目光和特困村
农民渴望致富的眼神， 平江移动表现出极大
的爱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公司多次组织
捐资助学活动，共资助平江一中、三阳中学、
龙门小学等学校 100 余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子完成学业，其中很多学生考进了大学。公司
近几年倾情扶持特困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捐助特困村民共 50多位。

平江移动在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同时，
也获得了自身发展的良好机遇， 实现了工作
的大步跨越，先后获得全国模范职工小家、湖
南省文明单位、省青年文明号、省消费者信得
过单位；市价格诚信示范单位、市 A 级纳税
信誉单位；湖南移动先进集体、先进基层党组
织、学习型团队等殊荣。 披荆斩棘再磨砺，回
报社会先举足。如今，平江移动人正在用自己
的智慧和汗水，诠释“移动改变生活”这一理
念，为“打造实力平江，建设魅力家园”而努力
着…… ■周侃侃

山区里跳跃的“幸福指数”

中国移动助老区农民跨越“数字鸿沟”

数据显示，截至 9月底，中国移动已与国
内 26 个省完成 188 座城市的无线城市建设
签约，其推出的“政务、医疗、教育、金融、旅
游、生活服务、消费购物”等十大门类、五十个
重点应用， 公众通过手机上网基本上就可以
获得上述信息。其中，政府网站、移动执法、校
讯通、WLAN 热点查询、 车辆定位、 移动办
公、商家优惠、无线 POS 等应用受到广大用
户喜爱，年度累计访问量增长迅速。

当前，完善、提升和创新社会管理，对实
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意
义重大。 在现代通信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渗透、影响并深刻改变

着社会生活的时代背景下， 社会管理对更加
丰富的信息收集， 更加便捷的信息传递等方
面的诉求日益强烈， 如何充分运用信息化手
段， 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与
信息服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作为移动信息化领域的领军者， 中移动
围绕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推动信息化
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
息化”的要求，及时追踪市场需求，大力推进
移动信息化在各个行业的应用， 行业信息化
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社会管理创新注入
了新的活力。

在河北， 中移动与河北省委办公厅社情

民意办公室共同搭建了“河北省网络问政平
台”，努力打造“没有围墙的省委省政府”。 在
上海，中移动与质监部门围绕“智慧城市”发
展纲要，强力推进“数字质监”建设，一个多方
位、深层次、高强度的质量安全保障信息系统
正在上海发挥重要作用；在山西，中移动与环
保部门联合推出的环保物联网项目， 有力支
撑了山西环境监管能力的有效提升；在安徽，
中移动积极探索物联网应用与现代农业的结
合，为农业活动提供了主动式、智慧型的信息
服务；在杭州，中移动继与残联部门联合作推
出“助残服务直通车平台”后，近日又开展了
智障托管中心 RFID/PHONE 关爱、 管理信

息化项目建设；在福建，中移动加大了“无线
城市”规模推广力度，通过承建城市公交一卡
通、共建“手机官网”等方式，全面助力省内民
生工程建设……。

在推动移动信息化助力社会管理创新的
同时， 中国移动也以点带面实现了集团客户
市场的有效开拓。 根据中移动 9 月份的统计
数据，公司的集团客户总数达到 319 万家，集
团语音类业务如无线商话，移动 400、呼叫中
心直联等，收入快速增长，集团短彩信类产品
如企信通、校讯通、银信通等，应用范围逐步
扩大，专线接入业务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宁一

移动 TD无线座机给农民朋友带来便捷。 ■呙海英 摄

推出五十个重点应用
中国移动 188座城市建无线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