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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传真

11 月 30 日前， 一直采取分区域
逐步开放策略的携号转网业务将在
全国铺开。 我国三家电信运营商 11
月 14 日同时在官网公示了《携号转
网服务实施细则》。

作为一项惠民服务举措，携号转
网业务的规则其实很简单：投奔新电
信运营商的用户，原号码保留；用户
转出的电信运营商不得拒绝、不得强
留用户的离去。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并将于 12
月 1 日施行的《携号转网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管理规定》），虽然为电信
运营商划出了服务红线，但属原则性
框架，与携号转网业务相关的服务规
范， 乃至游戏规则需要电信运营商、
增值业务提供商和监管部门共同完
善。

部分服务可能下降
责任不清难免扯皮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通过适当
方式明确告知用户办理携号转网服
务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损失，并获得用
户确认”，《管理规定》 将此条单独列
出。

携号转网业务虽有“纲性原则”，
但具体操作涉及情况相当复杂。 如通
信行业专家项立刚所说，“风险和损
失在何处，每家运营商面临的情况不
尽相同”。

从前期推出携号转网业务的省
市看，有可能会有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发生。 比如，转网成功后，储存在 SIM
卡里的号码、短信将被清除；第三方
软件有可能识别不出你的“身份”，收
不到验证码等等。

通信行业专家宁宇说：“有些问
题好解决，比如，剩余话费、用户积分
等福利用完再转， 重要信息提前备
份。 但是，涉及靓号、提前解约等问题
的规则明晰需要多花些心思。 此外，
诸如出现服务阻断应该谁来解决等
相关责任若界定不清， 难免出现扯
皮，需要监管者、运营者乃至第三方
机构协商规则。 ”

码号识别是焦点
增值服务是突出困扰

携号转网相关技术细节非常多，
码号识别是焦点。

“携号转网的设计十多年前已完
成，但那时还是话音时代，主要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用户变更电信运营商
后依然能被寻呼到。 ”宁宇介绍，根据
我国的技术标准，手机号码前几位代
表不同的电信运营商。 电信网络根据
号码前三位，就可以确定电话来自哪
家电信运营商。

宁宇说：“携号转网业务出现后，
已不能简单凭号码判断呼叫来自哪
家电信运营商的用户了，这意味着所

有的通话都要变更接续流程。 需要建
立一个公共数据库，记录具备转网资
格且提出申请的号码并同步给三家电
信运营商。 不仅改造量大、成本高、牵
涉范围广，还可能影响通话接续质量，
这是携号转网业务在电信运营商方面
颇有争议的关键原因。 ”

我国承担这项工作的是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信通院），工业
和信息化部表示，各电信企业和信通
院已完成携号转网系统的建设改造，
相关系统于 11 月 10 日上线试运行。

宁宇说：“用户未必知道，移动号
码＋短信验证码这种便利而安全的注
册方式可能给将来的离网、转网带来
麻烦。 ”

因为银行等机构及互联网企业
也要根据用户号码判断把短信发给
哪家电信运营商。用户虽然通过移动
电话号码进行了实名制认证，但电信
运营商却不知道用户何时何地注册
过何业务，用户销号时自然无法提醒
用户取消注册关联信息。网站也不知
道用户销户，不能解除此前与用户的
绑定。

为解决携号转网工作这一突出困
扰，信通院成立了产业组织“码号服务
推进组”，但从我国日渐丰富的增值业
务不难想象，这将是一项海量工作。

刘艳

携号转网：规则很简单 实施很复杂

湖南高速
将以 ETC收费为主
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日前发布消息

称，截至 11 月 18 日，全省高速公路 ETC 用户
达 575.08 万。 自明年 1 月 1 日起，全省高速公
路收费站将主要以 ETC 收费， 各收费站进出
口仅保留 1 条人工 /ETC 混合车道。

“在明年全国开始联网收费前的过渡阶
段， 我省部分高速收费站可能出现部分 ETC
车道短时间通行缓慢情况，希望广大司乘朋友
多理解和支持。 ”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副
主任邓翔介绍， 目前我省正加快拆除 25 个省
界收费站，同时对其余省内高速收费站的 ETC
系统进行全国联调联试和系统升级。

明年 1 月 1 日起，全国高速公路收费模式
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将形成 ETC 车道为主、人
工车道为辅的收费格局。 邓晶琎

他出生在香港， 后扎根内地，兴
农报国，他的一生，饱含着对祖国最
深沉的大爱。

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之际，中宣部追授中科院院
士、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卢永根“时
代楷模”称号。

一本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卢永根院士将自己的一生奉

献给了党和祖国， 为我们树立起一
面旗帜， 为我们当代青年指引了方
向。”来自香港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2017 级投资经济学专业学生张祖翰
说， 从家境殷实的香港娃到简朴至
极的“布衣院士”，卢院士执着的科
研精神、 崇高的道德品质以及高尚
的爱国情操都深深触动了我。 他放
弃香港、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
祖国从事艰苦繁重的科研工作，接
手老师未完成的研究并继续传承
……卢院士的事迹点燃了我们内心
的爱国主义火焰，我们更加坚信“一

国两制”，决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力
量。

来自香港的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2017 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苏铭枫
说：“在了解卢永根院士的事迹后，
内心无比感慨， 尤其敬佩他深厚的
家国情怀。 我们也决心为祖国的发
展贡献绵力。当前，香港面临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的关键时刻，我们都应
该像卢院士一样， 做一名爱国主义
者。 ”

一种传承“卢永根精神”的力量
卢永根院士生前把毕生积蓄 880

余万元无偿捐献给华南农业大学，设
立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
秀青年教师。 他还把市值超百万元的
两间祖上的商铺无偿捐赠给广州市
花都区罗洞小学，用租金设立基金奖
励教学。 罗洞小学老师卢敏玲说，我
被卢院士的人生追求与人格魅力所
打动，这种奉献精神对我们是很大的
激励，我们一定要把他的精神传承下

去，用自己的正能量与行动去感染和
影响周围的人。

“‘种得桃李满天下，心唯大我育
青禾’， 卢永根院士用无言的行动诠
释了人生的意义。 ”广州市从化区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
邓彩联说，我们要把他的崇高精神落
实到具体行动中去，像他那样对党忠
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像他那样情操高尚，甘于奉献、淡泊
名利，用模范行动展示共产党员的人
格力量。

南方科技大学理学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何佳清说，卢永根一生坚守赤
诚报国的信仰，他淡泊名利，以“布衣
院士”的形象，印证着一名爱国知识
分子的初心。 我们要在“卢永根精神”
的感召下，立足本职岗位，坚守立德
树人初心，用科学报国的情怀、改革
创新的精神，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贡献自己
的力量。

从香港娃到爱国科学家
———“时代楷模”卢永根院士事迹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刘大江 刘宏宇

智能“环卫工”上岗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环卫局迎来了一名 “特殊员工”———智能清
扫机，其行进路线由电脑设计，如果行进途
中遇到障碍物，它能自动绕开。

刘磊 摄

● 科技护航人

11 月 22 日，备受关注的 2019 年两院院士
增选结果揭晓，湖南 7 位专家当选，当选人数
和 2015 年持平。 这是我省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队伍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目前，我省两
院院士增加到 73 位。

据中国科学院官网公布，国防科技大学王
怀民教授和李东旭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据中国工程院官网公布，湖南大学王耀南
教授、国防科技大学姚富强教授、中南大学柴
立元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刘少军教授、湖南农
业大学刘仲华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据悉， 湖南省科技人才托举工程 21 位院
士后备人选中，此次有 3 人当选院士。 此次新
当选院士中， 有 3 人曾获得“湖南光召科技
奖”， 该奖项前 11 届评选共授予 62 名科技工
作者“湖南光召科技奖”，其中 21 人当选为两
院院士。 胡宇芬

7位湖南专家当选两院院士
我省两院院士增加到 73位

创新模式
支持养兔创业致富
如何让贫困人员不等不靠创业致富？ 这一

直是扶贫工作的中心主题之一，也是一直困扰
扶贫工作的一大难题。 最近，双峰创客公司星
创天地探索性地启动“星创天地 + 基地 + 学校
+ 农户”创业孵化模式，帮助农户脱贫致富。

考虑到贫困户资金实力有限、难以掌握过
于复杂技术的特点，双峰创客公司星创天地因
地制宜，在创业扶贫中重点推广投入小、门槛
低、见效快的“生态养兔项目”，取得了较大成
效。

为了让贫困人员学好技能，通过养兔顺利
创业，双峰创客公司星创天地联手广源兔业养
兔基地，并与创客学校合作，启动保姆式孵化
模式———在培训上，采用授课 + 全程养兔技术
辅导（手把手教会养兔）；在投入上，为贫困户
购买种兔时适当提供资助，降低贫困户创业风
险；在市场营销上，由基地保底回收成品兔，保
障贫困户养兔收益。

甘棠广源兔业专业合作社的养兔基地，主
要养殖比利时杂交野兔、新西兰白兔和德国花
巨兔等兔种。

事实证明，有本地的养兔成功者全程传帮
带，第一次养兔的贫困户上手很快。 养兔不到
一个月，就已经有母兔下崽，半年后就出效益。
不到一年，在培训 + 创业资助的扶持下，有贫
困户就达到了养兔月收入超千元，一次售卖兔
子 9000 多元，实现了脱贫致富。

（欧阳小明 阳永耀）

● 科普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