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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电磁辐射认识的误区”系列报道之十

日前， 长沙移动在五年发展纲要中提

出，未来五年，长沙移动将通过实施八大信

息化重点工程，提升政务、商务、生产、生活、

社会管理以及农村信息化水平，打造“智慧

城市”，助推经济转型。

据了解，长沙移动将结合“长株潭城市

群两型试验区”建设的开展，联合市委市政府

开展八大信息化工程。 一是地理空间框架系

统建设工程， 构建地理空间信息公共管理平

台和服务平台，在应急管理、规划管理、交通

管理、治安管理、房产管理等领域率先取得突

破。 二是“无线长沙”建设工程，搭建无线长沙

门户平台，开展“政务、行业、民生和文化”等四

大应用，把长沙打造成中部地区 3G内容服务

最发达的城市。 三是“三网”融合工程，整合通

信网、广电网和互联网等网络运营商资源，大

幅度提升互联网接入宽带标准， 建设城乡一

体化的高速信息网络。 四是物联网建设工程，

建设物联网产业制造和应用示范基地， 实现

物联网在智能交通管理与运输、智能物流、节

能环保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应用和推

广。 五是区域医疗信息化工程，重点构建“一

个信息平台”， 即全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构

建“五大应用系统”，即医疗服务协同系统、基

层医疗信息系统、公共健康管理系统、公共卫

生管理系统、卫生综合管理系统。 六是保障金

保工程，将信息网络延伸到街道（乡镇）、社区

（村）， 形成政府门户网站、12333服务咨询电

话、基层平台“三位一体”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信息化联动服务体系。 七是数字城管工程，

按照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 增加城管数字信

息移动定位网点， 实现建成区数字化管理的

全覆盖，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八是应急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建设集监控、管理、指挥和

调度于一体的城乡应急联动指挥平台， 实现

110、119、120、122“四台合一”。 ■周跃阳媛

结合“两型”建设 助推经济转型

长沙移动八大工程助建“智慧之城”

国家环境保护部核与环境法规标准专

家委员会电磁辐射组专家王毅、 邵海江做

客广西新闻网新闻演播室， 就“电磁辐射

与人体健康”等问题接受了专访。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 近年来，辐射

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许多声称

能防辐射的商品， 比如防辐射护肤品， 花草

茶、防辐射外套、活性炭等纷纷面世。 随着基

站进入居民小区， 对基站辐射的讨论也一度

出现在各大论坛上，说到电磁辐射，我相信部

分网友会联想到电磁污染、各种疾病等等，那

么电磁辐射的危害是绝对的吗？ 在什么情况

下电磁辐射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移

动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会不会引发疾病，如

何预防和减少电磁辐射呢？ 针对大家的诸多

疑问，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的国家环境保护部

核与环境法规标准专家委员会电磁辐射组专

家王毅以及邵海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给大

家解答“电磁辐射与人体健康”相关问题。 首

先还是请二位嘉宾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王毅：各位网友，大家好。

邵海江：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欢迎二位到我们的访谈做客。我

们常常听说修建基站， 您能通俗点给我们解

释什么是“基站”吗？

王毅：基站是移动通信配对的设备，基站

又叫移动通信基地站， 它起到的是转接的作

用。 我们知道， 移动用户就是我们的手机用

户， 手机的信号如何和对方通话呢？ 这个信

号要通过周边的基站来把这个信号接收以

后，然后再向外传送，所以接收和传送工作是

由基站来完成的。

主持人： 移动通信基站对国家发展又有

哪些深远意义？

王毅：2G 正在向 3G 发展，3G 来讲，我

们常说是一个移动的办公室，过去的办公室

是固定的场所， 现在的办公室是移动的，可

以随时办公，这个来讲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

效率，提高信息的传播，这是非常有用的。另

外移动电话可以传送大量的资料，还可以看

电影、看电视。

主持人：既然移动通信基站那么重要，为

推动和保障基站的正常建设， 这些年我国发

布了哪些相关政策， 邵主任您能简单介绍一

下吗？

邵海江： 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是两方

面， 首先基站可能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和

健康。 另一方面，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基

站，需要保护。 从保护老百姓的要求上，国

家环保部门的管理条例有电磁辐射保护管

理办法，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相关的一系列

环保标准，这些是保护老百姓。 保护基站，

相应基站的建设的一些法规， 如电信条

例。 符合环保要求合法的基站是受到法规

保护的，这样也是推动基站的合法建设。

主持人：近年来，为支持我国的通信事

业，国家确实是投入了不少精力，自基站建设

后， 基站的电磁辐射问题也随之成为众人关

注的焦点，可是网络传言“电磁辐射导致六种

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把电磁辐射列为继水、

空气、噪声之后的第四大污染源”，这种说法

是否真实可信？

王毅： 目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与

电磁环境是越来越密切了， 我们用电来做饭

或者实现家里的一些家务劳动， 另外用电实

现电气化铁路以及其他的城市交通运输，同

时我们用电磁波来传播信息， 基站的建设主

要是用来传播信息的， 作为电磁环境保护就

应该列入环境保护的日程。另外，不是说有了

电磁波以后就是污染或者有危害了， 应该是

说它超过标准， 超过一定的强度以后才会对

人体有害。正常的环境里，它对人体是没有害

的，比如家里和办公室，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

广播电台的声音，那肯定是有电磁波，不能说

这就有污染， 只有在比较强的情况下才能算

是有污染、有危害。

主持人：除了刚才提到的“疾病论、第四

大污染源论”，这些误解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

么， 如果不纠正这些观念， 会导致怎样的危

害。

王毅： 我觉得深层原因是电磁环境与水

环境、气环境、噪声环境有不同的地方，大气

污染是以能见度体现的，大家都能看得到，有

些还能闻到不好的气味；水污染也能看得到；

噪声看不见但是能听得见，影响睡觉。电磁污

染有它的特殊性， 从我们的感官直接感觉不

到，因为电磁波是看不到、也听不到、闻不到

气味，手也摸不到，它是无形的东西，这样人

对它就有一种恐惧感， 比如一说建基站就感

到恐惧了。

主持人：近两年基站陆续进驻小区，面对

这样一个陌生面孔，大家心里不免有些顾虑，

基站非要进驻小区吗？

王毅： 移动通信基站是为移动用户服务

的，移动用户必须要依靠基站传递信息，如果

小区、 商务区或者交通干线周围没有这样基

站， 那么这个区域的手机用户就不好实现通

信。 一个小区这么大，这么多用户，没有基站

作为支持是有问题的。

主持人：有来自柳州、来宾等地市的市民

反映居住的小区内建有通信基站， 距离小区

不到 100米，在基站使用期间，部分居民出现

乏力、失眠、头痛、胸闷、关节痛等现象。 那么

关于通信基站的建设有什么规定吗， 是否允

许建立在居民区内？

王毅：移动通信的发展，用户是越来越

多，咱们国家现在的移动用户已经超过固定

电话的用户， 包括卖菜的菜农都要有手机，

通话多了以后，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给的频率

有限，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就要想办法解

决频率不够的问题，一个办法就是这个采用

频率复用。隔几个基站再重复使用相同的频

率，基站的蜂窝数量不断增加，基站是越来

越密了，但是相对来说每个基站的发射功率

就越来越小，影响相对较小了。 人们生活在

小区里，觉得基站比较近，产生恐惧感，主要

是由于从感官上感觉不到电磁波的存在，但

是一想到它的存在，就会有恐惧感，这不是

科学的认识方法。

主持人：还有网友反映，这两年他们所居

住的小区附近建起了几个新的基站， 照此推

测，基站数量越多，密度越大，发射功率和电

磁辐射是不是相应增大， 他们非常关心这个

问题，邵教授您能帮解答一下吗？

邵海江：2G 和 3G 是通过频率复用，通

过小区式的覆盖才能实现多用户的通讯，因

为国家的频率资源是有限的。一个基站能同

时通话多少用户，如果在这个范围内用户很

多，就要增加基站。 增加基站量的话就要减

少功率。 两个相邻的基站，左边基站的功率

太大， 左边的基站就会抢了右边基站的工

作，左边的很忙，右边的很空闲，这样就影响

基站工作了。 但是两个基站不能互相干扰，

所以需要降低功率。

主持人：听两位专家上述的介绍，我们知

道没必要对基站过于恐慌， 不过我们不敢打

保票说不会有某些少数基站建设违反要求的

情况出现，那么在防止基站辐射方面，国家和

有关部门制订了哪些相的政策和法规保护广

大居民的利益？ 目前通信运营商执行规定的

情况如何？

邵海江： 国家对基站电磁辐射有相应

的管理和要求， 基站建设方面需要执行环

境评价制度，对周边的居民，对公众的电磁

辐射照射要达到要求才能建设。 建成后，

需要进行环保验收， 不符合的话就要进行

整改措施。 现在来看， 一般来讲绝大多数

的基站是可以达到对公众电磁辐射照射标

准的要求。

主持人： 请王教授给我们的网友一些建

议。

王毅：从电磁环境来讲，总体来讲随着社

会发展的需要用电多了， 空域中的电磁波也

多了，电磁环境比过去复杂了，但是还是正常

的，不要一提到电磁就恐慌。

主持人：好了，通过今天这期节目，相信

许多网友对电磁辐射有了更深更全面的认

识，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

的光临我们的演播室，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刘清 颜燕

基站辐射低于国家标准 市民无须担忧

环保部专家谈电磁辐射与人体健康

深化校企合作 服务地方经济

为了打造高素质、职业化的人才队伍，中国移动邵阳分公司深化校企合作，与邵阳市女

子职业学校打造培训基地，日前，该培训基地终于迎来了 2011年的第一批新进员工。 据悉，

基地落成后，邵阳移动摒弃了以往租用酒店会议室的高成本培训模式，巧妙利用女子学校

的教学资源，为新进员工讲授普通话、化妆技巧等课程。 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拓

宽本地职业化教育机构的就业方向，邵阳移动还承诺将择优在女子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

择优录用优秀学生，实现校企的互利互惠和共赢局面。 ■郭金香 黎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