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提高
农村偏远地区4G覆盖率

省通信管理局协调全行业扎实开展电信普
遍服务行政村4G网络覆盖工作，梳理全省未通

4G行政村346个，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4099万，
同时对省定扶贫村、黄河滩涂迁建村、海洋牧场
的4G网络覆盖进行攻坚。到去年底，全省72000多
个行政村实现4G网络覆盖100%，并对21个海洋
牧场进行了4G网络覆盖。在此基础上，今年将继
续攻坚20户以上自然村4G网络覆盖工作，同时持

一是网络扶贫。根据集团公司要求，结
合山东实际，在梳理网络状况的基础上，编
制了网络能力扶贫工作实施计划。全省建
档立卡贫困村共6913个，截至目前光宽覆
盖数累计3554个，覆盖率达到51 . 4%，较上
年提高1 . 4个百分点；4G覆盖数累计5836
个，覆盖率达到84 . 4%，较上年提高3 . 4个
百分点。山东电信建立了网络扶贫工作台
账，纳入年度项目清单制管理；累计投资
22452万元，其中光宽覆盖投资6555万元、
4G覆盖投资15897万元。

二是业务扶贫。公司面向全省建档立
卡贫困户推出4款扶贫专用套餐，涵盖语音
通话、流量、宽带等全业务，标准为正常资
费的3 . 8折-4 . 4折，至5月底共惠及贫困户

3 . 8万户，累计让利1642万元。
三是应用扶贫。山东电信聚焦信息化

应用扶贫，推出智能公章管理系统，实现公
章的智能化管理、使用，让互联网数据多跑
腿、让村民少跑腿，帮助贫困村实现效率用
章、规范用章。采取上门拜访、知识普及、现
场演示等方式，解决了济南市平阴县35个
贫困村居的村章镇管跑腿问题。

四是公益扶贫。2019年省公司扶贫办
公室牵头组织了两次扶贫助销贫困村农产
品活动，各市分公司扶贫办也与当地贫困
村联手开展了相应活动，有效地帮助了当
地百姓。响应集团公司倡议，组织员工进行
公益性扶贫，采购集团定点扶贫县价值
153 . 76万元的核桃、巴旦木等农产品。去年

12月，在济南、潍坊、菏泽等市的对口扶贫
村开展“过暖冬、过好年”活动，为贫困户送
上棉被、米面油等。

五是产业扶贫。公司共列账支出
158 . 67万元，用于实施五莲县姚家沟小米
精选生产线、新泰市下峪村引水项目、泗水
县圣水峪连家庄村路灯安装改造项目、福

山区大谷家河堤整修项目等系列产业扶
贫、公益扶贫项目，帮助贫困村开展产业开
发、村居环境改善。

此外，按照地方党委政府要求，在济
南、淄博等8市派驻了10名第一书记，其中，
菏泽电信李俊、侯朝民同志分获电信集团
脱贫攻坚奖“贡献奖”“创新奖”。

近年来，山东电信全面落实上级要求，多措并举，扎实开展扶贫工作。
去年以来，山东电信党委班子召开3次专题会议研究扶贫工作，建立健全责任落实机

制，扎实推进五项重点工作。

山东电信全力推进扶贫攻坚工作
山东铁塔立体化帮扶，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自2014年10月30日成立以来，山东铁塔全面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
展理念，主动担当作为，不断加大精准扶贫力度，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信息扶贫，让信息“高速路”
铺进千家万户中

大力支撑农村移动网络覆盖，累计投资
近百亿元，满足基站建设需求12 . 8万个，总
站址规模达13万座，其中超过50%位于郊区、
农村。同时，协同电信企业加大县域及以下
通信网络建设，新建普遍服务站点294处，覆
盖311个村庄。

精准扶贫，让“扶贫塔”矗立
在百姓心坎上

主动与扶贫办对接，探讨“铁塔式扶贫”
的可行性和落实方案，形成了“租赁费+劳务
费+移动网络覆盖”的铁塔精准扶贫模式。新
建站点充分考虑精准扶贫目标，保证需求规

划与贫困户土地资源全量匹配，科学合理统
筹，优先将站址选在贫困村或贫困户。近6年
来，累计在720个贫困村投资2 . 8亿元新建
962座基站铁塔，向贫困村或贫困家庭支付
场地租赁费约2400万元。

定点扶贫，让“第一书记”扎
根在乡村土壤里

2017年山东铁塔驻莘县郑庄村“第一书
记”郝军玉上任后，坚持“抓党建促脱贫”，重
建党员活动基地，恢复党组织生活；筹集资
金1600万元，援建6个标准教室，入学新生数
量从不足20人增加到46人；硬化道路5 . 7公
里，天线美化罩生产厂、双孢菇种植基地、服
装代加工等项目落地，解决了100多名贫困
人员就业问题，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52户贫
困户全部提前脱贫，各项脱贫攻坚指标圆满

完成。
山东铁塔成立支撑团队，多次入村调

研，集公司之力支持扶贫工作。在郑庄小学
网络募捐中，全省发动员工、亲朋好友等
2132人捐款25 .7万元，在全省同批次30个募
捐项目中率先完成任务。

2019年4月，山东铁塔选派布乃英同志
进驻莘县张鲁镇任堂村后，争取120万元资
金用于8座冬暖式果蔬大棚建设，每年增加
村集体收入6万余元。聊城铁塔投资20余万

元，在镇政府、镇服务中心院内安装2处共16
孔充电桩，方便了群众。2019年，在莘县新建
通信基础设施37项，改造719项，共投入资金
443万元。近期又为村内争取30余万元资金
用于户户通建设，极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为加强组织建设，布乃英筹集资金改造
了党员活动室，先后发展2名预备党员、培养
2名后备干部，储备3名新型农民优秀人才。
带领党员与积极分子，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有效改善了村居环境。

山东联通：

驻村要驻进民心 帮扶要帮出实效

新冠疫情发生后，莲花清瘟胶囊热销，原材料金银花的售价随之水涨船高。山东联
通省派菏泽定陶李阁村第一书记王东焰敏锐发现这一商机，努力将金银花种植引入李
阁村，让金银花变成乡亲们的“致富花”。

帮助贫困村调整产业结构，让乡亲们从脱贫到致富，这是山东联通扶贫工作做实做
细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公司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精准扶贫，较好完成了各项扶贫任务。

调整产业结构 变“输血”
为“造血”

2020年，山东联通派出在任扶贫干部
共45人，全身心投入当地的扶贫工作。

王东焰进驻李阁村后，利用公益扶贫
资金打灌溉机井22口，协调供电部门实现

“井井通”工程建设；组织党员群众奋战12
天，彻底整治了村内垃圾、卫生死角；争取林
业资金10万元，完成村内主街和党群服务中
心绿化，栽种黄杨、银杏、海棠等3000余株。今
年又争取资金建成了文化活动广场、党群服
务中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不仅要让生活环境好起来，更要让日
子好起来。王东焰带领镇、村干部经多方考
察、反复研讨，决定上马金银花种植项目，
短期效益、长期收益均远高于传统作物。山

东联通全力支持，提供资金征集流转土地
30亩，打造金银花种植示范项目。据专家介
绍，该项目可保持15年收益，进入收益稳定
期后，每亩可实现收益4400元以上，每年为
村集体增收13万元。

互联网+扶贫 让贫困群
众“用得好”

2020年，山东联通已签订各类扶贫项
目64个，签约额近亿元，包括益农信息社项
目、智慧喷洒农药、“大棚宝”物联网产品、
农田物联网气象站等。

作为山东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省级运
营商，山东联通积极推进益农信息社项目，
现已建成益农社12313个。为确保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双促进”“两不误”，通过移动
办公平台“钉钉”视频直播举办了全省“互

联网+”扶贫业务推广培训。
2019年以来，累计投入1500余万元，满

足了8个市93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的网络
需求。在青岛、烟台、日照、东营7个海洋牧
场建设网络，带动相关休闲产业发展，带动
渔民脱贫致富。

一手抓党建 一手抓扶贫

临沂联通扶贫干部武建兵同志，坚持
一手抓党建、一手抓增收，带动沂水西道托
村成功脱贫摘帽。

争取资金65万元，新建600平方米党群活
动中心一处；推进党员量化积分管理，从日常
党内生活到村居环境卫生、治安巡逻、联系群

众、志愿服务等，进一步量化考评标准；推动
落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做到公开透明。

为给村里增收，武建兵引进发展有机
葡萄种植项目，建设3个大棚，集体年增收
4 . 5万元；盘活闲置的水库资源，进行加固
整修，在保证灌溉的前提下，发展乡村休
闲垂钓；成立蜜桃种植合作社、丹参种植
合作社，实现村集体增收。

经过不懈努力，西道托村实施10余项
民生、产业项目，由“穷、脏、乱、差”的落后
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先进村、网红村、特色
旅游村、美丽乡村，先后获评“市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全县“连片打造美丽乡村示范
村”；武建兵连续两年获评临沂联通优秀
共产党员、山东联通优秀扶贫干部标兵。

搭建脱贫信息高速路助力
乡村振兴，让百姓钱包鼓起来

山东移动以网络扶贫为主线，累计完
成电信普遍服务12市240个4G基站建设，
公司4G行政村覆盖率提升至99 . 96%、宽带
行政村覆盖率提升至99%，有效缩小了城
乡数字鸿沟。菏泽、潍坊移动加快农村互联
网建设，实现光纤宽带网广泛覆盖。帮助曹
县大集乡、临朐山旺镇、寿光孙集街道等地
村庄通过移动百兆宽带开设淘宝店，足不
出户，特色樱桃、油桃和大棚蔬菜就销售一
空，老百姓自发送来“真心为民尽心为民”
的锦旗表示感谢。

在新泰市农业大棚，泰安移动打造的
农业大数据中心，使农户能实时根据作物
生长需要对农业设施进行远程控制;在高
青县花沟镇镇东村，淄博移动的“农机云平
台”，可以通过农机大院和平台管理体系整
合外部农机资源；在岚山区巨峰镇日照绿
茶示范园，日照移动搭建的“5G+茶产业”

大数据平台，覆盖茶园1 . 2万亩，实现了
“从茶园到茶杯”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追溯
和品牌认证。

“益农工程”，让农产品搭
上信息之路快车

济南、德州、滨州、东营移动多措并举，
助力益农工程快速落地，陆续在济阳、商
河、临邑、阳信等地开展益农信息社建设、
运营，通过线上线下资源整合，帮助合作社
农户累计销售鸡蛋、鸭梨等各类农产品上
万件50余万斤，带来近百万元收入，解决了
疫情期间农产品滞销难题。

山东移动联合农业农村局，在济南、德
州、滨州等14市53个区县建立了益农信息
社。“益农工程”的实施，让信息化扶贫在齐
鲁大地掀起层层热浪。

建“教室”、送资源，“5G+双
师课堂”让教育一起“奔小康”

济宁移动推出“5G+双师课堂”，帮助

“湖、河、滩、山”贫困地区约500所小学30

余万师生同步享受到了重点学校的教育

资源；联合发起“疫情挡路与爱同行”员

工爱心捐助活动，向全市600余名贫困孩

子捐赠了手机终端、爱心流量套餐，不让

贫困学生因疫情而在学习上“掉队”。

教育扶贫更要扶智。疫情期间，枣庄

移动利用鲁南大数据中心移动专有云快

速部署方案，仅 6天就搭建了“空中课

堂”，为全市近20万师生“停课不停学”贡

献了移动力量。

强党建、促扶贫，全省16市
基层党组织扶贫帮扶全覆盖

青岛、临沂移动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助力定点帮扶单位脱贫致富。青岛平度移动

党支部与平度明村镇台头西村开展“安装路

灯添光明，照亮村民回家路”共建活动，为村

里安装70套路灯，百姓心里更“敞亮”了。临

沂移动驻郯城县庙山镇前林村第一书记张

开华带领村民积极探索冬暖式大棚项目，建

成蔬菜大棚44个，年收益约270万元，实现了

该村10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

信息扶贫奔小康，山东移动交出硬核答卷

近年来，山东移动积极践行央企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深入落实“科学扶
贫 精准扶贫”方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网络+扶贫”之路。

近年来，山东通信业充分发挥通信业在产业扶贫、网络扶贫等方面的优势，集中优势资源，
立足当地实际，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增强贫困村自我发展能力。通信管理局、电信企业树立“一盘
棋”意识，汇聚决战决胜合力，明确目标、强化责任，加强协作、加大投入，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第
一书记、扶贫干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参与脱贫攻坚作为神圣职责，挂实职、干实事、求实效，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下一步，山东通信业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进一步
自觉服从服务大局，增强必胜信心决心，保持清醒头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确保圆满完成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任务。

扶贫攻坚 山东通信业在行动

深入推进电信普遍服务工作，加快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是通信行业决胜脱贫攻坚的首要
任务。近年来，山东省通信管理局党组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积极进取、扎实工作，协调全
行业努力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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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山东省通信管理局：

党建引领，保障扶贫攻坚工作高质量发展

续推进农村网络提速降费。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最大幅
度资费优惠，加强精准扶贫

省通信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下发文件，要求
各电信运营企业制订专项资费套餐，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选择使用光纤宽带、手机等基础通信服务
给予最大幅度优惠，使贫困群众能够用得上、用
得起、用得好。各电信企业采取赠送流量和通话
时长、免除月基本费、部分套餐最高3折优惠等措
施，2019年至今共惠及80 . 7万建档立卡贫困户，
累计让利7962 . 8万元。

落实上级要求，实施脱贫攻坚
“双联共建”

作为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确定的第一批“双联
共建”单位，省通信管理局与菏泽市巨野县章缝
镇樊楼村党支部结对子，帮助其建立农特产品淘
宝店，发动全行业员工积极购买。2018年以来，共
销售大蒜、粉条、花生等农产品10万余斤，营业额
50万多元，让贫困村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发
动行业力量，对村两委办公环境进行整治，捐赠
微机、办公桌椅，安装空调风扇等；用3万多元党

费安装30盏太阳能路灯，解决了村内夜间照明问
题。局领导带队到该村开展“扶贫帮困送温暖”活
动，将全局党员捐助的2万多元善款送到贫困户
手中。

承担社会责任，开展社区“双报
到”活动

根据省委组织部统一部署，省通信管理局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认真开
展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到社区“双报到”活动。与济
南市二七新村街道铁二社区综合党委建立联系
机制，组织支部、党员到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发动全局30多名党员为社区图书室捐赠图书200
多册、购书卡2200元，为社区党员活动室提供了
空调、桌椅、音响等，组织志愿服务队为社区群众
讲解防范电信诈骗知识。疫情期间，局党组书记
张洪溢同志到社区了解疫情防控需求和实际困
难，捐赠口罩等物资，并组织全局干部职工每天
轮班到社区值勤。

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之年，加之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
更高。为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省通信管
理局将继续加强党建引领，统筹各方资源集中攻
坚，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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