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新闻

工信部举办
“信息高速公路
助力脱贫奔小康”论坛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10 月 9 日下
午，工业和信息化部举办了国务院扶贫办
在北京召开的 2017 年扶贫日系列论坛之
一——“信息高速公路助力脱贫奔小康”
平行分论坛，对全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
作及网络扶贫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交流
典型经验和做法，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宽
带网络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工信部、中
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
相关负责人及省通信管理局代表到会作主
题发言。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指出，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作为国家战略性
公共基础设施，宽带网络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业和信
息化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执行党中央国务院
有关决策部署，以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为
抓手，在农村及偏远地区加快宽带网络
建设和普及应用，缩小城乡“数字鸿
沟”，为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坚
实的网络基础。

自 2015 年底以来，工信部、财政部
组织实施了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在不到两
年时间内组织三批试点工程，中央财政和
企业总投资超过 400 亿元，支持全国 27 个
省 （区、市） 13 万个行政村开展宽带网
络建设和升级改造，全力补足农村宽带短
板，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三批试点共支持
了 4.3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实施光纤网络
建设，覆盖全国所有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
区。目前，前两批试点项目已完工超过
70%，开通光纤宽带网络的试点行政村已
经超过 5 万个，发展用户 28 万户。结合提
速降费，基础电信企业面向贫困地区和贫
困群体推出了各类优惠网络资费套餐，优
惠幅度总体超过 30%，减轻了当地农民使
用宽带网络的经济负担，带动农村宽带的
普及。电信普遍服务实现了光纤进村，通
过广泛接入村委会、学校、卫生室等公共
机构，带动农村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远
程医疗、远程教育等各类网络应用，在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拓宽脱贫致富道路方面成效明显。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提出，下一步，
工信部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加快贫困
地区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前实现

十 三 五 规 划 提 出 的 98% 行 政 村 通 光 纤 、
90% 贫 困 村 通 宽 带 的 目 标 ； 将 深 入 研 究
建立完善电信普遍服务长效机制，持续
改善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网络基础条
件，进一步发挥宽带网络在助力脱贫攻
坚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铁塔有关负责人在论坛上介绍了各自企
业在推进农村宽带网络建设，助力脱贫攻
坚中所做的工作，并表示，将继续勇于担
当央企使命，积极履行电信普遍服务责任
义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网络
支撑。甘肃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卫东作为
地方通信行业主管部门代表，介绍了推进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
典型经验。
论坛还以“宽带网络使农村生活更美
好”为主题举行了沙龙活动，邀请地方政
府代表、农户代表、行业内外专家分享各
自的心得体会，交流意见建议。
本次论坛由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中国铁塔及人民邮电报社共同协
办。论坛同期还举办了“以人民为中心
——信息高速公路助力脱贫奔小康”成果
图片展。

工信部进一步扩大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范围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扩大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
点 范 围 的 通 告》（以 下 简 称 《通 告》），
明确进一步扩大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
点范围。
《通告》 旨在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 〔2016〕 12 号）、《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资委关于实施深入推进提速降
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2017 专项行动的
意见》（工信部联通信 〔2017〕 82 号） 等
文件要求，进一步放开基础电信运营领
域，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推动

形成宽带市场多种主体相互竞争、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
《通告》 指出，一是在前期开放试点
基础上，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将吉林省、
贵州省全部城市纳入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
范围；将保定市、张家口市、兰州市、张
掖市、酒泉市、武威市、天水市等 7 个城
市纳入试点范围。
二是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民营企业可
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向民间资本开
放 宽 带 接 入 市 场 的 通 告》（工 信 部 通
〔2014〕 577 号） 等有关规定，向试点城
市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 通信管理局

提出开展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的申请。
三是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通信管
理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充
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释放民间投资活
力，通过有效竞争促进网速提升、网费下
降。同时，加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
管，促进资源共享，保障用户的自由选择
权和企业的公平接入。
四是其他事项按照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入市场的通
告》（工信部通 〔2014〕 577 号） 等有关
规定执行。
（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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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三期质量标杆经验
学习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侯沁报道：9 月 27 日，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主办的 2017 年第三期
质量标杆经验学习交流活动在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举办。此前，经过评审、公示等环节，
“安
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CIP 无菌管理模式
的经验”等 33 项典型经验已被确定为 2017 年
全国工业企业“质量标杆”。在活动开幕式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范书建、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魏志敏、中国质量协
会秘书长段永刚做了讲话，并为 2017 年的 33
家全国“质量标杆”企业授牌。
魏志敏在致辞中表示，质量标杆活动的
开展为全国质量工作者提供了互相学习和交
流的平台。特别是质量标杆经验的树立和推
广，为企业的质量工作提升和改进起到了榜
样和带头作用。魏志敏说，质量安全是人类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是人民安居乐
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质量标杆活
动的举办正符合“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创造质
量、人人享受质量”的时代旋律。
范书建在讲话中谈到了创新与质量提升
的关系。他指出，
“创新驱动”、
“质量为先”是
《中国制造 2025》的两个基本方针。当前，新
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为制造业质量升级提供了
机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网络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交互融合，深刻改变着制造业的
发展理念和方式，不断催生协同创新、智能生
产、个性定制等新模式，也为质量设计、质量
控制、质量管理、质量检测等提供了新工具和
新手段。他号召广大工业企业坚持创新发展
理念，推动新技术在生产管理中的运用，提高
创新设计能力，从源头上提高产品质量。
范书建介绍，质量标杆的本质就是企业
在质量管理中的创新，是先进质量管理方法
在企业的创新实践。一些企业在生产实践中
不断摸索，形成了原创性的质量管理方法，
又经过质量标杆活动的总结提炼和推广应
用，进一步将标杆经验形成国家标准乃至国
际标准。2015 年，在质量标杆遴选中加入
了“互联网+”，旨在引导企业提高在两化
深度融合、云计算、大数据这些新模式、新
业态环境下的质量管理能力。在质量标杆的
交流渠道、交流形式等方面，积极搭建网上
交流、专业化交流平台，拓展质量标杆活动
的“深度”和“广度”。
范书建希望，今后有更多企业贡献自己
的智慧，在质量标杆经验基础上持续创新改

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方法，为世界质量
管理水平的进步提供中国方案。
段永刚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印发
的《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强
调了企业对标学习的重要性。段永刚指出，
指导意见提出打造质量标杆企业，加强品牌
建设，推动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提高，以及发挥质量标杆企业和中央企业示
范引领作用，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质量
管理，提质降本增效。这充分肯定了质量标
杆的价值，凸显了标杆管理对于企业加强全
面质量管理、提质降本增效的重要作用，鼓舞
了标杆企业及对标企业的热情，为今后中国
质量协会在工信部指导下持续做好质量标杆
工作增强了信心和动力。
段永刚表示，面对当前我国质量事业发
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中国质量协会将以
“引领质量事业 建设品质世界”为使命，从
以下几个方面引导企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质
量提升道路。第一，持续推进全面质量管理，
激发质量创新活力。第二，坚持质量管理的
专业化，推动中国质量管理的国际化。第三，
夯实质量之基，打造中国品牌。
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可靠性工程研
究所所长王自力做了“以可靠性系统工程应
对质量建设新变革”的主题演讲。北京东方
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家质量标杆
企业现场分享了典型经验。代表还将在活动
第二天到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北
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两家质量标杆
企业现场观摩，深入学习标杆企业的质量管
控经验。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得到了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的大力支
持，是首次将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带进校园，对
于普及和推广先进质量技术方法、进一步总
结提炼质量管理模式将起到很好的作用。活
动也得到了全国工信系统、行业协会以及广
大工业企业代表的踊跃参与。会后代表们纷
纷表示，在对标中看到了自身差距，找到了问
题，为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参考。
据悉，中国质量协会在工信部的指导下，
自 2012 年组织开展质量标杆工作以来，至今
已确定“质量标杆”典型经验 205 项，举办交
流活动 37 场，为上万家企业搭建起学习交流
的专业平台，在工业企业中营造起“树标杆、
学标杆、超标杆”的浓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