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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青海移动被中国移动
综合评估为“无明显短板”省公司
之一，在网络线条，这“无明显短
板”的荣誉，不仅因为日常性的维
护积累，也源自一场阶段性的短板
攻坚行动。

心动——行动——成效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青海移动将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化作具体的实践，作为主导通信运营商，努
力为广大用户提供一流的通信服务和优质的
使用体验。

网络是通信运营商呈现给客户的第一产
品（服务），是业务的支撑和基础；网络质量是
运营商的生命线。精心呵护生命线，直面自身
去瑕疵，面向一流提质量，2017年底至2018年
初，青海移动回顾过去，面向未来，聚焦无线、
家宽、传输、资源四个专业，“攻短板、强基础、
创亮点、争一流”，组织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

“网络短板攻坚行动”劳动竞赛活动，促进网络
主要指标向全国第一方阵看齐、靠拢。

兵贵神速。青海移动攻坚行动具体活动方案
迅速传达至基层一线，省州市两级公司设立“网络短
板攻坚行动”活动领导小组，各负其责，各项活动内
容分解到具体负责人，查短板，补短板，开展行动。
历时3个月，累计投入400余人次；在青海72万平方
公里的大地上，累计行程达25万公里。

汗水浇灌，心血凝注，移动网络无论纵向
还是横向，均呈“木秀于林”之势：家庭业务、
无线网络覆盖、传输网络23个指标在全国移
动排名大幅度提升；城区无线网络覆盖率
（MR）、4G客户网络质量满意度改善明显实
现“双领先”；家宽客户网络质量满意度持续
提升，装维及时率达99%；全网网络质量短板
由前期的11个下降至3个，提升效果显著。

400人——90天——25万公里
青海移动网络短板攻坚的冲锋号，唱响在

90个日日夜夜里，回荡在25万公里漫漫长路
上。你看，那些奋战在网络一线的移动人，风餐
露宿，从不停歇，哪里有信号塔哪里就有他们，
哪里有传输线路哪里就有他们，哪里有光交箱
哪里就有他们……为了移动网络更加美好，400
人的身影攀过一座座雪山，趟过一条条冰河，踏
进一片片草原，走进一个个小区。可不——青
海移动网优中心片区组，8名移动员工正加班
加点。面对不同地区不同的网络场景，有针
对性地优化，多管齐下，对城区现场优化。他

们在本次劳动竞赛活动中将短板问题分为具
有代表性的5类质差小区：MR弱覆盖质差小
区、2G 高流量质差小区、LTE 低流量质差小
区、LTE 高负荷待扩容质差小区、高干扰小
区，主动啃硬骨头，打硬仗。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有他们的身影。
后台参数优化，因西宁市密集城区双层网站
点比例较高，结合现场实际测试情况，片区组
的精英们梳理出部分双层网站点D/F异频切
换不合理参数，通过D/F异频切换门限优化保
证D\F覆盖均衡，提升MR覆盖率。我省地广
人稀，通信基站不连续覆盖，山体阻挡严重，农
村区域的网络覆盖对标中东部省份有一定差
距，网优中心片区组的小伙子们除了RF优化、
参数优化等常规手段外，还利用LTE新特性进
行优化。通过降低LTE带宽、降低小区上传下
载速率峰值，使得在RRU发射功率不变的情
况下，使RS功率增加一倍。

大协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网优片区
组对接各个市州分公司，通过问题点现场测
试，结合用户分布TA，对TA分布不合理小区
进行天馈方位角与下倾角设置排查，精细优化
天馈方位角、下倾角，提升网络深度覆盖。并
及时要求分公司对天线挂高不合理的基站及
时进行整改，消除网络不合理规划点，提升网
络广覆盖；同时分公司针对无法通过RF、参数
优化等常规优化手段继续提升MR弱覆盖率
劳动竞赛质差小区，引入了小区大增益天线部
署技术提升覆盖率，对覆盖距离较远，建筑较
为集中的农村区域采用大增益天馈。

打赢了1个月建19个基站的硬仗。2017
年末，劳动竞赛正有条不紊的进行着，网优片
区组遇到一件棘手的问题，由于城区基站容
量不足，造成城区用户打电话不畅，客户满意
度存在急剧下降的可能。时间紧，任务重，片
区组对全省网络性能进行评估，决定紧急增
补19个基站。由于是在冬天施工，天气寒冷，
几乎滴水成冰，在施工现场没有任何取暖设
施，连施工中所用的胶泥都失去了粘性，但为
了保证工程质量达到一流水平，片区组随工
人员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要爬上铁塔
仔细检查每一道工序，每次下来都是冻得手
脚僵硬，几乎失去知觉；即便如此，他们只是

默默地把苦和累压在心底，从铁塔下来，冷了
跺跺脚搓搓手，饿了紧紧皮带，想着下一个点
走去。就这样，在一个月内建设并开通了19
个基站，有效的缓解了话务拥塞，强壮了通信
畅通的“生命线”，客户满意度稳中有升。

海南州移动针对本地已建设小区情况，
完成“5A”小区选取工作，并提前协调各县公
司及铁通装维单位部署了“5A小区”的整治计
划。在接到短板攻坚专项行动的通知后，在
第一时间组织各县公司及铁通单位召开了专
题会，根据各项短板指标，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针对各县公司存在的短板差异，分解制定
各县公司专项短板提升计划，全面落实责任，
并对相关装维及资源指标进行重点安排，确
保做到人人头上有指标，个个肩上有担子。

将短板打造为样板。海南移动选取宽带用
户多、资源准确性较差、光交线路杂乱的共和县
安居家园为重点“5A”整改对象，打造样板小
区。尽管恰逢近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季，寒流频
发，海南移动客响中心牵头组建“5A”小区专项
整治小组，按县承包，以各县客响主管和装维人
员为组员落地实施。于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
的高原，在各个小区、各个街道，各个村庄，背着
工具包的移动人身影踏着厚厚的积雪在行走。
天寒地冻，他们坚持低温户外作业，对每个光交
箱及资源进行逐个核查整改，有些人手脚冻僵，
跺跺脚搓搓手，仍在坚持工作。终于，提前完成
指定的22个“5A”小区整改任务后，又在此基础
上自行选取17个小区进行“5A”小区建设。所
有“5A小区”，均达到“5A”级小区标准。

“规、建、维、优”四位一体。海南移动承
诺：所有装机、移机及维护均在 5 小时内完
成。尽管海南地域广袤，居民居住较为分散，
要实现此项承诺难度非常大。这是市场“春
播计划”同步开展，导致宽带量突增，给网络
支撑带来一定挑战。不负使命，所有装维人
员随时待命，领命出发，对于活动期间存在的
自动注册率、挂侧率差的指标，成立专项攻坚
小组，进行日通报、日跟进、日核查，做到后台
随时盯控、遇到问题及时解决，客响中心人员
与宽带装维人员做到前后台相互配合、齐心
协力，经常加班加点，错过吃饭时间，直到最
后一单装维工单完成。经过夜以继日的努

力，自动注册率从45%提升至97%，挂
侧率从50%提升至100%，保质保量地
践行了所有标杆小区工单均在5小时
内完成处理的郑重承诺，让客户体验
优质的宽带品质和服务。他们，在提

升网络品质专项行动中获得第一名。
海东市，青海省的东大门，也是外来客户

感知青海移动网络的第一门户。海东市面积
1.32万平方公里，人口140多万，农村人口占
比64.34%。地形成鱼骨状，青海移动一级/二
级/本地网传输线路达1万多皮长公里、传输
设备2500多台，是青海IP承载网、CMNET等
重要业务的主用路由（东向出口）。点多线
长，海东移动传输网络面临地理环境复杂、城
市化进程加快、业务猛增对传输网络的冲击，
对传输网络的建设和维护提出了新挑战。

强筋通络，打赢传输会战。海东移动针对
传输网络实际，从夯实基础和优化结构两方面
着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效推进工作扎
实落地，增强传输网络安全和质量。狠抓基
础工作，通过开展隐患光缆、机房、光交、告警
整治活动，完成同路由整治5处、线路隐患整
治 150 次、标准化机房整治 178 个、城域网光
交整治 225 个，超长/频告警处理 1500 多条；
加强传输线路巡检及施工盯防，平安、乐都管
廊施工专人盯防，实现全年一干光缆无阻断；
干线业务配备OLP系统10段；完成全网光缆
测试4万芯。优化传输网络结构，完成省干业
务扩容4处，本地网链路扩容32处，性能不达
标整治 60 段，业务核查整治 4000 条，组网调
整15处。多方位多举措传输整治，提升了海
东传输网络能力，为业务安全运行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

网络——市场——客户
2018年春，青海移动网络短板攻坚行动

圆满结束，为市场发展4万家宽用户户发展有
力支撑。中国移动2017年第三期网络质量满
意度的通报显示，青海移动家客网络质量满
意度、4G网络质量满意度均有所提升。青海
省通信管理局关于2017年青海省电信服务质
量用户满意度测评揭晓，通过对通信运营商
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家庭宽带、收集上网
用户进行抽样测评，青海移动荣获通信网络
质量综合满意度测评第一名。

短板补齐，更需加长。东方风来满眼春，
青海移动网络主动迈出面向中东部对标的脚
步，而且，已经在路上。 (师成森 石守娟)

向着中东部网络对标——出发！
青海移动网络短板攻坚行动侧记

新华社广州5月16日电（记者周颖）广东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15日对外公布了广州
市海珠区“7·22”塔吊坍塌较大事故调查原因
及责任追究结果，55名事故责任人被追责。

2017年7月22日18时07分，广州市海珠
区中交集团南方总部基地B区项目发生建筑
工地塔吊倒塌较大事故，造成7人死亡、2人重
伤，直接经济损失847.73万元。

经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部分顶升
工人违规饮酒后作业，未佩戴安全带；在塔吊
右顶升销轴未插到正常工作位置，并处于非正
常受力状态下，顶升人员继续进行塔吊顶升作
业，顶升过程中顶升摆量内外腹板销轴孔发生
严重的屈曲变形，右顶升爬梯首先从右顶升销
轴端部滑落；右顶升销轴和右换步销轴同时失
去对内塔身荷载的支承作用，塔身荷载连同冲
击荷载全部由左爬梯与左顶升销轴和左换步
销轴承担，最终导致内塔身滑落，塔臂发生翻
转解体，塔吊倾覆坍塌。

调查认定这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认定事故塔吊安装顶升单位北京正和工程
装备服务股份公司、事故塔吊承租使用单位中
交四航局总承包分公司、工程监理方珠江监理
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认定中交四航局、
中建三局、厦门威格斯公司、马尼托瓦克公司
等涉事企业不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事故
预防措施缺失；认定行业主管部门及属地政府
安全生产监管不力。

责任追究共对55名事故责任人和8家涉
事企业提出处理意见：检察机关批准对7名涉
嫌犯罪的人员（5名企业人员、2名公职人员）
实施逮捕；对26人（9名企业人员、17名公职人
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其他问责处理；由企
业对15名企业人员根据内部管理规定处理；
对 3 家事故企业和 7 名企业人员给予行政处
罚；对5家涉事企业作出处理。

多地频发倾倒固体及危险废物
广州

塔吊坍塌较大事故55人被追责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非法倾倒未

经处理污泥3000多吨”“非法转移含铜废液
约1400吨”“挖出化工废料和受污染土壤近
400吨”“约5000立方米生活垃圾非法就地
掩埋”……近期，生态环境部连续通报多地
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案
件，并对问题较为突出的广州等7个市政府
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约谈。

据悉，生态环境部从 5 月 9 日启动“清
废行动 2018”，截至 13 日已经对 80 多个突
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一埋了之、以邻为壑、非法贮存

据“新华视点”记者了解，企业非法处
置固废危废的“招数”主要有三种：

——一埋了之。督察组在江苏盐城辉
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两处区域现
场组织挖掘，一处掘深仅1.5米即发现散发
刺激性气味的黑色污泥，经取样鉴定属危
险废物。掘深3米后，渗出散发刺激性气味
的黄色污水，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浓度严重
超标。另一处掘深3米发现油泥，经取样鉴
定均属危险废物。为了逃避监管，这家企
业还在一些填埋区域上面覆盖建筑垃圾，
甚至建生产车间。

此外，连云港、盐城等多家企业也存在
填埋化工废料等危险废物违法行为。浙江
温岭市则将5000立方米生活垃圾非法就地
掩埋，造成环境污染。

——以邻为壑。广东省这类问题较为
突出，生态环境部在约谈中指出：广州南方
碱业公司将1700多吨白泥非法运至广西贵
港市倾倒；广州市番禺区一首饰厂将产生
的危险废物违规交由私人并非法转至广西
贺州市处置。东莞市2016年9月有400吨
生活垃圾运往广西藤县浔江河段非法倾
倒，倾倒点位于藤县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导致水源水质超标，不得不暂停供水。

——非法贮存。中央环保督察组曾指
出连云港灌云、灌南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

物贮存量多、环境风险大的问题，江苏省督
察整改方案明确要求在2017年年底前减少
危险废物库存。但督察发现，两县化工园
区危险废物贮存量不降反增，2017 年贮存
量是2015年的2倍。

还有一些化工企业将危险废物露天堆
放，污染物直排环境。

企业为降低成本非法处置，地方
监管落实不到位

记者注意到，进行非法转移、倾倒固废
危废的，有些是如汽车维修等小门店，但也
有不少是规模很大的企业，如辉丰公司是
农药行业的大型企业，也是一家上市公司。

为什么这些企业明知危险废物会严重
污染环境，仍一意孤行？为什么不论大小企
业都能够将大量的危险废物“成功”处理？

记者了解到，通过正规渠道处理危险废
物成本较高，非法处理成本则要低得多，有
些相差好几倍，导致一些企业产生违法冲
动。广东省环保厅副厅长李晖表示，现在有
些危废处置企业的含汞危险废物处置价格
已提高到每吨2万元，而非法处置要低很多。

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副司长周志
强说，随着环境保护税开征，有些企业为了降
低成本，会想方设法非法处置固废危废。

此外，地方监管不到位是非法处置固
废危废多发的重要原因。据了解，长期以
来，各地对水环境和大气环境很重视，但固
废监管力量相对薄弱，一些地方的市一级
都没有专门的固废管理机构，基层监管力
量严重不足。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固废管理涉及住
建、卫生、工信等多个部门，一些地方部门
存在对法定职责不明晰、不重视的问题。
比如，上级部门对某地一家污水处理厂的
污泥处置情况进行调研时，当地住建部门
本应参与调研，但经过很大周折、长时间协
调，住建部门才最终同意参加。

同时，一些地方监管责任没有落实。

生态环境部介绍，东莞市对群众多次举报
的海滔环保公司非法转移倾倒污泥问题重
视不够，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即认定
举报不实；群众对辉丰公司的举报不断，还
有群众通过律师公开致函市委、市政府，但
盐城市始终没有开展深入调查，并多次以
举报不实了结案件。

调查还发现，非法倾倒固废危废多发
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危废处置能力不足的问
题。如广东省江门市每年约 1.5 万吨危险
废物需焚烧或填埋，但目前全市尚无焚烧、
填埋设施。

成环境执法一大重点，要疏堵结
合找出路

固废监管正在进入环境执法主战场。
今年，生态环境部已经启动了打击固体废
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即“清废行动
2018”。自5月9日开始至6月底，从全国抽
调执法骨干力量组成150个组，对长江经济
带固废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核实。

截至13日，各督察组共摸排核实2097个
固废堆存点，发现1011个堆存点存在问题。
生态环境部已对80多个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
办，并将问题清单全面向社会公开，督促地方
政府限期整改，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要疏堵结合给固废危废找出路。”周
志强说，一方面，各地要对本地区进行科学
评估，加快固废危废处置能力建设；另一方
面，要充实地方监管力量，把责任压实，形
成监管合力。同时，要通过信息化建设将
点多面广的危废产生企业纳入监管，实现
危废出厂转移等信息联网，实现来源可追
溯，保障危废得到合法处置。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建议，
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污染物排放转移登
记制度，尤其要对危险废物处置或转移进
行登记并向社会公开，使危险废物去向明
确，监管上形成闭环，遏制企业随意倾倒、
填埋危险废物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