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于振宇 陈昂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了
“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 年内全
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
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
长途电话费，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
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 让企业广泛受益、
群众普遍受惠。”

连日来， 这些温暖人心的民生承诺，
引发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

亲情更近 经营降成本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让我感触最深
的就是提速降费。” 在全国人大代表、慈
利县龙潭河镇党委书记向平华看来，这项
改革让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体现
了党和政府顺应民意、倾听民声、注重人
权的民生情怀。“每年我来北京开两会，都
会抽时间去看看那些在北京打工的慈利

籍农民工。前天跟他们聊天，大家聊得最
多的就是，取消国内漫游费，降低流量费
用是件大好事。”

向平华说，取消通信漫游费本身是件
小事，可我国现在有超过2亿的农民工，他
们外出打工一般就是一整年，跟家里的联
系全靠通信，这方面的需求很强，降低通
信费用， 他们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近年来， 通信提速降费方面不断进步，刚
开始农民工就用电话亭的固定电话，想打
又不敢多打。后来手机便宜了，他们买了
手机，再后来微信取代短信，只需要耗用
一些流量就能聊天，甚至能视频，他们和
家里的联系才真正多了起来。

向平华说，降费提速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果，尤其是今后随着网络使用费用的逐
渐降低，村里逐渐通了网络，他们跟家里
的联系尤其是远程视频会更多，这样还能
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也会让那些远离父
母的留守儿童体会到更多的亲情和关心。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

‘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
费’， 针对了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所出现的
困难，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全国政协
委员、省工商联主席、省总商会会长、九三
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张健说，我省非公经
济的规模已经占到GDP的60%以上，但这
些非公企业的发展还面临融资难、生产成
本高等难题，降低资费无疑会为企业起到
降成本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
长、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认
为，我国目前网络资费和手机资费相对过
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阻碍到经济社会的
发展。 有些国家早就取消了手机漫游费，
但这在我国有些地区依然存在，这是不合
理的。“应该让利于民，让老百姓分享移动
通信和网络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改革打破利益藩篱

“政府工作报告的承诺令人鼓舞，同

时我们的担子也更重了。”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党组
书记、总经理廖仁斌谈到这个“分内”话题
时表示，无论是网络提速降费还是取消手
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对社会、企业和老
百姓来说都是一桩好事，意味着大家使用
信息网络将更快更便宜。

廖仁斌说，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目
标背后，是电信业复杂的利益格局。电信
运营商在“集团-省级-地方”等多级属地
化管理模式下，内部各方成本与收益并不
匹配，取消长途和漫游费就意味着不同属
地间的利益藩篱被打破。

作为电信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廖仁
斌认为， 在进一步推动提速降费方面，电
信运营商还应该更好地履行责任。他介绍
说， 作为省内最大的宽带基础业务运营
商，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一直致力于提速
降费，公司已从2016年开始全部取消漫游
费。

（湖南日报北京3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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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邹靖方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 今年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年
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这
意味着，提速降费今年将“再下一城”。

今天，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和我省三
大电信运营商了解到，过去两年，我省提
速降费工作一直在行动，全省14个市州城
市已全面建成光网城市，乡镇以上城区已
实现4G信号全覆盖；今年将把“提速降费”
作为重点工作全力推进， 使全光网络更
宽、4G网速更快、用户花钱更少。

降费列出了时间表：10月1日起
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3月6日，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在国

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
示，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拟定10月1日起正
式在全国范围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
费。

消息一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群众
纷纷鼓掌点赞。漫游费的取消，于消费者
而言，意味着可以节省不少费用。

“从2015年4G业务上市起，湖南电信
所有4G套餐均为‘长市漫’一体化，目前已
有60%的用户选择使用，10月1日起将全
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湖南电
信市场部副主任符勇告诉记者， 目前，公
司已开展相关的技术和业务准备工作，确
保10月1日起，所有用户能够顺利对接，全
面降费。

湖南联通自2016年10月1日起，已对
主流资费套餐取消了国内漫游费，2017
年1月1日起， 新增用户已全部取消漫游

费，实行一体化资费。目前，公司正在谋划
推出更优惠的套餐来吸引用户更替老套
餐。

湖南移动同样推出了多项优惠措施
降低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并持续降低国际
漫游资费，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费
下降。

提速确定了大方向：固网宽
带“宽上加宽”，4G网络 “快上
加快”

“光纤网络的基础建设是提速降费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湖南联通市场营销
部负责人吴华告诉记者, 加强光纤网络的
基础建设，将使固网宽带“宽上加宽”，4G
网络“快上加快”。

去年我省电信企业累计完成基础建

设投资超过160亿元， 全省农村行政村通
有线宽带比例达到89.3%， 乡镇以上城区
已实现4G信号全覆盖。 全省14个市州城
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互联网出口总带宽
达到8160G；14个市州城市光网覆盖率均
达到100%。 中国铁塔湖南分公司自2014
年10月成立以来， 已交付铁塔基站5.4万
个。

根据方案。2017年， 湖南联通在我
省大中城市有需求的区域， 将目前的
100M接入能力提高到200M及以上；移
动网络上， 对重点场景、 热点区域，将
4G网络峰值速率由 300Mbps提 升 至
600Mbps。

湖南电信今年将打造智能化高速网
络，年底前基本实现全省乡镇以上光网全
覆盖。

而湖南移动将持续打造精品4G移
动宽带网， 新建宽带全部采用光纤到
户，抓紧推进光纤到楼存量用户提速改
造。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邹靖方

“今年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年内全部取
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
作报告一公布，提速降费就成了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大家纷纷晒出这些年来自己跟通信有关的故事， 并说
出自己心里的期盼。

为省漫游费，错失一笔大业务
邓江华：私营企业主

2015年大学毕业后，我跟两个兄弟在长沙注册成
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说是公司其实老板是我们三
个人，员工也是我们三个人。

医疗器械公司必须靠业务盈利，我们要经常出差
去外地跑业务。创业初期，节约为本。每次出差我都会
带两个手机，一个是平时常用的，市内通话比较便宜；
一个是专门用来出差的，漫游费相对更低。如果在外地
出差，有电话打进常用的手机上，我会先挂掉，然后再
用漫游费相对更低的那个手机回拨过去。

有一次，我在广州出差，一位客户突然打通了我平
时常用的那个手机号，我想省点漫游费，就挂掉了，等
我再回拨过去的时候，对方一直占线。

事后得知，那位客户打通电话是要告诉我他们单
位马上要购进一批医疗器械，总价300万，这对于一家
刚成立的公司来说，是一笔很大的业务了。而在我挂掉
客户的电话后，对方马上又拨打了另外一个同行的电
话，然后这笔大单就这么丢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还是会带两个手机出差，但重要
的电话再也不敢挂了。取消长途和漫游费对我来说，那
简直是天大的好事，不仅不用担心错失业务，每个月至
少能省下100元电话费。

每天可省出早饭钱
唐政发：农民工

我是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安置房工地上的一名
钢筋工。

大儿子已经读小学，小女儿还不到三岁，我每天都
会打个电话回永州老家，跟儿子谈谈学习，听听女儿的
声音，跟老婆聊聊天气和生活。

工地上的活很苦也很累，但只要听到老婆和孩子
的声音，再苦再累也觉得很值得。

每次通话，老婆家长里短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担心
话费超支，就会催她快点说；有时女儿拿着电话不放，
我也会狠心地挂断。

我用的是移动手机卡，平时市话不多，基本不用
流量，就没有选择市内通话费用更低的包月套餐，而
是选择了市话和长途每分钟均为0.2元的套餐。去年
12月，我的话费为135元，市内通话费为5元，长途通
话时间为650分钟，话费为130元。

如果取消长途和漫游费后，我就可以选择市内通
话每分钟0.1元的套餐。以每个月通话650分钟计算，每
个月话费只要65元。

以去年12月为例，可以省下70元话费，我每天的早
餐是两个包子（2元钱），一杯绿豆汁（0.5元钱），一个月的
早餐费用约为75元，这么算下来，每天可以省出早饭钱。

总是担心会停机
徐晓曼： 湖南师范大学大一学生

去年9月份，爸爸陪着我从老家广西到湖南师范大
学来读书，在宿舍广场上给我办了一张卡，买了我人生
中的第一部手机，为了省钱，我办的是最便宜的套餐。

开学第一个月，我很想家，经常跟家里打电话，
可打着打着就停机了，一个月要充好几次话费，每次
充30元。等9月份的账单一来，我发现当月通话费有
一百多块钱，营业厅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因为我打的
电话大多是外地的号码，所以有长途费。

我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跟爸爸说起此事，他十
分心疼，责怪了我一番，说以后没事别老往家里打电
话，还给我定了一个打电话时间：每周六晚上给家里打
一个电话报平安。

去年春节放假回家，就更尴尬了。漫游费太贵了，
两分钟就要一块多，春节回家手机基本成了摆设，不敢
接电话更不敢打电话，联系同学都是用短信。

对我们在外地读书的穷大学生来说，取消手机国
内长途和漫游费肯定是最大的民生大礼，昨天我还特
意给爸爸打电话说了此事，爸爸听了也很高兴。

“网恋”最怕卡
李娜：白领，在长沙工作的四川妹子

我是四川妹子，在长沙工作，男朋友是长沙人，但
目前在吉林工作。我是那种典型的没有网络就活不下
去的人。

我很宅，每天下了班就宅在家，看电影、上网、玩游
戏，可网络经常不给力，一言不合就卡住，让人动不动
就想发脾气。

尤其是跟男朋友相隔太远，不能经常见面，基本
要靠视频聊天来解相思之苦。白天还好，单位可免费
连接无线网络，一到晚上，回到家里，网速就特别卡。
有时跟男朋友正聊着视频，突然就没有画面了，有时
一句话要重复四五遍才能听出大概意思。

我本来就是没有耐心的人，有时候刚说一句话，可
视频卡住了，男朋友听不清，他又老是让我重复，我忍
不住就发脾气了，为这事我们都吵了好多架了，过后一
想也挺自责的。

现在我们调整了视频时间，中午一有空就在单位
视频，晚上以打电话聊天为主，可打电话也很贵啊。

我看到提速降费的消息时，确实很开心，但我建议
不要等到10月1日，最好是明天就提速，马上就降费，
那样就可以跟男朋友随时视频，随时畅聊了。

打破利益藩篱 让消费者得实惠
———“提速降费”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提速降费，湖南今年将“再下一城”

提速降费，
那些年的爱与盼

� � � � 3月9日，钟发平代表（中）在全体会议上建议，应充分发挥国家政策在现实效果导
向和市场牵引机制方面的作用， 对混合动力车依据燃油经济性按节油率分档次给予
补贴。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 � � �傅军委员（左一）参加分组讨论时，就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提出建议。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吴向东代表（左二）在分组审议时发言。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 张斌

【档案】
刘长庚：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湖南省

委副主委，湘潭大学副校长。
【观点】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要投入合

理、激励充分、信息对称、机制顺畅，推
动产业链、 创新链和资金链无缝对接，
形成科技与经济高度融合的创新新格
局。

【背景】
实现创新发展， 亟需推动科技成果

落地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我
国虽有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加速应用，
但总体上科技成果转化率仍不高， 仅为
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我国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存在研发投入规模
不大、支出结构不优、创新激励不强、成

果信息不对称、 体制机制不顺等五大突
出问题。

【建议】
刘长庚建议 ， 加大多元化科技投

入 ， 提高政府资金在研发投入中所占
比重 ，发掘社会资本潜力 ，拓宽成果转
化资金市场化渠道 ； 优化研发支出结
构 ， 提高高校研发经费执行占比与基
础研究 、应用研究经费占比 ；完善创新
激励政策 ；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 ，设立
人才培养基地 ；鼓励创新园区 、成果产
业化基地建设 ； 完善高精尖人才培养
和引进机制 ，推动科技人员管理的 “去
行政化 ”；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考
评 ，建立容错 、纠错机制 ；完善科技市
场服务体系和众创空间服务 ， 落实与
创新 、转化相关的税收 、创业和投资政
策 。

(湖南日报北京3月9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 张斌

【档案】
朱建军：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湖南省

委副主委、长沙市委主委，长沙市政协副
主席，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

【观点】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过剩行

业风险增加，融资租赁行业的不良资产也
有所增加，信用风险亦呈上升之势。其中
多头监管与统一租赁资产登记流转平台
缺失问题较为突出。

【背景】
融资租赁是集融资、贸易、服务为

一体的产业，具有顺势稳健、逆市发展
的特点，对国家经济具有重要的调剂作
用。

截至2015年底， 我国融资租赁合同

余额约为44400亿元， 比上年底增加约
12400亿元，增长幅度为38.8%。预计未来
几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融资租
赁市场，融资租赁行业将成为仅次于银行
信贷的第二大金融工具和拉动内需的主
渠道。

【建议】
朱建军建议 ，借鉴银行 、证券 、保险

业监管体制 （目前我国银行业由银监会
监管 ，证券行业由证监会监管 ，保险业
务由保监会监管 ）， 设立融资租赁行业
的专业委员会进行监管 ；建立完善的平
台登记体系 ，突破融资租赁业务交易品
种 、地域限制 ，加强对融资租赁交易的
合规性 、反洗钱的有效监管 ，便于银行
及其他相关部门对其加强风险预警管
理。

（湖南日报北京3月9日电）

全国两会同期声
刘长庚委员———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增强创新发展动能

朱建军委员———
加强融资租赁风险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