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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印发 《关
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
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后，运营商在
提速降费方面确实做出了有益尝
试，尤其是4G时代全面来临后，移动
上网速率大幅提高。但是，在资费下
调方面， 虽然流量平均资费和单位
带宽价格有明显下降， 运营商也为
此让利几百亿元， 但平均到庞大的

用户群体头上， 人均几元钱的降幅
则显得微乎其微。

提速降费应该让人有更多获得
感。 这就要求运营商真正从用户的
角度出发，对降费方案重新设计，用
真正实惠的网络服务赢得用户信任
和肯定。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加强网
络服务价格的合理性干预措施 ，规
范运营商的市场行为。

要想取得更大的提速降费空
间 ，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激发市场
的竞争活力 ，让市场向过高 、不合
理的费用施压 。我们相信 ，用户选
择权自然会倒逼运营商采取更多 、
更灵活的措施来降低网络资费 、
提升服务质量 。 提速降费一直在
路上。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资费降了多少
近日， 三大运营商秀出提速降

费成绩单：截至2015年底，中国移动
全年手机上网资费较2014年下降
43%； 中国电信流量平均资费同比
下降31%，有线宽带单位带宽价格下
降58.8%；中国联通移动数据流量综
合单价降27.0%，固定宽带单位带宽
平均单价下降49.6%。

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
示，2015年三大运营商因提速降费
少收了400亿元， 按照13亿用户计
算，去年我国平均每人每月省2.6元。

尽管工信部肯定了运营商的工
作，但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些光鲜的
下降比例是怎么算出来的？

先“科普”一下，我国推行的降费
是指降低流量基础单位平均资费，简
单来说就是降低每1MB的移动流量
或每1Mbps的宽带单价，而非直接降
低我们通信套餐总体支出费用。

然后再给中国电信算笔账：以
移动流量为例， 流量平均资费＝全
年流量总收入/全年总流量，中国电
信去年全年流量总收入为478亿元，
除以全年总流量55.5万TB，得出流量
平均资费为0.082元。这每MB0.082元
的流量平均资费比2014年的0.119元
降低了31.6%。而2010年中国电信流
量平均资费为每MB0.4元， 是2015
年0.082元的近5倍。

网速提高了多少
闻库告诉记者，截至2015年底，

全国固定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已
超过20Mbps，是2013年初的4倍多。
全国光纤覆盖家庭已超一半， 在天
津、四川、山东、河南等多个省市地
区建成了全光省， 其中四川电信用
户平均接入速率已超61Mbps。

据介绍，截至2015年底，我国接
入网光缆新建长度达276万公里，同
比增长近三成， 光纤长度够围地球
赤道绕69圈。

然而， 家住北京北四环亚运村
汇园公寓的王女士， 多年来一心期
盼光纤宽带可以入户， 直到目前仍
被告知由于小区未覆盖光纤， 无法
升级带宽， 只能用ADSL拨号上网，
网速与10年前没有任何改变。

“签约带宽和实际可用带宽的
差异也会影响用户体验。”据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
所长熬立介绍， 电信企业与用户签
约的是接入速率， 但用户实际可用
下载速率将受到城域网、 网间互联
互通、国际出入口、网站服务器等因
素影响，往往达不到签约理论速率。

中国宽带发展联盟最新数据显
示，2013年上半年，我国实测用户可用
固定宽带平均下载速率为2.93Mbps，
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用户可用宽带
平均下载速率提升至9.46Mbps。

消费者为何感觉不明显
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衡量信息

社会报告（2015）》显示，我国手机上网
价格排名19位（共183位，越靠前越便
宜），较美国（68位）及日本（53位）靠
前；2016年2月，移动网络服务分析公
司“公开信号”发布的全球移动网络报
告显示，世界4G网速排名中，中国以
14Mbps位列全球第31位， 高于日本
12Mbps、俄罗斯和美国的10Mbps。

从官方和运营商发布的数据，
到我国在国际上各种排名， 看着都
不错，可消费者为何感受不明显？

电信专家分析，首先，降费程度
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 市场竞争不
充分，个别服务和资费仍偏高；部分
业务存在明显不合理和霸王条款之

嫌，服务的限制过多，解释和提醒不
到位，让消费者钱花的“不痛快”，人
们自然对运营商“提速降费”的诚意
打了个问号。

消费者对于降费感觉不明显的
另一原因是， 我国用户使用移动流
量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 在单价
降低的同时通信资费的总体支出并
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据《2015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
报》显示，2015年，我国移动互联网
接入流量消费达41.87亿G， 同比增
长103%，比上年提高40.1%。月户均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389.3M，
同比增长89.9%。手机上网流量达到
37.59亿G，同比增长109.9%。

不难看出， 移动网络接入流量
和用户月均接入流量的攀升， 恰恰
达成了提速降费“薄利多销” 的目
的， 公众已开始越来越习惯使用手
机上网、刷微信、玩网游甚至是频繁
观看视频， 这都是流量消耗暴增的
原因和提速降费的成果。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提速
降费还存不少痛点：我国固网宽带的
门槛依然偏高，普惠群体覆盖有待提
高，尤其是低端用户；套餐繁琐，虽然
2015年新套餐部分降价了，但绝大多
数老套餐资费没有变化； 国内漫游
费、长途费标准资费尚存，虽然工信
部、发改委下文说自由定价，但运营
商并无针对老用户进行降价。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马源建议，提速还需基础
企业加大投资，加快光改进程，进一步
提升网络速率，也需相关部门协调各方
配合扩容；降费仍需引入竞争，扩大开
放市场，增强活力，同时加强行业监管，
推动企业简化套餐，明码标价，提升服
务水平，让用户明明白白消费。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 � � �我国网络提速降费实施一年，近日，三大运营商秀出成绩单：2015年因
提速降费少收了400亿元， 按照13亿用户计算， 去年我国平均每人每月省
2.6元———

提速降费
你感受到了吗

新华社发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徐春光）“我们村销售甘蓝
400多万斤， 每亩平均收入3000多
元。”日前，华容县万庾镇重阳村党员
张应球告诉记者。去年冬天，该村连片
种植甘蓝1000余亩。依托提质后的远
教站点，建立重阳农民田间学校，发布
销售信息。长沙红星、高桥和河南信阳
集贸市场纷纷发来订单，该村甘蓝全
被收购。这是岳阳市优化升级远程教
育、助推农村发展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岳阳市结合行政区划
调整，出台专门办法，在全省率先优化

升级远程教育。结合实际，合并、转型、
优化一批远教站点。共撤并站点1422
个，转型站点1953个，提质升级站点
600个。 一些村合并后保留下的普通
站点，当地党支部或将其建设成文化
娱乐中心，播放广场舞、红色电影、戏
曲；或将其转换成集学习、视频于一体
的综合室，留守儿童周末可以免费和
亲人面对面视频交流。

岳阳市广泛借助媒体资源和移
动终端设备，积极推进“远程教育+”
平台载体建设工作，建立了远教站点、
岳阳红星网、微信公众号（岳阳党员e

家）、 巴陵先锋先行党建电视专栏、党
员教育QQ群“五位一体”的党员教育
平台体系，着力打造“远程教育+视频
直播”、“远程教育+新兴媒体”、“远程
教育+服务平台”、“远程教育+示范基
地”四大平台，服务农村发展。

汨罗市桃林寺镇采取“远程教育
站点+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通过
站点向当地农民推广金银花种植技
术，已带动周边2个县（市）、11个乡镇
场、20000亩山林的经济发展。当地农
民每种植1亩金银花， 可增收2000多
元。

岳阳“远程教育+”
助推农村发展

�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这次，县纪委查处毛
俊镇洋田村3名村干部骗取惠民资金
的案件，真是大快人心，让我们深受
教育和警醒！”日前，蓝山县毛俊镇毛
俊村党支部书记廖仁旺感慨地说。

今年3月初， 省委巡视第八组进
驻蓝山。该县借巡视东风，开展“整治
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
利益问题”等11项专项整治，剑指“雁

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县纪委抽调14
名工作人员组成4个督查组， 对全县
674个单位近万名党员干部进行拉网
式排查，重点对整治工作“零报告”的
部门进行核查，对省委巡视组交办的
问题进行督查，对涉嫌违规违纪违法
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全县共查处“雁
过拔毛”式腐败问题1234个，给予党
政纪处分10人，组织处理42人。清理
乱收费1326.53万元，不规范使用就业

专项资金900.91万元、 成品油补贴专
项资金406万元、扶贫专项资金249万
元。

同时，结合“两学一做”学习唤醒
广大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和党
员意识， 该县切实增强了对“雁过拔
毛” 式腐败问题自查自纠的政治自觉
和部门排查的政治责任。通过深入开
展“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解决了一大批基层信访和损害群众
利益的问题，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促进了党风政风的好转，
推动了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
发展。

蓝山严查“雁过拔毛”式腐败

�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徐亚
平 徐典波 通讯员 常研 韩爽）今天
16时，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彭世
理担任审判长审理的一起贩卖、运输
毒品案， 经过5个多小时庭审后当庭
宣判。这开启了岳阳“法院院长、庭
长开庭季”活动。

今年5月，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合“两学一做” 专题教育和“巴陵
先锋先行” 主题实践活动， 决定从5
月至7月， 在全市两级法院开展“院
长、 庭长开庭季” 活动。 要求院长、
庭长转变工作作风， 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 回归法官本位。 当天， 该院常务
副院长王雨田主审了一起不服限期拆
除违章建筑纠纷案件， 当事人当场撤
诉。 该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其
盛， 也在第8法庭开庭审理了一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

据了解，岳阳市两级法院将以开
庭季活动为契机， 建立长效机制，使
院长、庭长开庭成为常态。彭世理称，
活动可充分调动法院优势力量，破解
案多人少压力；法院院长、庭长通过
开庭办案，深入审判一线，掌握审判
动态，能更好反哺行政事务。

开福区首开
微信“挑”律师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张颐佳
谌艳芳） 打开微信， 关注“开福司
法” 公众号， 进入“法律援助”， 您
就可以挑选和预约心仪的律师进行
帮助了。 今天上午， 这种像医院挂
专家号似的“点援制” 微信预约服
务， 在长沙市开福区正式运行， 这
开辟了我省法律援助新模式。

点开微信公众号下的“法律援
助”， 目前有23位“值班” 律师， 他
们的姓名， 照片， 律所， 从业年限
和所擅长的领域均一目了然。 点进

“在线预约”， 可以看到律师的具体
值班时间， 填写个人信息进行免费
预约。

据介绍， 为了真正实现让“数据
多跑腿、 群众少跑路”， 去年12月，
开福区成立了“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群众可享受窗口化、 综合性、 专业
性的一站式法律服务， 也可以通过

“网约”、“微信约” 普及法律知识，申
请公正、 查询人民调解室和“挂号”
律师。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陈新)世界
环境日即将来临，今天上午，长沙市
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市10
大环保主题活动。

10大主题活动分别为环保文化节
开幕式 、浏阳河生态环保益行(环保徒
步)、浏阳河全流域环保漂流骑行、环保
校园有奖征文比赛、 环保达人创意大
赛、环保公益宣传海报设计大赛、百堂

环保公益微课堂巡讲、 环保户外公益
广告宣传、随手拍环保公益摄影大赛、
啄木鸟环保卫士有奖举报平台。

据了解，文化节开幕式和浏阳河
生态环保益行拟定于6月5日世界环
境日上午9点在开福区三馆一厅滨江
公园举行， 其他绝大部分活动将在9
月中旬结束，环保卫士有奖举报活动
则会长期进行。

岳阳开启“法院院长、庭长开庭季”

世界环境日，长沙举行十大环保活动
●短评

� � � � 5月17日， 参加活动
的职工们高兴地领到了
绿色礼物。当天，长沙市
总工会、长沙市两型办在
长沙橘子洲风景区联合
开展“为爱‘益’起走·把

‘绿’带回家”职工徒步活
动， 全市300多个企事业
单位的5000余名职工参
加，通过徒步倡导两型生
活理念。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职工徒步
倡导两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