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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的通信行业的
实践者和创新者实践者和创新者

重庆移动

从BP机到“大哥大”；从全国率先实现3G
商用，到如今每3位重庆人中就有1位正在使
用中国移动4G网络；从单一的手机通话到高
性价比、丰富多样的终端选择，通信行业的沧
海桑田，重庆移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见证者和
受益者，实践者和创新者。

重庆移动自1999年9月9日成立近20年
来，秉持开拓创新理念，深耕网络建设，专注服
务提升，推动网络制式不断更迭，带动网络速
度从数十K、数百M朝着数十G的方向不断提
升，用户规模不断扩大，为全市超2000万户客
户提供着高质量的信息通信服务。

13年不懈努力
用户突破2000万户

1983年，上海开通全国首家寻呼台，BP机进
入了中国。这种随身的即时通讯方式，大大加快
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速度，加速了公用电话亭的
建设。上世纪80-90年代，投币式、卡片式等各
种公用电话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人称“大哥大”的移动电话进入
了人们的生活。在90年代，一部“大哥大”需要
近3万元，在当时基本属于奢侈品。“开桑塔纳，
打‘大哥大’”，成为当时成功人士的生动写照。

1999年9月9日，重庆移动成立。一年之

后，重庆移动客户突破100万户。而到了2007
年，重庆移动客户就突破了1000万户，这意味
着移动电话进入全民普及时代。

移动电话的普及，深刻地改变着公众的生
活。当年，一则新闻广为人知——一艘渔船在海
上遇险，渔民用手机向陆地求救，成功脱险。一
时间，“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成为热点。

发展是硬道理。那些年，“创无限通信世
界,做信息社会栋梁”成为重庆移动的发展动
力。一方面，重庆移动致力于完善基础网络建
设，“十年磨一剑”提升网络速度与质量；一方
面，不断开拓市场，“神州行”“动感地带”品牌
的推出，很快抓住了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遍
布的营销渠道，稳固了主要客户市场。

2012年，中国移动重庆公司用户数突破
2000万户，迈上发展新台阶。

锐意进取
率先迈出4G发展坚实步伐

3G网络商用之后，重庆移动逐步实现了市
内街镇乡以上城镇、交通要道和重点旅游景点
等重要地段全覆盖。

随着网络的普及与提升，网络技术的更迭
带来了移动互联网的大发展。微博、团购等互
联网应用快速兴起，互联网企业逐渐发展壮

大，信息通信技术与应用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领域。智能手机的高速发展，把越来越
多原本基于PC才能实现的功能，移植到了手
机这一终端。这一变化的背后，是重庆移动网
络基础能力的全面提升。

2013年底，通信发展进入4G时代。重庆
移动再次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在3G发展末期，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
使用了三种技术制式的移动通信网络，作为我国
自主创新技术TD网络的运营建设方，重庆移动在
这场竞争中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另一方面，随着
市场发展渐趋饱和，语音业务增长逐渐放缓，增值
业务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重庆移动的发展，
需要以创新的眼光，寻找新的突破与增长点。

4G发展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支撑，4G巨
大的投资是否会为运营商带来成本压力？技术瓶
颈如何突破？就在整个行业还在思索观望中时，
向来“敢想敢干，说干就干”的重庆移动顺势而为、
应势而动，率先迈出了4G发展的坚实步伐。

2013年底，重庆移动开启4G网络的建设历程。
2014年5月19日，重庆移动4G用户数突破

10万户。
2016年9月24日，重庆移动4G用户数突

破1000万户。这意味着，每3位重庆市民之
中，就有1位正在使用中国移动4G网络。

2016年12月15日，随着武隆岩峰村4G

基站的开通，重庆移动在全市8225个行政村开
通了 4G 网络，率先实现了行政村 4G 信号
100%覆盖，兑现了重庆移动对重庆市政府、全
体重庆市民的庄严承诺。

4G业务迅猛发展，是重庆移动人改革创
新的勇气与决心。赢得千万客户信赖的背后，
是重庆移动飞速发展的优质精品网络，是丰富
多样的智能终端选择，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具体践行。

重庆移动自2014年2月率先在重庆商用
4G网络以来，努力推动4G网络实现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的突破。目前，其4G基站总量已
超过7万个，实现了城区及农村热点区域的4G
网络覆盖，数量超过2G、3G时代建设的总和。

而今的巴渝大地，从高楼到地铁，从山岭
到码头，从穿梭的人流到飞驰的高速公路，无
论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还是炊烟袅袅的乡村，都
能搜寻到移动4G网络的信号，现场实测，核心
区域4G网络平均下载速率已突破43Mbps。

4G网络好用不贵
客户群体日趋壮大

截至2016年，重庆移动4G客户数以平均
每月近40万户的速度快速增长。平均每天都
会有1万多市民新选择加入移动4G的大家

庭。在重庆移动2000多万的客户之中，4G客
户已占据半壁江山。

伴随4G用户成长的，还有越来越丰富的4G
手机。在4G网络刚投入商用之时，支持4G网络
的手机数量屈指可数，而且价格居高不下。为
此，重庆移动联合合作终端厂家，向客户提供了
2000款以上丰富多彩、高性价比的4G终端选
择，大幅降低了客户购机门槛。“重庆移动手机营
业厅”等产品和应用，全面打造面向4G客户的数
字化内容服务，加速推进融合通信业务。

2015年12月末，高清语音业务VoLTE在
重庆宣布试商用，4G+高清语音和视频通话相比
2G、3G语音通话，呼叫时延从6-9秒缩短到了3
秒以内，话音质量提升2倍。视频通话分辨率则
从176*144提升至480*640，提升了10倍。

重庆移动在不断拓展4G网络覆盖、开展
4G+服务创新的同时，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资费
下调，通过降低套餐门槛、优化套餐结构、增加套
餐资源等举措，推出了大流量套餐、移动王卡、专
属流量卡等内容更加丰富、流量更多的资费产品，
让4G网络真正“好用不贵”。

随着4G客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及网络的快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移动客户开始享受到更加实惠的信
息化服务，体验着更加便捷的数字化生活。谢恒

重庆移动 从手机通话服务到数字化美好生活

实践做教材 生活当舞台

指向生活
劳动教育激发成长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
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
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这些政策和改革探索的背后，有着共同
的目标指向，那就是从单纯重视知识的学习，
走向价值观教育；从传统的学科教学走向综
合育人、活动育人；从孤立的德育，走向全员
育人、全过程育人。

这让一直致力于打造生活教育的育才

学校更添动力和信心。
“传统的教育格外重视孩子的知识学

习，但忽视了他们的生活体验。育才学校在
打造生活教育特色的同时，一直将劳动教育
放在重要位置。”沈小燕强调，劳动教育是素
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

为了让劳动教育在学校落地生根，学校
着力开辟劳动教育的实践课堂即农耕学堂，
提倡“做中学”和“学中做”，让孩子手脑并用，
理论与实践结合，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据介绍，整个农耕学堂分为农耕实践
区、养殖区、班级种植展示区、果园、菜园和荷
花池。借助农耕学堂这一载体，学校根据节
日、季节和少年宫活动，开展推豆花、打糍粑、
捉泥鳅、采果子、摘蔬菜、挖莲藕等系列乡村
生活体验课程。同时,学校也将农耕学堂对

外开放，将它打造成众多教师、学生、游客等
的研学基地，发挥出更大的育人功能和社会
功能，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劳动并不等同于劳动教育，赋予劳动以
教育意义，这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育
才学校用生动的教育实践，带给业界一个值
得借鉴的启示。

瞄准未来
让学生真正做生活的主人

“大家快来看，我的玫瑰花终于开啦。”
六年级的李佳玲兴奋不已地高呼着，吸引众
多同学前来观看，大家一起分享着这份快乐。

这份“快乐”得来着实不易。原来，学校
要求学生每人种植一盆植物。然而，李佳玲

买的玫瑰花植物没几天就快枯死了，她格外
着急，立即请教老师，上网搜集材料，精心守
护，最终开出了美丽的花。

李佳玲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用心对待
一件事情，之前我都是很马虎，毅力不够。但
是这次经历让我学会了耐心的坚持和等待。”

“孩子只有在发现、体验和感悟中实现
顿悟和重构，才是真正的学习，才是充满快乐
的学习，才是自主的成长。”学校德育副校长
代秋平说。在育才学校，类似这样的活动课
程还有很多。学校精心设计一系列有目的、
有计划、有选择的教育活动，令学校活了，教
育活了，学生也真正成长起来了。

“学习小先生”辅导同学学习，“刺绣小
先生”教妈妈刺绣，“舞蹈小先生”教村民跳舞
等，学生参与教学率达100%。例如谭立杰
不仅仅学会了编撮箕等传统技艺，还积极帮
助同伴提高技艺。蒋俊在参加厨艺大赛过程
中不仅设计出创意水果拼盘，还掌握了营养
搭配、安全操作等知识，现在一有机会就在家
长面前小露一手。

不忘初心，坚守本真，育才学校以陶行
知生活教育为抓手，以“小先生文化”为特色，
走出了一条农村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为乡
村振兴贡献一份教育力量。

合川区育才学校生活教育办学实践侧记

在合川嘉陵江畔（草街办事处
古圣村）的凤凰山上，有一所颇具
历史渊源的学校。她由人民教育
家陶行知先生于1939年7月创办，
在近80年的办学历程中，始终富有

“陶味”，充满着生活教育的智慧。
她就是合川育才学校。
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她通过整合、借力的方式，形成了
目前三区一馆一地的环境布局，成
为 孩 子 自 主 成 长 、快 乐 学 习 的
乐园。

这是一所致力于打造生活教
育的学校。她以陶行知“生活即教
育，社会即学校”为出发点，以“做
生活的主人”为办学理念，引导学
生成为会做人、会生活、会学习的

“小先生”，成为真正的主人。
“教育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发

掘儿童求知活动中的‘亲知’、‘践
行’的自觉性，激发他们求知的动
力，使个体潜能和创造性充分地发
挥出来，最终实现每个个体独立自
主的成长。”校长沈小燕说，这是学
校孜孜以求的目标。

谭茭 万芮杉 胡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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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北碚静观，一场蜡梅“盛宴”
即将开启。

静观有500多年蜡梅种植史，被
称为“中国蜡梅之乡”。

但是你知道吗，静观的蜡梅远不
止是用来观赏，它还被萃取提炼成数
十种香水和护肤品，远销全球20多个
国家。一些消费者在购买了蜡梅香
水后得知静观，远赴重庆“乡村游”。
静观，凭借一朵蜡梅，成为重庆农旅
融合发展的典范，从业农民由此人均
增收数千元。

这一切，源自西南大学的生物科
技，源于北碚区抓住机遇，盘活辖区内
智力资源，相时而动开展的校地合作。

多项措施促进高校科研
成果就地转化

校地合作是如何成就静观的蜡
梅产业的？话要从头说起。

以前，和大部分赏花经济的做法
一样，静观蜡梅只是在开花的季节迎
来游客，“卖鲜花+农家乐”是唯一的

“变现”渠道。
西南大学在植物学上素有优

势。几年前，青年教师张雄掌握了蜡

梅精油萃取的独家技术。他尝试组
建重庆菩璞生物公司，对静观蜡梅进
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看
起来是个不错的商机。但钱从哪儿
来，客户在哪儿，张雄面对一堆难题。

2015年，北碚启动校地合作，区
政府和西南大学携手，形成了一套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机制。北碚
区科委受到指派，前来一对一开展辅
导。张雄的创业公司很快打通了关
键技术节点，完善相关工艺流程，成
功申报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
凭此获得财政补助资金，缓解了创业
之初的资金难题。

此后，在北碚区组团参与的多个
国家级和市级的科技成果展示会上，
张雄的项目都得到重点推介，逐步获
得消费者和经销商认可，扩大知名
度，打开了市场。承借校地合作的东
风，在蜡梅产品大获成功后，张雄又
把目光瞄向了竹、青蒿、莲花和黄连
等品种。

北碚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这
些新品种的主要产地并不在北碚，但
张雄的企业从外地购进原材料，把产
品卖往全球，总部和结算地在北碚，

把主要税收留在了北碚。更关键的
是，北碚有机会以此为龙头汇集上下
游，形成产业集聚，培育出全新的美妆
产业，为区域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除了一对一辅导，政策引导是北
碚促进高校成果就地转化的又一举
措。例如，北碚规定，成果在本地转化
并在北碚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西南大
学师生，参照其取得的成果出让、股权
转让收益或三年期股权分红个人所得
税区级财政实得部分的50%给予奖
励。受此激励，西南大学变频技术领
域一名专家与位于北碚的歇马曲轴公
司开展技术合作，成立重庆丰豪能有
限公司，专门生产变频电机，此举有力
地推进了北碚制造业的提档升级。

借道高校延揽国际顶级人才

和张雄独家技术成就一个大产
业不同，在北碚校地合作中成长起来
的另一家企业——从事基因技术应
用的浦洛通，需要的是一个庞大的科
研团队的持续努力，以此推动技术创
新和产品迭代。

中国基因科学研究起步较晚，人
才缺乏。浦洛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

必须从国外大量引进人才。事实上，
难以延揽到国际高端人才，一直是国
内科技型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之
一。为啥难？北碚区人才办负责人
介绍，主要原因是人才的认定和评价
体系。据悉，在发达国家，科研人员
更看重自己的履历，而不是短期的薪
资。如果去国外的大学交流学习，是
一件为履历加分的事，但去企业则被
看作是为了赚钱，对履历无增益。

校地合作，破解了这家北碚企业
的困局。按照相关合作办法，西南大
学可以聘请北碚区推荐的外国专家
到学校任职。这样一来，浦洛通急需
的专业人才，就有机会边在大学里教
书和科研，边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可谓一举两得。

同时，这些来到北碚的外国专
家，还可以入住北碚区提供的青年人
才公寓，每人每个月能享受到200元
的补贴，子女也可就读区属公办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解决了在北碚工作的
后顾之忧。

依托校地合作带来的国际顶尖
技术支援，浦洛通很快组建了一支高
规格的研发团队，并成功开发了“基

于尿液癌症早期筛查”技术。简言
之，就是通过一滴尿，便能判断你是
否患有肿瘤。该项目成功入选2017
年度国家“首席外国专家项目”，实现
重庆在该类项目上零的突破。目前，
这家北碚公司已经成为重庆本地基
因医学领域的领军者。

高校师生创新创业可以
得到多项扶持

浦洛通等一众高科技企业位于
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在这个专门为
承接校地合作项目而建的产业园区
里，坐落着西南大学，后者不仅源源
不断地提供技术成果和智力支援，本
身还是一个“精神堡垒”，吸引和感召
着一批又一批创业者前来实践梦想。

抓住机会，北碚区推出了一揽子
鼓励创新创业的举措。平台建设上，
他们在科技园设立了大学生创业孵
化基地、小企业创业基地等各类服务
平台16个，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中介机
构每周定期进驻科技园办公，提供一
站式服务。智力支持上，北碚派出相
关业务部门，聘请教授学者和企业
家，组建多个专家团队，分门别类地
对创业项目进行指导，还直接面向西
南大学学生组织“产生企业想法、创
办企业”培训课程。

资金支持上，北碚设立了大学生
创业专项基金 100万元、种子基金
500 万元、产业引导发展基金 1 亿
元。最近，北碚区政府、重庆市科技
金融集团、西南大学三方共同发起成
立嘉陵创客种子基金，种子基金总规
模3000万元。在北碚创业的西南大
学师生，最高能享受30万个人创业担
保贴息贷款、5万元创业补助、最高
10万元技术设备购置补助，以及运营
补助、短期资金拆借、场地租金减免、
人才项目支持等政策。通过北碚科
技项目立项支持的西南大学师生，最
高可享受20万元项目无偿资助。

西南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校
地合作开展以来，科技园累计孵化培
育企业380多家，其中近三分之一的
项目由西南大学师生创办。依托于
西南大学的智力优势，该园区在科研
和成果转化上已经体现出明显优
势。例如，这里的科技型企业占企业
总数5成以上，几年来累计申请知识
产权多达480余件，成功转化科技成
果700余项。

“科技创新 驱动发展”
系列报道①

科技创新，是
驱动发展的第一
动力。党的十九
大 报 告 中 ，“ 科
技”“创新”是高频
词、热词。中央有
部 署 ，重 庆 有 行
动。一大批重庆
区县、企业积极践
行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或加大科研
投入，或引进“外
脑”“智库”，并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 。
今 起 ，本 报 开 设

“在行动·科技创
新 驱动发展”栏
目，通过讲述一批

“ 样 本 ”的 故 事 ，
展现科技创新的
力量。

开栏语

看北碚如何深挖西南大学这座“智力富矿”
本报记者 吴刚

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创业中心。 （本版图片均由通讯员秦廷富摄）重庆菩璞生物公司展厅内，工作人员在摆放由蜡梅花香精制成的香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