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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移动成立的第 20

个年头。20年岁月悠悠，中国移动

这家红色通信企业的初心从未改

变。

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

历史决战中，中国移动充分发挥信

息通信基础设施主力军的强大优

势，一步一个脚印，积极探索创新基

于“1+3+X”体系的“网络+”扶贫模

式，用情用心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扶

贫扶智成效斐然。

作为中国移动麾下的主力部

队，河南移动植根中原沃土 20载，

高标准建成深度覆盖的农村通信网

络，创新“网络+”扶贫模式，将网络

和信息化优势与消费、产业、健康、

教育等多个扶贫领域相结合，推动

扶贫工作见真效、出实绩。

截至目前，河南移动省、市、县

各级公司共派出驻村帮扶人员300

余人，投入无偿帮扶资金 1800 余

万元，直接帮扶 178个贫困村实现

脱贫摘帽。

山区有了手机信号、村民用上

了百兆宽带、田间地头的土特产通

过互联网卖到了城市，一条条“信息

高速路”变成“致富桥”，越来越多贫

困村的父老乡亲因“网络+”而摆脱

困境走向美好生活。

□陈辉

填平城乡数字鸿沟 书写扶贫精彩答卷
——河南移动精准扶贫工作纪实

河南移动网络覆盖99%的行政村 全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从洪涝灾害严重、土壤贫瘠的小村庄，到产业强、
环境美的幸福村。在河南移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
扶下，信阳市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东乡村实现了从
贫困村到富裕村的幸福蝶变。

“要不是河南移动的帮扶，我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上
现在的日子。”说这话的是东乡村村民陈华周。因小儿
子因病致残，医药费入不敷出，陈家成了村里的贫困户。

河南移动驻村扶贫工作队入驻东乡村后，主动与
陈华周家结成帮扶对子。前任河南移动驻村第一书
记梁冰更是多次来到陈华周家中，送米送油送肉，积
极帮他找工作、搞养殖，找脱贫致富的路子。如今，陈
华周在县城里做起了绿化工人，妻子郭西玲有了保洁
员公益岗位。去年年底，脱了贫的陈华周一家从原来
的旧房子搬进了村里的新社区，住上了3层小洋楼。

“咱河南移动的驻村干部给我出主意、对接政策，
我还养了十几亩的小龙虾。下一步，我准备在小龙虾
塘里种上水稻，稻虾共养，让俺家的收入再翻一番。”
说起未来的打算，陈华周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陈华周只是东乡村 400 多贫困人口的一个缩
影。经过驻村工作队的持续帮扶，东乡村已于 2016
年正式脱贫，目前已脱贫 88户 432人，现有贫困人口
6户8人，贫困发生率已降至0.45%。

驻村工作队利用省公司投入的帮扶资金，先后完
成新村部、文化广场、爱心超市、和谐大道建设，改造了
新社区变压器、太阳能路灯和社区绿化，如今村里设施
完备、户容干净、村貌整洁。同时，河南移动还发挥自
身优势，为村里新建了移动基站，实现宽带到户，在村
内建设安防监控平台和云广播平台，实现对村内道路、
厂区、河道、幼儿园等重点区域的监控。

“我们还想方设法提升村民的精气神，开展端午节

慰问、设立扶贫助学基金、开展文明示范户和优秀学子
评选、关爱留守儿童等各种活动，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
感有了很大提升。”说起村里的变化，已接过“扶贫接力
棒”的新任河南移动驻村第一书记滕江涛如数家珍。

精准扶贫，产业是关键。东乡村全村土地约为
3000多亩，但可耕地面积仅有 1600多亩。大量的青
壮人员外出打工，是一个无企业、无特色产业、无集体
经济的“三无”村。

河南移动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和传统产业特点，因
势利导在东乡村发展优质水稻种植、肉牛养殖、猕猴
桃种植等特色种植养殖业，贫困户通过参与分红、土
地流转和入园务工等多种方式实现脱贫增收。

2015年以来，河南移动先后向东乡村投入扶贫资
金329万元，帮助引进资金850万元，累计安排扶贫项目
12个。2019年东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5.96万元，同
比增长54.87%，贫困家庭人均收入增幅超过20%。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
羊”。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东乡村“三委”班子逐步建
强。河南移动驻村工作队与村“三委”积极配合，持续推
进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活动建设和保障建设，
积极开展晨访夜谈走访，精准落实“1+N+M”帮扶措施，
彻底改变了东乡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面貌。

东乡村由此获得了该县基层党建红旗村、产业发
展红旗村、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和综合工作、
脱贫攻坚一等奖，人居环境二等奖等诸多奖项。今年
8月，东乡村顺利通过国家扶贫工作普查。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挥好‘领头雁’作用，努力
把支部带强、把支书带优、把党员带好，变扶贫输血为
自我造血，打造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河南移动驻
村第一书记滕江涛信心满满。

上个世纪人们爱说“要想富，先修
路”；如今的信息时代，则是“要致富，通网
路”。四通八达、瞬息万里的网络之路，已
当仁不让地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离不开
的亲密伙伴、致富帮手。

豫西山区洛宁县罗岭乡路沟村地处
偏僻，河南移动洛阳分公司的任芬桃四年
前来到这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村里还
没有移动网络信号。任芬桃上下联络奔
走，爬铁塔、架光缆、装设备、测信号，仅仅
一个月，就实现了移动网络的全村覆盖，
不到半年，全村用上了移动百兆宽带。

有了网络，村里的主导产业核桃的种
植销售也开始“触网”。任芬桃帮助村里组
建了电商平台，打造本土核桃品牌，统一包
装、分级分类销售，在线上电商平台、线下
实体店和微信朋友圈三路并进，2019年销
售干果核桃 2500箱，价格每公斤达到 20
元，全村核桃销售收入总额达到65万元，村
里的31户贫困户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打造领先信息基础设施，填平城乡数
字 鸿 沟 一 直 是 河 南 移 动 努 力 的 目 标 。
2015年以来，河南移动累计投资82.5亿元
建设农村4G基站4.9万个，投资29亿元建

设农村光纤宽带端口 650万个，建成农村
光缆26万公里。

在落实国家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中，河南
移动先后投资2.3亿元，完成了四批电信普
遍服务试点工程，实现了全省749个行政村
光纤宽带接入和784个行政村的4G网络覆
盖；投资5.09亿元，累计实现了1129个贫困
自然村和3999个 20户以上自然村的光纤
宽带接入，2822个20户以上自然村的4G网
络覆盖。今年年底前，河南移动还将再投入
5600万元，完成新一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工程，进一步优化提升256个行政村的4G

网络覆盖质量和覆盖水平。
截至目前，河南移动行政村光纤宽带

覆盖率和 4G 网络覆盖率均在 99%以上。
已向全省农村地区超过 2400万用户提供
了4G无线宽带服务，向超过630万用户提
供了 200M以上光纤宽带服务，向超过 17
万用户提供了NB-IOT物联网服务。

“十三五”以来，河南移动以一己之力
建设了我省一半以上的4G、5G基站，让一
亿河南人享受到了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服务，这份荣耀将永
远铭刻在中原大地上。

依托完善的信息通信网络，河南移动
始终坚持用最先进的技术、最优质的网络
和最便捷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数
字生活的需要，谱写出一个个动人的“网
络+扶贫”故事。

信息扶贫、消费扶贫、教育扶贫、产业
扶贫、健康扶贫……河南移动灵活运用

“网络+”扶贫新模式，强化组织、资金、人
才3方面保障，既扶贫又扶智；既保证当下
脱贫，又帮助贫困村积极谋划可持续发展
之路，各项扶贫举措出实招、见实效。截
至目前，河南移动驻村帮扶工作已通过线
上线下消费扶贫模式，共采购贫困地区农
副产品 800余万元，直接帮扶 178个贫困
村实现了脱贫摘帽。

网络+产业扶贫，电商架起致富桥。
在信阳淮滨县东乡村，河南移动驻村扶贫

工作队帮助当地服饰加工企业实施信息
化转型，协助建设了直播间网络设施，村
里的产品可以通过网店、直播平台直接远
销全国各地。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河南移动网络工程及相关技术人员
不避艰险，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先后
开通/调测光纤宽带9000余条、开通/优化
基站 500余个，累计帮扶 600余家贫困村
企业顺利实现了复工复产。

网络+教育扶贫，智志双扶斩穷根。
针对贫困地区的校园，河南移动优先部署
校园宽带倍增计划，确保学校宽带服务

“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共惠及全省
1.1万所中小学校。河南移动“云视讯+同
步课堂”走进 3000余所学校，为贫困学生
免费提供“和教育”学习资源，打开山区孩
子通往精彩世界的大门。

网络+健康扶贫，千里送医到家门。
河南移动与郑大一附院、国家远程医疗中
心通力合作，在贫困地区开展“互联网+健
康医疗”服务，完善了全省100多个县 147
家定点医疗机构的系统部署，建成了基于
5G SA与固网融合的疫情防控与远程医
疗综合服务体系，并在信阳光山开通了省
内首个 5G远程医疗农村试点。通过远程
医疗平台的共享，推动河南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主动帮扶和带教县级医院，让身在
偏远农村的患者足不出户也可以享受到
三甲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网络+旅游扶贫，好风景变成聚宝
盆。在焦作孟州市莫沟村，河南移动搭建
的“智慧莫沟”平台实现了对莫沟村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旅游景点、南太行窑洞文
化的全方位信息化展示宣传，成功将“互

联网+”的基因移植到古老的原生态文化
中。在太行山、伏牛山和大别山腹地，河
南移动将 4G网络信号布满这里的山山水
水、送到偏远的峰峦山谷，山里的百姓借
着山村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春风，脱贫致富
的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河南将
和全国一起实现高质量脱贫。面对即将
展开的“十四五”画卷，河南移动也在持
续总结经验、完善工作，做好帮扶地区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衔接，全面升
级“网络+”扶贫模式，进一步夯实网络
扶贫基础，通过“5G”扶贫、智慧乡村等
新技术、新模式，帮助农村地区巩固提升
脱贫成果、建立长效帮扶机制，让“信息
高速路”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数
字新生活。

2015 年我被选派到第二故乡大柳树村，

和战友们一起努力，用脚步丈量出大柳树村

每一寸土地的厚重，用语言一寸寸拉近与人

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体的距离，一幕幕心灵

交融的场景，一帧帧嘘寒问暖的画面，感动

着帮扶对象，更感动着我自己，我为人民群

众的淳厚和质朴深感骄傲，更为投身脱贫攻

坚的浩浩洪流而倍感自豪。回首扶贫心路

历程，满满的收获，有力的锻炼，充实的成

长，都宛若一曲曲动人的旋律，谱成了我成

长之路上的华美乐章。

河
南
移
动
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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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创新“网络+”扶贫模式 扶贫扶智打造可持续发展之路

扶贫案例

两任书记接力 东乡村幸福花开
——河南移动赋能淮滨县东乡村幸福蝶变的密码

河南移动滑县分公司
驻王庄镇大柳树村第一书记 孙聪杰

回望三年的扶贫工作，欢笑伴着泪水，

委屈伴着感恩，历练伴着成长，最高兴的莫

过于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也时常感

到愧对年迈多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如

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愿意奔赴这场脱贫攻

坚战，纵然满是艰辛，我亦无怨无悔。这三

年的点点滴滴、种种经历，给予了我人生中

不可多得的财富，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我的人

生价值！

在很多人眼里，春天是阳光明媚、绿树红

花、潺潺流水。而在我眼里，春天是田地里蔬

菜蓬勃的长势，是油菜花散发出的芬芳，是柴

鸡下蛋咯咯嗒的叫声，这别样的春景里蕴含

着彦张村村民们丰收致富的希望。我是驻村

书记，对我来说，村民们能过上好日子，那才

是真正的春天，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乡亲们

早日收获欣欣向荣的春天！

驻村以来，我更上心的是村里的产业发

展。脱贫要靠产业，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

子，为发展产业，我走遍村里的沟沟岔岔，遍

访农户，奔走县乡协调，并带领村干部到孟

津、南阳等地考察，帮助村里发展了生态养

猪、鸽子养殖、食用菌等多个产业，乡亲们都

亲切地称我为“猪司令”“鸽书记”。今年初

我任期已满，但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我选择

留下，和新任书记一道在这里续写产业大文

章。

河南移动平顶山分公司
驻舞钢八台镇彦张村第一书记 尚锦锦

河南移动洛阳分公司
驻汝阳县王坪乡合村第一书记 周建超

河南移动叶县分公司
驻常村镇栗林店村第一书记 徐晓伟

在河南移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陈华周、郭西玲夫妇顺
利脱贫，还建起了三层小洋楼

河南移动将网络送到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让山区群众通过“网络+”摆脱困境走向美好生活

河南移动先后向东乡村投入扶贫资金 300多万元，如今
村里设施完备、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成了“红旗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