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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正成为连接现实空间和虚拟数
据的桥梁。

11 月 30 日，中国电信广西公司宣布
建成开通覆盖至县以上城市的千兆光宽
带网络。这是全国第一个覆盖到县城以
上城市的千兆宽带光网，标志着数字广
西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又迈新台阶，
也预示着一个大容量光宽带时代来临。

进入千兆光网时代，百姓的生活
“更极速、更安全、更智能、更丰
富”。千兆宽带网，是“广西速度”的
彰显，是广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
次跨越，更是广西电信人又一次自我超
越。广西电信正一步一个脚印，全力落
实“网络强国”战略，让八桂大地网络
更高速、设施更智能、生活更便捷。

千兆宽带，为何而来

1000 兆能做啥？能给百姓生活带来
怎样的改变？

有一个通俗形象的比喻：如果说 10
兆宽带是“公用自行车”， 50 兆宽带是
“嘀嘀打车”， 100 兆宽带是“和谐
号”， 500 兆宽带是“民航飞机”，那
么千兆就是超音速，在使用方面，几乎
无所不能，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

到的。
在千兆网络下，“秒传”“秒下”

易如反掌，高清视频通话、智慧家居、
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能一一实现。

千兆宽带带来的惊喜，不只是网
速。玻璃茶几变身电子屏幕，可以操控
家里的智能家居；利用全息投影可以跟
自己喜欢的明星同台“飙歌”；观看 VR
视频，能够实现“时空穿越”……

千兆宽带网的建成，宣告了以“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技术为核心的广西智慧家庭发展进入
“快车道”。一旦安装了电信千兆宽
带， 4K 电视、 8K 直播、 VR/AR 游
戏、 3D 全息视频、智能传感器等专业场
景下的应用都能立刻走进普通家庭生
活，千兆到户将成为信息社会智慧家庭
的标配。

数字广西，千兆支撑

今年 8 月 30 日，自治区党委、政府
召开了数字广西建设大会，动员全区上
下实施大数据战略，建设数字广西。肩
负“铺路搭桥”使命的广西电信，主动
投身数字广西建设的重大决策，承接自
治区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签署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9 月 20 日，中国电信广西公司召开

首届互联网+合作伙伴大会，分别与华
为、浪潮、阿里云等 158 家信息领域领
先的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携手共建数字
广西，助力我区实施数字政府、数字经
济、数字社会、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专项
行动计划，全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政府治
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

夯实“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基
础。扩容出口带宽，形成互联网西南出
海口，不断支撑“一带一路”信息服务
能力。目前，互联网出省带宽达到
4110G ，占全区出口带宽的 70% 以上。

在全区农村区域实施“三通一
平”，即通 4G 、通宽带、通电视，补齐
数字广西建设的农村通信信息板块，填
平数字鸿沟，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速降费，惠民利民

近年来，广西电信一直积极落实降
费提速，目前已经累计为 500 万用户完
成宽带提速，宽带用户 100M 以上用户
占比超 70% ，光纤用户占比超 85% ，有
线宽带接入综合资费水平 5 年来下降

70% 以上。率先推出手机流量国内超定
量限速不限时套餐，流量平均单价降幅
超过 70% 。推出中小企业商务专线、安
全专线，百兆带宽资费下降超过 30% 。
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
下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长话
及流量资费，平均降幅 90% 。

同时，广西电信还积极履行央企责
任，开展信息化扶贫，累计实施扶贫项
目 258 个，投入帮扶资金、物资超过
5500 万元。近 3 年投资农村网络建设 45
亿元，完成了 1360 个行政村通宽带建设
项目，占总数的 61% 。打造“八桂先
锋”党建云，服务自治区党员 30 万人。
推进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建设，覆盖
1 3 0 0 万贫困户。建设“互联网+农
业”，为农户提供应用服务 150 万人
次。合作推进益农社覆盖行政村 7000
个。大力推广光纤电视，传递党和政府
声音、满足农民文化娱乐需求，用户达
400 万，辐射人数超千万。大力发展农
村电商，搭建广西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
务平台，打造“互联网+物流”，建成约
2 万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及一批县级电
子商务配送服务中心，实现“工业品下
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功能。

(黄祯光)

数字广西建设通信基础设施再上新台阶

广西率先建成县以上城市千兆光网

辉煌 年 壮美新广西

托起山里娃的美好未来
——— 壮乡山区教育的变迁

从泥瓦房到崭新的教学楼、山村教师逐渐“下得去、留得
住”、许多山里娃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广西坚持将教育作为最重
要、最长远的民生工程进行投入，乡村教育“短板”不断补齐，越
来越多山里娃正享受到更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从山顶往下望，山脚的村寨
三四十户人家，最漂亮的建筑前
面的操场上，高高的旗杆上飘扬
着五星红旗——— 这里是隆麻小
学。

隆麻小学位于都安瑶族自治
县的贫困山区。看着学校一年年
大变样，从教10多年的老师马
明远心底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学校以前全是泥瓦房，200多
个学生挤在6间教室里。”

马明远说，那时山里娃读书
苦，教室不够，更没有学生宿
舍，住得远的孩子清早五六点从
家里出发，走2小时山路到校上
课，中午只能吃“黄豆蒸饭”。

《广西教育史》记载，上个
世纪80年代，广西各地中小学
硬件缺乏，有的小学因缺教室在
大树下上课。

“2012年开始，新建学生
宿舍、食堂、教师周转房，
2015年新教学楼建成。”校长
蓝昌瑞说，家离得远的孩子住
校，国家发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

和营养午餐补助，不用掏一分
钱，孩子们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
菜。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孙国友
说，国家启动“两基”攻坚计划
后，各地学校硬件条件得到改
善，基本解决了“有学上”问
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解决
“上好学”问题，广西投入巨额
资金，实施“改薄工程”和“双
千计划”。

“2017年，广西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教育投入总量达911亿
元。5年多来，仅‘改薄工程’
各级资金投入350多亿元，覆盖
2万多所义务教育学校，许多山
区学校大变样。如今在贫困山
区，最漂亮的房子肯定是学
校。”孙国友说。

自治区教育厅基建处处长陈
标智介绍，最近4年，广西新建
学校、幼儿园达1200多所，这
相当于此前15年新建学校的总
和，“大班额”“入园难”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

大山深处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1

记者多年来在广西贫困地区学校
采访，常常问及孩子们的梦想，很多
孩子的回答是“打工”。山里娃文化
基础弱、视野窄，制约着他们的未
来。如今，许多山区学校硬件设施越
来越完善，电子白板、多功能一体
机、多媒体设备等一应俱全，山里娃
通过互联网了解外面的世界，许多孩
子有了更宽的视野。

“随着教育基础设施越来越完
善，加上偏远地区教师待遇逐步提
高，山区教师队伍朝着‘下得去、留
得住、教得好’的方向发展。”自治
区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刘冰说。

广西忻城县红渡镇渡江教学点曾
被称为“教师中转站”，这里离县城
11公里，以前许多老师想方设法调回

县城。“最近两三年情况完全改变
了，县城小学缺教师，竟没人报名调
回去。”教学点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让山里娃享受更公平、更有质
量的教育，广西采取多重举措提高贫
困山区、偏远地区的教学水平，包括
对山区教师进行针对性培训、鼓励优
秀退休教师到山区支教，鼓励城区名
校与山区学校结对帮扶共建等，成效
显著。

南宁市滨湖路小学与黔桂交界的
天峨县顶茂希望小学结成帮扶共建单
位，滨湖路小学教师每年前往顶茂希
望小学支教，大山里的孩子每年来滨
湖路小学参观学习，许多孩子感到收
获很大。

让孩子们享受更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2

在大山深处，贫困曾经是许多孩
子求学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如
今，义务教育阶段免除了学杂费，还
发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实施营养改
善计划；贫困学生高中阶段学费全
免，还享受国家助学金。一系列针对
贫困学生的资助政策，让一个个贫困
孩子得以完成学业。

自治区教育厅资助办主任全斌
说：“广西已实现学生资助政策的
‘三覆盖’，即对所有学段全覆盖、
对公办和民办学校全覆盖、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全覆盖，并建立健全从学
前到高等教育各阶段家庭困难学生帮
扶长效机制。”

从2016年起，广西专门出台普

通高校招生专项计划，面向建档立卡
贫困户考生实行计划单列、单独招
生，开辟升学绿色通道，计划实施以
来已定向招生超过4500人。

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镇板买村一
对双胞胎兄弟出生在贫困家庭，今
年，兄弟俩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四
川大学。“高中免除学费，还有国家
助学金，3年没花一分钱。”谈起求学
路上得到的资助，兄弟俩充满感激。

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负
责人说，广西针对贫困户家庭的高校
毕业生进行专门就业培训，并开设专
场招聘会，发放求职补贴，帮助他们
顺利实现就业，彻底斩断“穷根”。

据新华社

多措并举阻断贫困代际传递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