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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中
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移动网
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在全国
实行“携号转网”。

对此，中国移动立即回应，将坚决贯
彻落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工作
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工作落实。推进宽带
网络设备升级改造，实现城区70%区域的
设备具备千兆能力。进行4G网络精确扩
容，提升室内深度覆盖，进一步提高用户
上网体验。

据四川移动相关人士透露，即日起推
出七项降费举措，让消费者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实惠和方便——

1、全面取消流量“漫游”费。2018年7
月起，全面取消国内流量“漫游费”，即取
消流量本地、全国差别、统一为全国流量。

2、推出大流量资费体系。满足客户日
益增长的流量使用需求，积极推广“任我
用”、“移动王卡”等大流量资费。

3、进一步丰富流量产品。推出合作内
容更丰富、权益更多的定向流量资费和假
日包等灵活周期产品。

4、全面推广“流量安心服务”。针对流
量标准资费客户全面推广“流量安心服
务”，减少客户流量超套餐费用支出。

5、持续下调流量国际漫游费用。持续
加大国际漫游费用降低力度，实现国际漫
游流量大包多天资费的覆盖率达到90%
以上。

6、家庭宽带全面提速。开展家庭宽带
“提速攻坚”活动，实现百兆营宽带占比
50%及以上、单位带宽单价下降30%的目
标。

7、进一步下调专线价格。再次下调互
联网专线标准资费、简化小微宽带产品，
集中打造百兆宽带商务版，推动企业实际
接入成本降低15%。

此外，为让用户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
自己都订了哪些业务，消费得明明白白，
四川移动还特别推出贴心短信服务。之
前，退订业务往往要去营业厅排队，现在
发送短信0000到10086就能查询和退订包
月类增值业务。订购业务清清楚楚，如果
收到服务类或者行业短信，可根据短信要
求回复的短信代码进行拒收该类短信，一
键退订，明明白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四川移动开通逾140座5G基站 七项降费服务领先
2019年被喻为5G元年。在北

京两会现场，中国移动5G在通信保
障服务中精彩亮相。不仅中国移动
北京公司积极推进5G建设，多家中
国移动地方分公司也同步实现5G
超高清实时回传。据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赵大春介绍，截至目前，中国移动
已在四川开通逾140座5G基站，实
现商业区、CBD区域、交通枢纽、地
铁沿线、旅游景区等场景的5G网络
覆盖。

同时，在一年一度的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即将来临之际，四川
移动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提速降费相
关政策，推出七项降费举措让广大
用户资费更优惠、消费体验更优。

据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相关人士介
绍，从2018年底开始中国移动就积极
筹备为今年两会提供5G网络覆盖。

2019年1月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区
域实现中国移动5G信号覆盖。随后，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周边区域开通
首个面向商用的4.9GHz + 2.6GHz
5G双频网络，为国家级5G新媒体演
播平台提供5G网络支撑，为高清4K、
8K以及VR等业务提供更优质的画面
体验。同时，中国移动率先在梅地亚

两会新闻中心开通5G试验网。2月25
日中国移动成为首家为央视提供高
清直播的运营商。

不仅如此，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与
中国移动安徽公司合作，实现两会代
表委员驻地和记者站5G信号全覆
盖，代表委员们在驻地酒店即可通过
移动5G网络体验高清视频回传，媒
体记者也可通过5G网络实现超高清
视频素材回传。

在河南代表委员驻地，中国移动

北京公司部署的5G网络也在助力河
南报业实现全国两会5G全息播报。
5G网络将虚拟直播间、高清分屏直
播、VR等新技术首次融入其中，全息
播报两会盛况。

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形成5G网络
能力，为用户提供优质5G服务，中国
移动设计并组装了首批车载5G基
站，目前中国移动的两辆双子5G应
急车“京京”和“移移”24小时为两会
通信保障服务待命。

今年两会，5G成为热议焦点。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赵大春建议，政府加快
5G商用牌照发放、出台全国层面的法
律法规支持5G建设、加大5G频率清理
力度、制定科学的5G网络用电优惠政
策，推动网络强国发展战略落地。

据赵大春介绍，当前，包括中国、
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在内的国家和

地区都在积极推动5G网络建设，部分
国家已经宣布商用。他表示。目前中国
移动已启动全球规模最大的5G规模
试验网建设，携手产业伙伴一道加速
5G端到端成熟和规模应用。在四川，
中国移动已在成都、绵阳、乐山等市州
开通5G试验站点，联合设备制造商开
展4/5G协同组网和5G立体组网创新
课题研究，共计开通逾140座5G基站，

实现商业区、CBD区域、交通枢纽、地
铁沿线、旅游景区等场景的5G网络覆
盖，下行速率高达2.5Gbps，并实现了
VR/AR视频、4K高清视频、5G无人机
等业务应用。

目前，中国移动5G的众多应用
场景已在四川落地。3月4日下午，四
川移动、中移（成都）产业研究院、成
都双流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华

为在双流国际机场T2航站楼联合
举行5G智慧空港建设启动仪式，强
强联手助力5G智慧机场建设，这意
味着四川信息化建设历程中又一标
志性的时刻已经到来。

作为四川省信息化建设领军企
业，四川移动已建成“全国首个5G
示范街区”成都远洋太古里，同时在
成都地铁10号线、兴隆湖、西博城、

天府软件园等重点区域覆盖5G网
络。日前，四川移动还携手成都消防
开展了5G网络支撑下的无人机高
层火灾救援演练等，着力探索5G行
业创新应用。

2019年，四川移动将持续深化
5G共建发展，进一步将5G技术应用
带进百姓生活，真正实现“5G连接
美好未来”！

服务两会 中国移动5G精彩亮相

助力信息化建设 四川移动开通逾140座5G基站

落实提速降费
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建议两高在2019年采取措施，提高刑事案
件证人出庭率，切实改变目前大量案件关键
证人不出庭的现状。” 司法改革

高度点赞
最高检激活正当防卫制度

2018年，公众关注的多起重大热点
事件，在两高报告中都有所反映。

在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方面，令徐昕印
象深刻的还有最高检激活正当防卫制度。
徐昕说，最高检报告提到昆山反杀案、福
州赵宇案，并作为正当防卫典型案例发
布，对于类似案件的处理有指导作用。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媒体披露
昆山反杀案后，最高检指导江苏检察机
关提前介入，提出案件定性意见，支持公
安机关撤案，并作为正当防卫典型案例
公开发布；指导福州市检察机关认定赵
宇见义勇为致不法侵害人重伤属正当防
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昭示“法不能向
不法让步”。

周光权同样为最高检的此举点赞。
他说，希望两高进一步在司法活动中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对于实
践中应当宣告为正当防卫的案件，要敢
于担当，准确适用法律，果断地宣告为正
当防卫，使合法行为不向非法行为让步。

建议改变
关键证人不出庭现状

徐昕注意到，两高报告都提到了防
范和纠正冤假错案。他说，积极防范和纠
正冤假错案，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能
更好地使每一个公民感受到司法正义。

周强说，完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
制，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各级法

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
1821件，其中依法纠正“五周杀人案”等
重大冤错案件10件。落实罪刑法定、疑罪
从无等原则，依法宣告517名公诉案件被
告人和302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

张军介绍，检察机关坚持不懈纠防
冤错案件。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
决定不批捕168458人、不起诉34398人，
同比分别上升15.9%和14.1%。对发现的
冤错案件及时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
纠错的同时深刻总结教训。

在完善冤错案防范纠正方面，周光
权提到，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被告人
不享有对质权，使得有些冤假错案难以
避免，建议两高在2019年采取措施，提高
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切实改变目前大
量案件关键证人不出庭的现状。

体现决心
维护公平营商环境

“两高”报告均强调保护产权、民营
企业和企业家，并且都点到了张文中案。

据悉，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
对原审被告人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
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审
判决，改判张文中无罪，同时改判原审同
案被告人张伟春、原审同案被告单位物美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罪，原判已执行的罚
金及追缴的财产，依法予以返还。

徐昕表示，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
成为近年来的突出现象。“两高”报告提
到的上述内容，体现了保护民营企业家，
维护健康公平营商环境的决心。

值得关注
如何深化执行改革

最高法2016年3月提出“用两到三年
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周强12日作
报告时，专门介绍了法院攻克执行难工
作的成效。

徐昕发现，此次报告中，最高法用比
以往更大的篇幅强调破解执行难问题。

周强说，三年来，法院共受理执行案
件2043.5万件，执结1936.1万件，执行到
位金额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8.5%、
105.1%和71.2%，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基本形成中国特色执行
制度、机制和模式，促进了法治建设和社
会诚信建设，“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
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汤维建在对法院攻克执行难工作成
效进行肯定的同时表示，如何深化执行
改革，仍值得期待和关注。

周光权也建议，2019年，最高法院要
进一步抓好民事执行工作，进一步提高
执行力，使得判决能够尽可能得到执行、
兑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汤维建还提到，优秀法官流
失现象严重，如何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履
职保障，防止优秀人才流失，同样值得
关注。

公益诉讼
还存在失衡现象

专家们还关注公益诉讼的开展情
况。“希望检察院积极开展公益诉讼，通

过履行检察职能保护环境，维护老百姓
的切身利益。”周光权说。

最高检报告提到，2018年共立案办
理民事公益诉讼4393件、行政公益诉讼
108767件。其中，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59312件、食品药品安全41118件、国有
财产保护10025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2648件、英烈权益保护57件。

张军说，通过办案，督促治理被污染
损毁的耕地、湿地、林地、草原211万亩，
督促清理固体废物、生活垃圾2000万吨；
督促查处、回收假冒伪劣食品40万公斤，
假药和走私药品9606公斤；督促追收国
有财产257亿元；追偿修复生态、治理环
境费用30亿元，违法者必须为恢复受损
公益“买单”。

对此，汤维建认为，公益诉讼的数据
结构存在行政公益诉讼多、民事公益诉
讼少、诉前程序多、诉讼程序少等失衡现
象，如何平衡推进各种类型的公益诉讼，
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

汤维建还提到，内设机构改革使民
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和刑事
检察并行的构想好，但如何加强检察力
量，强化检察能力，使之切实落地应予重
视；捕诉一体化改革提高了效率，但应当
同时加强内部监督，确保公正；检察长列
席审委会制度应当更加深入全面地推
行，使之产生应有的监督效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两会
报道组记者 高鑫 北京报道

四川移动助力成都双流国际机场5G智慧机场建设

中国移动5G保障两会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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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法学专家谈“两高”报告：

这些方面的改革值得期待
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12日上午9
时举行第三次全体会
议，听取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的报
告，听取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张军关于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的报告。会后，全国人
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清华大
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
维建，北京理工大学法
学院教授徐昕三人接
受了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专访。

专家们对“两高”
保护民营企业、纠正
冤假错案、激活正当
防卫等做法点赞的同
时，还建议“两高”在
2019年采取措施，切
实改变目前大量案件
关键证人不出庭的现
状，进一步深化执行改
革，加强司法人员履职
保障，平衡推进各种
类型的公益诉讼。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
院教授周光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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