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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记载了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青海通信事业改

革发展的光辉历程.这２０年,是国家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成熟,取

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的２０年.青海通信行业在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各集团公司和青

海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坚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全面提高通信能力,为全省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理念,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由制约青海改革开放的通信瓶

颈,成长为助推青海改革开放的先导性产业.

一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是青海邮电总结经验、探索改革、提高通信能力,行业面貌逐步改观的

５年.面对全省通信设施落后、通信能力严重不足、投入资金匮乏的严酷局面,在创新管理

思路,提高管理水平,整治现有通信设施,提高有效利用率的同时,努力争取邮电部和省委、

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加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１９８６年,青海邮电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全省邮电系统实行局(厂)长任期目标责任

制和企业工资总额包干试行办法.１９８７年,在总结任期目标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全省邮电

企业实行经营责任制,变收支差额管理为利润管理.财务分配实行核定“利润基数”和“上

缴利润定额”,对企业超额利润“倒一九分成”.１９８８年,实行单位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业

务总量挂钩,进一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１９８９年,在全省１３个直附属单位实行承包经营责

任制.经５年的艰苦探索,调动了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各项经济技术

指标得到较大提升,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获邮电部承包经营责任制优胜奖.

１９９０年,根据邮电部的统一安排,全国邮电开展大规模的通信设备整治工作.省邮电

管理局及各通信企业成立了通信设备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经上下结合、责任明

确的大规模整治,通信设备的完好率、有效利用率均得到显著提升.西宁市电信局被邮电

部电信总局评为设备整治优秀单位.

１９８５年,全省邮电长途通信电路３１７条,磁石、共电、步进、准电子、纵横等制式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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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容量２４４万门.其间,青海邮电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４亿元,新增长途电路３７３条,新增市

内电话容量１４４万门.尤其是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由邮电部,省、市政府及省邮电管理局共同

投资１４６３１万元引进日本富士通公司 F１５０型１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迈出了联合投资、

利用外资引进设备的第一步.固定资产总值为２１９亿元,是“六五”末的１７倍.１９９０年,

邮电业务总量３１０１１万元,邮电业务收入４６８３９万元,电话用户２５４万户,全员劳动生产

率６６７７元,分别是“六五”末的２１倍、２３倍、１５１倍、２９９倍.尽管如此,固定电话“一

机”难求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全省邮电共亏损６９８２２万元,农村电话亏损３５９６８万元,

青海邮电陷入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建设资金匮乏的困境.

二

１９９１年初,青海省七届人大第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将邮电通信列为全

省的发展重点之一.青海邮电按省政府要求,紧跟全国通信大发展步伐,充分利用外国政

府贷款和政府、企业共同投资等形式筹措资金,抓紧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突出重点,搞活

全网”的建设方针,确立加速“西宁—海东—海西”三点一线及格尔木地区的通信建设,逐步

改善海南、海北、黄南、果洛、玉树５个自治州通信条件的建设思路.将重点地区邮电局开

通程控交换机淘汰的性能较好的模拟交换机调配到其他邮电局使用,既解决了旧设备的充

分利用,又提高了这些地区的通信能力.

全省城镇实现市话交换自动化.“八五”期间,青海邮电坚持引进程控交换机与利用国

产模拟交换设备并重.１９９２年,全省３３个州(地、市)、县利用程控、模拟两种交换设备,实

现市内电话自动化.１９９３年２月,省邮电管理局利用澳大利亚政府贷款,投资１２６亿元引

进程控交换机总容量６８万门,重点解决西宁、海东、海南、格尔木等地程控电话扩容.全

省引进、扩容程控交换机１２５万门,安装二手自动交换机２３万门.

在传输方面,加快光缆建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邮电部与甘、青两省投资的兰州(永登)—

西宁３４Mb/s光缆竣工运行,实现青海长途通信光传输出省目标.当月,省内第一条市话通

信光缆西宁市古城台—火车站光缆投入运行,为省内市话光缆的运用迈开了第一步.１９９５
年,建成开 通 民 和—乐 都、平 安—互 助、西 宁—湟 源—海 晏—西 海 镇、平 安—李 家 峡—循

化—同仁隆务镇共４条通信光缆.

无线寻呼和移动通信从无到有.１９９３年２月,西宁市电信局开通数汉兼容无线寻呼系

统,扩大了用户群体.１９９５年,经省财经委员会批准省邮电管理局引进瑞典爱立信公司

ATCS９００兆赫兹蜂窝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当年体现身份和财富的移动手机受到社

会各界的热烈追捧.

１９９１年,人工电报进入自动转报.西宁市电信局开通１２８路程控自动转报系统,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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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州一地１３个县组成自动转报网.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西宁市电信局建成公用分组交换数据

网,在西宁及六州一地、大通、格尔木共设１３个分组交换点,为全省党政、企事业单位,以及

金融、税务、工商等部门实现计算机联网,提供方便快捷的数据业务服务.

卫星与数字微波通信从无到有.１９９４年３月,由邮电部安排,并全额补贴建设、扩建青

海 VSAT卫星通信５个地面站,使青海拥有了卫星通信.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西宁—格尔木４８０
路数字微波通信开通运行,使微波通信进入高效、快捷的数字化通道,海南、海西、格尔木长

途通信电路紧张状态得以缓解.

青海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０次会议通过«青海省邮电通信管理条例»,省政府批转省

计划委员会«关于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征收地方通信建设附加费的报告»,使通信管理及建设

收费有法可依.

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全省邮电企业岗位技能工资实施办法»,薪酬制度的初步改革调动

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１９９３年,国家放开无线寻呼、无线集群电话等９项电信增值业务,全

省先后涌现１２家无线寻呼公司及多家无线终端经销门店,邮电独家经营电信业务的传统

被打破.

１９９４年,鉴于邮电通信网络的统一性、先进性,青海省常务副省长王汉民要求各单位专

用通信网接入西宁市电信局公众网.省、市政府,省监狱局,西宁钢厂,西宁铁路局,省送变

电公司等单位专用网陆续并入西宁市电信局公众网.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４日,省计划委员会批准省邮电管理局«关于利用第四批日元贷款改造省

内干线通信网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总投资３４１亿元,引进程控交换机１０万门,建设

全省长途传输网、移动通信三期扩容、分组交换端口扩容等工程.１２月１９日,省政府决定

将地方国营省农村电话局划归省邮电企业经营管理.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青海邮电固定资产投资５５６亿元,新增长途电路１３１１路端,市话交换

机１４６７万门(其中程控交换机１３５１万门),电话用户６５６万户.期末,长途电话为２３１５
路端,市话交换容量为１４８６万门,电话用户９１３万户.９００兆蜂窝式移动电话(俗称“大

哥大”)和无线寻呼从无到有,用户分别为２５６０户和１３２万户.新建西宁、玉树、果洛及海

西茫崖卫星地球站.西宁市(含大通)电话号码由５位升至７位.

三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全国邮电改革全面展开.运行４８年的邮电合一、政企合一体制终结,

为打破电信垄断,建立竞争机制,传统电信业务经２次拆分重组,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青

海移动通信公司相继成立.省邮电管理局遵照青海省“九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到２０
世纪末基本实现全省传输干线数字化,县以上市内电话程控化的邮电通信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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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邮电管理局坚持改革、发展两不误,在基本实现州(地、市)城镇市内电话程控化的基

础上,着力进行县镇电话程控化的建设;进行模拟明线传输向光缆数字传输转变;模拟蜂窝

无线移动电话向无线数字移动电话转变.在扩容省内公用分组数据交换网的同时,着手建

设数字数据网(DDN)及电话本地网,推动政府、企业、医院、学校和家庭上网,推进全社会信

息化建设.

加快光缆建设速度.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先后建成西宁—湟中—海南环路、互助—大通—

门源、兴海—玉树、花石峡—果洛、果洛—甘德—达日、门源—祁连、同仁—泽库—河南、柴

旦—锡铁山通信光缆.１９９８年,完成玉树、果洛两州至各县的光缆敷设工程.国家“九五”

重点工程兰州—西宁—拉萨(业内称“兰西拉”工程)及乌鲁木齐—格尔木—兰州(业内称

“二出疆”工程)２条一级光缆干线省内段于１９９８年末全部竣工.至此,省内光缆总长度达

６４６６公里,全省光数字传输“高速路”基本形成.

提高长话、市话和农话交换能力.１９９８年,西宁市电信局长途１００００路端工程竣工开

通.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电信格尔木分公司２０００路端长途交换局投入运行.六州一地邮电局及

各县邮电局长途电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至此,全省长途电路达１４５万路端.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建设无线市话(俗称“小灵通”)网作为固定电话的有益补充.这种

按市话收费的手持无线电话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欢迎.西宁市电信局利用中兴ZXA１０接入

网系统与EWSD交换设备实现对接,西宁市话网实现语音、数据、图像三网合一.１９９８年,

实现全省州(地、市)、县电话程控化.１９９９年末,青海９个州(地、市)邮电局全部建成本地

通信网,全省３３个州(地、市)、县邮电局接入全国长途自动通信网.

海东地区民和县７个邮电所２４个乡镇的农村电话全部实现程控化.民和县史纳邮电

支局１０００门程控电话竣工开通,并率先建成 RM 数字程控模块局.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省邮电

管理局投资２６００万元,利用无线接入技术,解决了部分偏远乡村的通电话难题.

无线移动通信飞速发展.１９９６年,９００兆蜂窝式模拟移动电话在西宁(含大通)建成开

通,用户６０８１户,无线寻呼用户２３万户.其间,模拟移动网经多次扩容、改造,通信能力

得到极大提高.１９９７年４月,西宁(含大通)、海东地区六县及海南、海西、海北等地共１４个

市(县)镇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全省形成模拟移动和数字移动双网“并驾齐驱”的局面.

１９９９年６月,青海联通西宁市数字移动电话(GSM)开通运行.公用无线寻呼“１２６”台接入

全国公用无线寻呼网,西宁(含大通)及海东、海西、海北各县与全国同播.

１９９７年,西宁市电信局市话业务计算机综合管理系统(简称“九七工程”)和数字传输网

(DDN)二期工程全部竣工投入运行.省电信公司“１６３”互联网与“１６９”多媒体通信网并网

扩容,以满足社会各界对互联网业务的个性化需求.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率先以虚拟

网方式进入西宁市电信局电话公众网.邮电部在全国开展“树邮电新风,创优质服务”邮电

服务年活动.省邮电管理局印发«青海省电信服务承诺组织实施办法».各基层邮电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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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出服务承诺并向社会公示.年末,全省评选出“最佳服务标兵”４名、“优秀服务明星”１６
名.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省邮电管理局在全省邮电系统实行集体劳动合同制

度,全省７０００余名邮电职工陆续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全省邮电企业调整职工岗位工资,

向苦、脏、累、险岗位倾斜,长途邮车驾驶员、长途线路线务员岗位工资与高级工程师岗位工

资相同.

“九五”期间,国家支持通信发展的３个“倒一九”优惠政策全部取消.省邮电管理局根

据信息产业部和省政府相关部门要求下调互联网、电路出租、国际及港澳电话资费,规范电

话及电信附加费、“１６８”信息服务费.多次大幅度下调城乡电话初装费和移动电话入网费,

直至全部取消这两项收费.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西宁市政府颁布«西宁市通信设施及管线配套

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和«西宁市电信通信设施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业务总量４３１亿元,业务收入４９亿元;移动公司电话业务总量４
亿元,业务收入２１７亿元;联通公司业务收入２８００万元,寻呼业务收入２５６７万元.固定电

话用户３７５５万户(含“小灵通”３３６万户),移动公司电话用户１６８万户,联通公司电话用

户３３０万户,寻呼用户１０６４万户.

四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国家继续推进电信行业改革,培育电信市场主体多元化,逐渐形成市场

竞争格局.青海电信行业与全国同步,经整合拆分,至２００３年全省有电信、移动、联通、铁

通、网通５家电信运营企业,分别为各集团公司的省级企业.各公司均按其集团公司经营

理念进行管理与建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省通信管理局在加强服务的同时,加大市场监

管力度,规范市场行为,打击网络犯罪.

青海联通公司着力长途通信光缆建设,逐步形成省内长途通信网;GSM、CDMA 移动

通信网经多次扩容,最终形成省内全覆盖.固定资产投资达１５５６亿元,其中百万元以上

重大通信工程投资为１４２１亿元.２０００年,程控交换机容量５２５万门,电话用户３３０万

户,电信业务收入２７８２万元;２００５年底,程控交换机容量６０万门,电话用户５４６万户,业

务收入２６４亿元,分别为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４３倍、１６６８倍和９５倍.

青海移动公司继续贯彻中国移动集团“租用、购置、合建、自建”的建设方针.依托租用

的“兰西拉”光缆部分光纤,组建覆盖全省的数字传输网,开通西宁至格尔木的移动通信网;

建设海南、海北架空光缆环网和西宁局域网,以及海东、海西、海北、格尔木、海南等地SDH
传输网和光缆环路;购买广电系统民和至西宁光缆２对光纤,组成西宁至民和中继传输通

道;与联通公司合建光缆线路,组建共和至玉树,同德至果洛各２５G 链路;建设德令哈、果

洛、平安、乐都、互助、乐都中继传输通信网;建设同仁至河南、格尔木至茫崖红山口、德令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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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格尔木光缆线路及德令哈、果洛、平安、互助、乐都五地城域网.GSM 网经７次扩容,共

投资６２３亿元,新增交换机容量５９万门,新建基站１０８９个,新增信道２６０４３个,实现全省

城镇无缝隙覆盖.改造、完善移动通信网综合支撑系统 BOSS、同步时钟、NO７信令、

GPRS分组交换、IP承载网、CMNet网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投资１６９９亿元,固定资产总

值２２７６亿元.“十五”末,移动电话用户７７０１万户,业务收入６０３亿,分别为成立之初的

４５８倍和５３８倍.

青海省电信公司重点抓紧以下建设:一是优化、完善网络布局,利用波分技术建成以省

会西宁为中心的东、南、西、北４环和青南地区３１个局(站)光自愈环路传输网.西宁至各

州(地、市)均开通２５GPS高速传输网,州、地至各县均建成１５５M 电路.同时完成“兰西

拉”“二出疆”WDM、SDH 扩容工程.二是加快各州(地、市)、县电信分公司程控交换机扩

容及模块局建设.为满足城镇电话移动化需求,采用PHS和 ETS４５０M 无线接入技术,全

省９个州(地、市)先后建成“小灵通”“大灵通”本地网,通达３９个县、镇,总容量达４３９０万

线.２００５年底,省电信公司城镇市话交换总容量达１２５５７万户,实装用户１０２６９万户.

三是加快 DDN网、ATM 网扩容速度与网间整合,形成全省全覆盖,实现与国家 ATM 网互

联;实施“１６３”“１６９”互联网的扩容、优化及整合;建设、优化、扩容、改造宽带IP城域骨干

网,将该骨干网提升为大城域网,中继电路总带宽１６G,互联网中继电路总带宽１０３１G,互

联网用户达６７２万户.四是投资建设、完善本地网综合计费、综合管理,以及系统全面的

专业设备网络管理工程,提升了管理水平.完成综合计费系统的建设与扩容.完成“新九

七”工程———电信业务处理系统,实施长途传输网、PDH 网、SDH 网、NO７信令网、IT 网、

数据网等多专业智能化管理系统.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省电信公司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３１亿元.

２０００年,电话用户３６９万户,电信业务收入４９１亿元;２００５年,电话用户１０２７万户,业务

收入７１０亿元,分别是２０００年的２７８倍和１４５倍.

２００１年４月,青海铁通成立后,继续经营铁路内部电信业务.利用铁道部西北环传送

网扩建、扩容兰州—西宁—格尔木铁路沿线光缆、交换局、程控交换设备,建成海西(德令

哈)、海东(平安、乐都、民和)、湟源、海南(共和)、海北(西海镇)PDH 本地传输网.德令哈、

湟源、平安市话交换网扩容改造工程先后竣工开通.陆续与青海电信、青海联通、青海移动

实现互联互通,并完成全部业务支撑网建设.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计投资２７１亿元,其中通

信设施投资达２３８亿元.随着通信能力的提高和通信手段的多样化,逐步实现向铁路沿

线经济相对繁荣、人口相对稠密地区扩展业务的目标.２００１年,电话用户５５００户,电信业

务收入２１０万元;２００５年,电话用户９１万户,业务收入９２０６４万元,分别是２００１年的

１６５５倍和４３８４倍.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信息产业部«电信改革方案»决定对中国电信进行再次拆分(业内称“南

北拆分”).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国网通集团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简称“青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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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成立后,首先进行光缆传输网、本地交换网和客户接入工程建设.依托“南北拆分”中

获得的“兰西拉”光缆部分光纤搭建长途传输网先后建成西宁至大通光缆线路,“兰西拉”光

缆青海段沿途１０个机房、１２个中继站和格尔木—西宁—平安、西宁—湟源的SDH 链路传

输系统.先后完成中国网通同步网青海段改造及设备安装工程及长途局(兼关口局)工程

建设,与省内多家电信运营企业实现互联互通.在西宁市区建设规模不同的机房(局、所)

７０个,程控交换机容量达２１５万门,完成１５４个接入项目和两批客户接入工程.据不完全

统计,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青海网通共投资３１８６８２万元,初步形成一定通信能力.２００５年,固

定电话用户１７０万户,互联网各类业务用户２１９２户,电信业务收入２０５０万元.

“十五”期间,在原省邮电管理局投资通信网建设的基础上,电信、移动、联通、铁通、网

通５家电信公司共追加投资５５．８９亿元,最终形成各公司通信网城乡全覆盖.２００５年,全

省固定电话交换机容量达１４１．９０万门,数字移动电话装机容量达１４７万门,通信光缆总长

度达２７８６２公里,全省电话用户２４５．１０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１１３５０万户,移动电话用

户１３１６０万户),互联网用户１３万户,固定电话普及率２１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２５部/

百人,全省村通电话比例由“九五”末的２４％上升到８６％,乡镇通电话率为１００％.２００５年,

电信、移动、联通、铁通、网通５家电信公司业务总收入１６９０亿元,分别占有省内通信市场

的４１６％、３６１２％、１５８２％、５４９％、１５１％.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短短２０年,弹指一挥间! 青海紧跟全国通信改革发展大局,加大投资

力度,使全省的通信设备、通信能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享受

快捷方便、灵活多样的通信服务.这日新月异的辉煌,凝聚着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族人

民群众的关心、关切和支持;凝聚着全省数千电信人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心血和汗水,涌

现出许多国家级、省部级和企业级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科技精英和先进集体,他们的模

范事迹将激励后人,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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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１９８６年

３月５日　第２１次全省邮电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副省长吴承志到会讲话,强调邮电通信与本省

政治、经济的关系,要求各级政府支持邮电发展,邮电通信要提高质量、改善服务.

３月２８日　邮电部副部长宋直元一行５人在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傅春茂、副局长赵玉普陪同下,先后

到西宁市邮政局、电信局,海南州、海东地区,以及天竣、刚察、海晏、湟中、湟源等１８个邮电局、所和省邮

电学校调研.

同日　西宁—湟中ZZD０４高１２路载波设备安装工程通过省邮电管理局验收小组验收,于４月５日

投入运行.

４月２４日　青海钾肥厂与格尔木市邮电局签订钾肥厂载波中继线安装协议.一周后,自动拨号中

继线路开通.

５月８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组建省邮政储汇发行局,将省局邮政处管理的邮政储蓄、汇兑业务和

市邮政局报刊发行业务,划归该局管理.

同月　黄南州邮电局乡村邮递员杰果(土族)获１９８６年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

６月５日　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关于邮电企业工资总额包干试行办法».

７月１日　根据邮电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开办邮政储蓄协议的联合通知»,全省各州(地、市)

邮电局邮政营业网点陆续开办储蓄业务.

７月３０日　青海省电信器材厂生产的ZZD４６宽频带铁线三路载波机通过省级鉴定.

８月８日　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召开全省邮电通信发展战略研讨会.省局计财处处长章宗贤作«青

海通信发展规划»说明;中国通信学会理事、四川省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国桢作学术报告.与会

代表审议青海邮电通信“七五”规划.

９月１６日　全省邮电业务技术表演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六州一地、矿区邮电局和西宁地区邮电系统

的７０余名选手进行１５项比赛.

１０月１５日　根据邮电部以通信总量核定管理人员编制的规定,省邮电管理局以１９８５年全省通信

总量１８０３１万元为基数,核定全省１３个直附属单位管理人员总数为１１９人.

１０月２２日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局长傅春茂任编委会主任,副局长路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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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普任副主任.设省邮电史志办公室,陈金辖任主任,吕发成任副主任.

同月　西宁至湟中６０路对称电缆敷设工程竣工.

１９８７年

１月２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省邮电工程公司从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分离出来,重组为省通信

建设工程公司.

２月１４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青海省微波总站、青海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合并组建为青海省电

信传输局.

３月２日　第２２次全省邮电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副省长吴承志到会强调:“振兴经济,邮电必须

先行,社会各界都要支持邮电事业”.

３月１４日　根据邮电部要求,省邮电管理局决定,从１９８７年起对所属企业实行经营责任制,各企业

的责、权、利与通信(生产)质量、经济利益挂钩.

４月１４日　经邮电部核准,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关于省局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的通知».省局机关

总编制１０８人.农村电话处按省政府有关规定编制.

４月１８日　邮电部副部长宋直元到青海省检查邮电部门贯彻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对邮电工作

的“两个六条指示”和邮电部“３１４”电话会议情况.

４月２９日　西宁市邮政局投递员王秀清(女)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全国优秀服务员”,并获“五一劳

动奖章”.次年３月２５日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５月２０日　西宁市电信局开通西宁至全国各大城市(新疆、西藏除外)和本省格尔木、大通、海西、海

东、海南、黄南等地“１７３”特快长途电话.

６月２０日　海北州刚察县吉尔孟乡政府自办电话交换点.该项目由乡政府牵头、农牧民自筹１１

万元,县邮电局仅用１５天完成乡政府总机安装和电话单机的杆线架设工作.此系省内牧区首次自办电

话总机.

８月７日　省邮电管理局召开邮电部门承办机要通信３０周年座谈会.

８月２４日　西宁市委书记胡集钧,副书记刘光中,市委常委、秘书长肖瑞华到西宁市电信局听取

F１５０万门程控电话工程汇报,听取日方技术人员工程进度介绍.

１１月２４日　省通信学会召开“微型计算机在通信上的应用”学术交流会,全省通信企业的计算机专

业人员４０余人参加会议.省科协副主席汪运锐、省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李文清参加会议并讲话.

１２月１５日　西宁市电信局引进的日本富士通公司F１５０万门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安装调测完

毕,按合同规定进行设备移交.

１２月１６日　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路万福、赵玉普与机关职工进行民主对话,就群众关心的生产经

营、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领导作风、生活福利等方面听取意见,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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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

１月２０日　在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青海邮电被列入青海五大经济支柱之一.

１月２３日　邮电部决定,路万福任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坚任党组成员、副局长,李

文清任党组成员、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原党组书记、局长傅春茂调甘肃省邮电管理局工作,免去赵玉普省

邮电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由省局另行分配工作.

２月２５日　第２３次全省邮电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讨论工资总额同邮电业务总量挂钩、完善经营

责任制等问题.省政府副秘书长窦汝广要求:“邮电通信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通信能力,加快长途

通信传输自动化步伐”.

４月４日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全省邮电资金调度中心,邮电系统各单位部分建设资金集中到该中

心,互相拆借,借用付息.

４月１１日　青海邮电第一条通信光缆(西宁—青海铝厂—大通)工程竣工验收.该工程由省通信建

设工程公司于上年４月２９日开工建设,为多模、架空光缆,全长３１公里.

同月　青海电线厂因连年亏损,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对该厂实行公开招标、承包经营.

５月１７日　为纪念第２０届世界电信日,突出“电子时代的技术知识传播”主题,省邮电管理局举办

招待会,省通信学会举办纪念“５１７”世界电信日报告会,各州(地、市)邮电局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

动.西宁电视台播放«程控电话»科教片.

５月２７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除市话七分局和古城台电信营业厅外,西宁地区其余邮电局、所一

律划归西宁市邮政局管理,其人、财、物亦同时划归,原电信离退休人员仍归西宁市电信局管理.

５月３０日　省邮电管理局召开全省邮电职称改革工作会议,邮电系统职称改革工作全面展开.

同月　全国总工会授予省电信传输局化隆线务段线务员雷进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并颁发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６月６日　省邮电管理局制定«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关于扩大州(地、市)邮电局权限的暂行规定».

７月９日　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关于调整青海邮电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和主编的通知».路万福任编

委会主任,陈坚、李文清任副主任,聘沈焕章为主编,张健、张振志、傅春茂、周行及、王武夫、李拯民、杨新

城为顾问.

７月３０日　由邮电部,省、市政府及省邮电管理局共同投资１４６３１万元人民币(含２４６３万美元)的

西宁市电信局从日本富士通公司引进的F１５０型万门程控电话工程举行竣工庆典.省委书记尹克升参加

庆典仪式并题词“发展通讯技术,振兴青海经济”.

８月１日　经省政府同意,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邮电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农村电话资费的

联合通知».

９月１日　根据省政府要求,全省邮电企业实行离退休费用行业统筹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９月２６日　全省邮电系统劳动工资会议讨论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挂钩方案.

１１月３０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海南州邮电局通信工程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和经济、统计、会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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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承担玉树、果洛两州邮电局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职务资质评审工作.

１２月１９日　省通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西宁召开.陈坚任理事长,芦有基、刘崇亮、刘

寿国、陈友明任副理事长,潘传华任秘书长,尤静如任副秘书长.

１９８９年

１月１０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撤销省邮政汽车总站,将其职能与西宁市邮政局相关科室合并,成立

省邮政运输局.

４月１２日　省邮电管理局举行邮电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签字仪式,局长路万福与全省１３个直附属

单位责任人签订承包合同书,承包基数、递增比例、分配方式等３年不变.

４月２７日　在省政府召开的表彰会上,西宁市电信局长途电话科被授予“青海省模范集体”称号.

西宁市邮政局投递员王秀清、格尔木市邮电局话务班长刘莉荣、省电信传输局线务员黄益朝被授予“青海

省劳动模范”称号.

５月２日　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关于在电信机务部门实施“四位一体联合值班”的若干规定».

７月２６日　省邮电管理局召开全省邮电系统电话会议,局长路万福就邮电系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问题作出安排.

８月２０日　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关于开展工人技术业务等级考核工作的安排意见的通知»,全省邮

电企业首批中级以上工人技术业务等级应知部分的考试在各单位进行.

９月２５日　省邮电管理局举办“青海邮电４０年”图片展,共展出图片１００余幅.省委书记尹克升、副

省长吴承志参观展览,尹克升为图片展题词.

９月２８日　省邮电管理局在建工俱乐部召开西宁地区邮电职工庆祝建国４０周年大会及文艺会演.

同月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省电信传输局化隆线务段线务员雷进

德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１０月１日　西宁市电信局开通“１２６”无线寻呼业务.无线寻呼发射机为北京新电子有限公司

JX１５０T１００型,发射频率１５２６５０兆赫兹,发射功率１００瓦.

１１月３日　按邮电部规定,省邮电管理局制定«青海省邮电企业工资管理试行办法».

１２月１８日　省通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五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通信学会组织管理试行办

法»和«青海省通信学会会费收缴与管理试行办法»,举办学术年会,交流学术论文６３篇.

１９９０年

１月２７日　省委书记尹克升在省邮电管理局局长路万福、副局长陈坚陪同下,慰问西宁市电信局春

节坚守岗位的邮电职工.

２月４日　根据邮电部电信设备整治全国电话会议要求,省邮电管理局成立电信设备整治领导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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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６日　１８时３７分(北京夏令时),海南州河卡、塘格木发生６９级强烈地震,海南至玉树、果洛、

兴海、塘格木及河卡有线通信全部中断.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李文清带领相关人员赶赴地震灾区,指导

线路抢修工作,２７日４时通信恢复.

５月１４日　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陈坚一行到邮电部汇报海南州灾后重建有关事项.邮电部决定补

助青海邮电灾后重建资金３００万元.

７月１１日　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电信总局局长张立贵一行先后到青海省８个直附属单位及部分

县局、支局(所)调研.

７月２０日　省邮电管理局受邮电部委托对省电信器材厂研制的ZZD４６Ⅲ型全自动铁线三路载波电

话终端机进行鉴定.专家组认为,该机在国内首先实现群路收信电平自动调控功能,技术指标符合部颁

农村电信网技术要求,通过鉴定.

９月２０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设置劳资处就业服务科,编制３人,负责本系统待业职工子女劳动就

业管理工作.

１０月１８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通信行业管理工作从省局办公室划出,设立通信行业管理处,编

制３人.

１１月２７日　副省长吴承志前往海东平安县西营村光缆施工现场察看西宁至永登光缆敷设情况,要

求市政府协调解决八一路路基下沉问题,以保证近期穿缆,省计经委落实缺口资金,保证工程进度.

１２月３日　邮电部决定对长期在高原缺氧地区工作的邮电职工进行表彰.

１２月２７日　中国通信学会成立１０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省通信学会荣获全国首届“学会之星”

称号.

１９９１年

２月２４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国有资产管理纳入省局对州(地、市)邮电局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考核

内容,实施考核.

３月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召开第２６次全省邮电工作会议,传达２８次全国邮电工作会议和省

委七届六次全委会精神,总结“七五”期间邮电工作,研究制定“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主要目标,安排

１９９１年工作.

３月２７日　省通信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宁举行,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陈坚任理事长,

潘传华任秘书长.与会代表听取学会志编纂情况汇报,讨论通过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评

奖工作报告.

３月３０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矿区邮电局由海北州邮电局管理,不再由省局直接管理;将西宁市

邮政局所属的大通县邮电局、海西州邮电局所属的格尔木市邮电局变更为由省局直接管理的科级邮电

企业.

４月２６日　省邮电工会主席崔永林带领劳模代表团一行６人,赴京参加全国邮电第三次“双先”表

彰大会.省电信传输局果洛线务站线务员黄益朝被评为“全国邮电特等劳模”,海西州邮电局驾驶员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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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被评为“全国邮电劳模”.１９８５年全国邮电特等劳模、黄南州乡村邮递员杰果作为特邀代表随团前往.

５月５日　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八五”期间要把邮

电通信作为全省的发展重点之一.

７月２３日　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宁召开,审议通过«青海省邮电企业管理

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企协第一届理事会,路万福任理事长.

８月１４日　省邮电管理局首次通信行业管理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政府办公厅、省财经委、计

委、财政厅、物价局等单位及全省邮电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８月２０日　全国邮电、科研、教育、电力、公安等１０个部门１００余名技术人员会集西宁,研讨全国电

信通信网的关键技术,探讨采用无线通信技术解决青海农牧区通信问题.

９月１２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青海省电子学会按对口主管原则移交青海省电力局.

９月２５日　根据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青海省志邮电志»编纂需要,省邮电管理局成立邮电史志

办公室,为省局直属准处级单位,编制４人,吕玉亭任办公室主任.

同月　由于城市建设造成湟中至西宁微波电路路由受阻,经上级部门批准,省电信传输局将湟中土

门关２４３微波站搬迁至西宁凤凰山新址.

１０月２６日　根据邮电部通知,省邮电管理局实行邮电职工标准工资按档案工资、邮电行业效益工

资分类管理,为在职职工增加半级邮电行业效益工资.

同日　西宁市电信局与日本富士通公司在西宁签订F１５０程控电话８０００门扩改项目引进合同.

１２月１５日　«青海邮电报»出版发行第１００期专刊.该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创刊发行.

１９９２年

２月１７日　全省第２７次邮电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省邮电管理局局长路万福作工作报告.推动全

省邮电部门完成“八五”计划,研究落实第三轮承包方案.

３月１６日　零时,果洛州邮电局开通１０００门纵横制自动电话.至此,全国３０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全

部甩掉了“摇把子”,实现市内电话自动化.

４月３０日　省政府、省总工会在省政府礼堂召开表彰大会.省电信传输局线务员、省级劳模、全国

邮电特等劳模黄益朝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时被命名为“全国优秀工作者”.

５月３日　省邮电管理局、海东行署、湟中县政府、湟中县邮电局在湟中县政府召开通信设备扩改会

议.会议议定湟中县邮电局安装２０００门自动电话交换设备,以缓解打电话难状况.

５月１１日　根据国务院和邮电部相关规定,省邮电管理局制定«青海省邮电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

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实施细则».

６月１２日　省政府印发«青海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计委、省邮电管理局关于征收地方通信建设附加费

的报告的通知».

同月　省委副书记田成平、副省长吴承志、海西州委书记冯敏刚在格尔木市市长何大安、省邮电管理

局局长路万福陪同下视察格尔木市邮电局.田成平强调“发展地方经济,邮电必须先行,省上支持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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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５日　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承建山东省淄博市电话通信网扩容工程,工程总投资３４０余万元.

此系该公司开辟外省市场承揽的第一项工程.

８月１３日　省邮电管理局、省邮电工会组织的邮电劳模先进事迹报告团一行８人完成巡回报告任

务返回西宁.

１０月２２日　省总工会组织全省２０万职工、１００个工种技术比武活动,省邮电管理局、省邮电工会举

办邮电业务技术表演选拔赛,２０名选手通过４个项目比赛,１２名优胜者受到表彰.

１２月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在省政府礼堂举行建局４０周年庆祝大会.省委书记尹克升、省长金基鹏

等党政领导、省总工会、邮电部代表团及甘肃、宁夏、陕西、西藏等省(区)邮电管理局负责人及省邮电离退

休老领导、老职工代表等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邮电部部长杨泰芳、省委书记尹克升、

省长金基鹏等为省邮电管理局成立４０周年题词.

１２月１１日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０次会议通过«青海省邮电通信管理条例»,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

起实行.

１２月１９日　省内第一条市话光缆———古城台至火车站中继传输光缆建成投入运行.

１９９３年

２月１３日　西宁市电信局公用数汉兼容无线寻呼系统正式开通使用.

４月１９日　省财经委批准省邮电管理局模拟移动通信一期工程建设可行性报告.新建移动通信网

４８信道,其中西宁市４０信道、大通县８信道,总投资１５２０万元.

同日　为适应尖扎县李家峡地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对邮电通信的需要,邮电部同意省邮电管理局成

立李家峡邮电局的请示.

４月２８日　省邮电工会主席崔永林、省邮政运输局押运班班长徐广生获１９９３年度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５月２８日　省电信传输局线务员黄益朝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获“全国劳动模

范”称号.

６月１４日　省邮电管理局就建设、扩大建设 VSAT卫星通信地面站问题二次报告邮电部.

６月３０日　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全省邮电企业岗位技能工资实施办法»,规定在中央国营邮电企业

执行等级工资制的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不含未定级人员)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

７月１日　根据邮电部要求,省邮电管理局制定«全省邮电企业多种经营实施办法».

８月１９日　省邮电管理局、大通县政府召开通信建设规划会议.新建程控电话５０００门,增开至西

宁４８０路中继电路及９００兆移动电话,总投资８９０万元,其中邮电自筹４００万元.

８月２７日　２３时３０分,海南州共和县沟后水库垮坝,灾情严重,邮电职工１６位家属遇难,通信线路

严重受损.

９月２１日　省计委同意省邮电管理局引进程控电话扩建工程项目建议,建设程控电话６８０００门、长

途９６０线及国内配套设备和相应的市话线路扩建改造,总投资１２６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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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５日　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同美国休斯公司签订引进 VSAT系统订货合同,建设青海、内蒙

古、贵州、广西、云南的 VSAT本地网.该工程１９９４年竣工投产.

同月　西宁至永登一级光缆维护专用的４００兆无线集群电话系统建成开通.

１２月９日　省邮电管理局撤销省电话号簿公司管理委员会,成立省电话号簿公司.

１２月１１日　西宁市电信局长途２０００路端工程割接开通,省会局长途电路紧张状况得以缓解.

１２月２２日　西宁市电信局与日本富士通公司签订F１５０型程控交换机扩容１００００门协议.总投资

２５３１万元(含引进设备外汇１３５万美元),全部由企业自筹.

１９９４年

１月１１日　第２９次全省邮电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汉民提出,要加快青海经

济发展,首先要继续加大对邮电事业的投入,各级地方政府既要向邮电投入资金,还要在政策上给予一定

的扶持.

１月１２日　省邮电管理局举行«青海省志邮电志»公开发行仪式.

同日　海东地区邮电局举办互助、乐都、民和三县数字程控电话开通庆典.

１月２９日　由西宁市电信局微机室开发研制的电话号码“１１４”微机查询自动报号系统通过省级鉴

定,正式投入使用.

１月３０日　西宁市大通县邮电局３０００门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正式开通,电话号码由４位升至５位.

同月　省电信器材厂生产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浮充电源、全自动调节铁线载波机、无线特高频自动拨

号载波终端机３项产品,获青海省优秀新产品三等奖.

３月２９日　省邮电管理局执行邮电部«关于邮电全行业停止增员的通知»,废止职工人数增长与邮

电业务总量增长挂钩办法,实现人员零增长.

３月３０日　西宁市电信局(含大通县)２个基站、４８个信道、约１２００部容量的９００兆蜂窝式移动电话

系统通过初验,投入运行.

５月７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挂靠西宁市电信局的省电话号簿公司划归省局电信处管理.实行

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５月１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执行部、省职工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办法,职工补充养老

保险由企业承担,职工调动可转移,退休可一次性支取.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筹备成立省党政专用电信局,筹备工作由电信处负责.

７月１日　果洛州班玛县邮电局开通５００门程控电话,电话号码由３位升至５位.

９月２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执行邮电部«关于增加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的通知»,为离退休人员增加

地区生活费补贴.

９月２７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第三次劳动模范大会,省邮电管理局朱家珔、省邮政运输局接发员薛存

辉、西宁市电信局线务员高寿录、海南州邮电局线务员吕学文被命名为“青海省劳动模范”;乐都县邮电局

储蓄班被命名为“青海省模范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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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７日　德国复兴银行评估团盖斯先生一行３人就利用德国政府贷款改善通信设施项目,在西

宁市和海南州共和县进行实地考察与评估.

１０月２４日　根据邮电部要求,省邮电管理局设立数据通信局,为准处级单位,挂靠电信处.

１１月１８日　青海电线厂受“三角”债困扰、亏损加剧、扭亏无望而提出停产整顿、职工分流的建议,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该厂停产整顿、人员分流、清理债权债务、处置资产.

１１月２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举行平安、共和、格尔木三地邮电局引进澳大利亚阿尔卡特公司

共２２０００门程控电话开通庆典.省委书记尹克升、省长田成平、副省长赵乐际和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庆典.

１１月２９日　邮电部决定,陈坚任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韩玉良任副局长(列睢红卫之后),原局长路万

福退休.

１２月２日　省邮电管理局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工程竣工开通.该工程在六州一地、西宁、大通、格

尔木等１３个点组成分组交换网络,可接入全国数据通信骨干网.

１２月２３日　副省长王汉民与省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到省邮电管理局视察.王汉民指出:“邮电行业

在引进外资,加大投入,增强能力,促进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带了好头;青海地广人稀,今后应积极发展

卫星通信,解决偏远农牧区和工矿企业的通信问题”.

１２月２９日　省“八五”重点项目,投资２７００多万元的西宁至格尔木４８０路数字微波工程通过初验,

投入试运行.

１９９５年

１月６日　大通县邮电局铝厂分局开通２０００门程控电话,大通铝厂２０００余户居民半数以上安装住

宅电话.

２月１３日　第３０次全省邮电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局局长陈坚作题为«面向市场、把握机遇、为

实现全省邮电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副省长王汉民及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议.

２月１５日　邮电部决定,在１２个省会城市新建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西宁市列入其中.

３月３日　邮电部副部长刘平源与副省长王汉民在北京会晤,就青海邮电通信发展交换意见.

４月２５日　省邮电管理局执行国务院规定,自５月１日起,实行每周工作５天、４０小时的工时制度.

４月２９日　零时,西宁市(含大通县)本地电话号码由５位升至７位,长途区号为０９７１.省委书记尹

克升、省委副书记姚湘成、副省长王汉民及西宁市委书记吕兴国参加升位仪式.

５月１日　省委书记尹克升,副书记姚湘成,副省长王汉民、赵乐际和西宁市委书记吕兴国等省、市

党政负责人在省委招待所举行邮电部门干部职工“五一”招待会.

５月４日　省电信传输局果洛线务站全国劳动模范黄益朝赴北京参加“五一”全国劳模表彰大会载

誉归来.

６月２５日　西北、西南９省(区)邮电通信计量研讨会在西宁召开.１０个邮电通信计量站３０余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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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研讨传输数字化、交换程控化遇到的计量问题.

８月３日　邮电部副部长杨贤足一行８人到青视察,并就青海通信发展问题与省委书记尹克升、省

长田成平、副省长贾锡太交换意见,对当地党委、政府对邮电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同日　省监狱管理局４００门纵横制交换机进入西宁市公众电话网.

８月２８日　根据邮电部１９９５年邮电企业工效挂钩规定,省邮电管理局制定«青海省邮电企业工效

挂钩办法».

９月１日　零时,省政府专用电话网接入西宁市电信局公众电话网.

９月８日　西宁市电信局开办中国电话卡“２００”业务.

１０月１日　西宁市电信局委托西宁市工商银行２３个营业部和西宁市邮政局１８个支局(所),用牡丹

专用卡整存零付方式代收电信资费.

１０月４日　邮电部补助４００万元资金建设３幢牧区离退休职工安置楼.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每年拨付

２００万元,“九五”期间每年继续补助建房资金２００万元.

１０月１０日　黄南州副州长郎国清和州计委、州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与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陈坚专题商

议黄南州邮电局新建４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问题.

１０月１２日　英国CPT、德国西门子、美国惠普公司向省邮电学校赠送的SDH 光纤数字传输通信设

备安装完成,提高了学校实验室装备水平.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和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我省电信业务市场管理的通知»,要求

加大通信市场检查、监督力度,坚决制止非法经营电信业务行为.

１１月４日　省计委批准省邮电管理局«关于利用第四批日元贷款改造省内干线通信网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该工程引进程控交换机１０万门,建设省长途传输网,移动通信工程三期扩容(新增基站１２

个、２００个信道),分组交换网端口１１６９个、DDN网工程端口６８８个.工程总投资３４０８３万元人民币,其

中外汇２５０５万美元.

１２月６日　根据邮电部文件精神,省邮电管理局调整机关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省局机关设办公

室、政策法规处、通信政务处、邮政运营部(内设市场处)、电信运营部(内设市场处)、计划建设部、财务部、

劳动人事部,并按需要设置考核任免处、宣传部、科技教育部、多种经营部、保卫部、后勤部,共１４个部室,

人员编制核编１２７人.

１２月１９日　省邮电管理局执行省政府«关于地方国有农话企业划归中央邮电企业经营管理的批

复»,撤销省农村电话局,其资产、人员划归中央邮电企业统一经营管理.省政府每年１１０万元的农话资

金补贴政策保留３年.

１２月２６日　全省邮电劳动合同试点单位海东地区邮电局举行全员劳动合同签字仪式.

１２月２９日　西宁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批准省邮电管理局«西宁地区邮电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同意西宁地区１２个邮电单位８３处住宅１０５９４１９１平方米１８６５套住房以标准价向现住户出

售.单位和职工均按上年总收入的８％缴纳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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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

１月１６日　省邮电管理局印发«青海省移动电话公务免费用户业务管理办法».

１月３０日　青海党政专用电信局成立,由西宁市电信局管理.

２月５日　省邮电管理局印发«青海省邮电多种经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２月１７日　常务副省长王汉民带领省政府办公厅、省计委、省财经委等部门负责人到省邮电管理局

向邮电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祝贺春节,王汉民说:“青海邮电这两年有了历史性的高速发展,近几年的投入

超过以往４０多年的总和,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了通信保障”.

３月２４日　省邮电管理局举办首届邮电干部法律培训班,学习邮电部«通信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

定».学员通过法律培训取得通信执法、执法监督、行政复议“三证”,成为通信执法人员.

４月２日　省邮电管理局在海东地区邮电局召开现场经验交流暨全面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动员

大会.

４月４日　全省邮电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传达中纪委六次全会和部、省纪检监察会

议精神,对邮电系统反腐倡廉工作作出安排.

４月２４日　省电信传输局果洛线务站线务员、全国邮电特等劳模黄益朝,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

“全国１２名优秀工人”.

５月１１日　西宁市电信局开通智能人工长途电话交换系统,长途电话设备全部实现程控化、智

能化.

同日　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平安县平安镇召开公判大会,依法判处盗窃破坏通信设施犯马某某

死刑,这是全省首次对盗窃破坏通信设施罪犯判处死刑的案例.

同月　西宁市政府颁布«西宁市通信设施及管线配套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今后西宁市所

有新建建筑物一律预设通信管线(含住宅、商业、医疗、教学、科研、办公楼、宾馆、饭店、公路、桥梁等),对

未按规定进行通信管线设计的,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６月４日　由邮电部劳资司、省邮电管理局联合开发,省邮电管理局养老保险办公室承担的养老保

险电算化管理及远程监控系统通过邮电部鉴定.

６月１２日　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召开集体劳动合同签约授权会议.

７月１日　零时,经邮电部电信总局批准,海东地区本地电话网成为全省第一个C３本地网.长途电

话区号０９７２,区内各县电话号码不变.

７月３日　邮电部副部长刘平源来青海调研,与常务副省长王汉民、副省长贾锡太就青海通信发展

问题交换意见.

８月１３日　省邮电管理局、省法制局、省工商局组成通信行政执法检查组,对西宁地区的通信终端

设备销售市场、专网用户交换机内部使用情况和群众反映的公用电话亭收费等问题,进行为期４天的通

信执法检查.

同月　省政府为支持邮电通信发展,豁免“八五”期间用于通信建设的４９５万元拨改贷资金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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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印发«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公免电话暂行管理办法».

１０月１日　零时,全省公用无线寻呼“１２６”台进入全国公用无线寻呼网,同播联网城镇:西宁、大通、

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湟中、湟源、德令哈、格尔木、都兰、大柴旦、共和、西海镇、海晏、门源、

同仁等.

１２月１０日　省邮电管理局执行调整邮政、电信服务价格的规定,下调市内电话初装费收取标准,并

在营业场所向社会公布.

同月　省政府表彰１５家“利税大户”,省邮电管理局榜上有名;西宁市电信局被省财政厅评为全省

“上缴利税先进企业”.

１９９７年

１月１日　邮电部在全国开展“树邮电新风,创优质服务”邮电服务年活动.省邮电管理局要求全省

各邮电局所即日起,向社会作出电信服务时限、服务质量承诺.

３月５日　副省长贾锡太与省经贸委、计经委负责人一行１０人到省邮电管理局调研.贾锡太强调,

省政府充分理解青海邮电为解决全省通信瓶颈、超前发展而形成的投资大、收入少的压力,要求相关部门

尽快协商解决邮电部门的具体困难.

４月２９日　省邮电管理局举行西宁、大通、平安、乐都、民和、互助、共和、循化、湟源、德令哈、格尔

木、门源、玛沁、西海等１４个市、县(镇)开通GSM 数字移动电话庆典.省委书记田成平,副省长贾锡太参

加庆典.

同日　省总工会召开庆祝五一暨“九五”建功立业表彰大会.西宁市电信局线务员高寿录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５月２０日　省邮电管理局在青海会议中心新闻发布厅召开西宁地区邮电客户座谈会.省委、省政

府、银行系统、毛纺织总公司、石油管理局等４０余家大客户应邀参加.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投资建设的全长９００公里的花石峡至玉树、果洛两州光纤数字传输工程通过初

验,投入试运行.

６月１８日　为确保国家“九五”重点工程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干线的工程质量和建设速度,省政

府成立由常务副省长王汉民、副省长贾锡太任组长的“兰西拉”光缆工程领导小组.

６月２２日　“兰西拉”光缆工程在西宁举行工程开工奠基仪式.

８月３日　以邮电部副部长杨贤足为团长,邮电部和解放军总参通信部组成的“兰西拉”光缆工程慰

问团,慰问“兰西拉”光缆青海段施工的解放军指战员、邮电工程技术人员和沿途各级地方政府.

８月６日　参加“兰西拉”光缆格尔木至唐古拉山口段施工任务的邱少云生前所在团一营二连战士

周光远,因高山反应牺牲.

８月２５日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决定成立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简称“联通青海分

公司”).该公司获准经营青海行政区划内全部电信业务.

８月２８日　邮电部组织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主席陈世旭、南京«雨花»杂志主编周相淦、北京«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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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企业家»杂志主编高远等１０余人,在人民邮电报、省邮电管理局宣传处相关人员陪同下,到柴达木地区

邮电企业进行采访.

１０月２０日　省邮政储汇局长江路储蓄点“绿卡”工程安装调测完成并开通运行.至此,西宁市已有

１０个网点开通运行,与国内４２个联网城市办理异地存取业务.

１０月３０日　由省邮电建设工程局承建的邮电部“九五”重点工程兰州—西宁—乌鲁木齐(俗称“二

出疆”)光缆青海段茫崖红山口至格尔木５５０公里光缆敷设工程竣工.

１２月２日　根据邮电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省邮电管理局组织全省县以上邮电企业,西宁

市邮政局、电信局及直附属企业共５９家单位完成工商注册.

１２月８日　位于长江路９３号的省邮电通信指挥调度中心大楼竣工验收,省邮电管理局机关由五四

大街迁入该中心.

１２月２６日　西宁卫星地球站机房、发电机房等土建工程竣工验收,开始安装卫星通信、传输设备.

１９９８年

１月４日　省邮电管理局设立“局长特别奖”,由业务收入实绩奖、业务收入增幅奖、可变成本控制奖

构成,当年实绩前三名的企业领导班子可获此奖项.

同日　西宁市电信局大幅度下调手机入网费和“１６８”信息服务费.

２月３日　省邮电管理局向省气象局开办的气象警报寻呼台发放经营许可证.

３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兰西拉”光缆题词:“军民共建兰州西宁拉萨光缆

通信干线竣工纪念”.

３月２５日　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陈坚向省九届人大一次常委会报告邮电发展和通信法制法规执行

情况.

３月３１日　根据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在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

的方案,信息产业部在北京成立.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撤销省电信器材厂,人、财、物(含债权债务)全部划归省邮电建设工程局,离退

休(退职)人员、优抚人员行业内分流.

４月１２日　信息产业部电信总局副局长裴爱华率工作组在“兰西拉”光缆青海段现场办公,确保该

工程在７月３１日前开通.

４月１３日　西宁市电信局与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签订合作协议,省分行虚拟网接入西宁市电

信局电话公众网.

４月１６日　省“１６０１６００”人工信息台开通,这是自“１６８”自动信息台开通后的第一家人工信息台.

５月５日　西宁市电信局市内电话用户突破１０万户.

５月１９日　省无线寻呼公司筹备组成立,无线寻呼股份制改制和企业资产清查工作已在全省展开.

６月１日　“１２６、１２７、１９８、１９９”无线寻呼业务从省邮电行业剥离.

７月２８日　国家“九五”重点工程“二出疆”光缆传输通信设备安装协调会在西宁召开,各施工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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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安装沿途各机务站的通信设备.

８月７日　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工程在海拔５２３１米的唐古拉山举行开通仪式,信息产业部部长

吴基传讲话,并为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的“军民共建兰州西宁拉萨光缆通信干线竣工纪念”雕塑揭幕.

同月　根据邮电部和国家教委禁止企业办学的规定,省邮电学校停止全日制中专招生.

９月１３日　零时,西宁市电信局“１２６”“１２７”寻呼设备更新,用户可随时跟踪股市动态.

９月１５日　信息产业部在西宁召开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工程验收会议,“兰西拉”光缆工程验收

合格.

９月２４日　格尔木市邮政局、电信局挂牌,全省邮电分营工作基本结束.

９月２９日　西宁铁路分局专用通信网接入西宁市电信局市话公众网.

９月３０日　遵照信息产业部«关于青海省邮电现业机构设置的批复»,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关于撤销

青海省邮电机构和重新设立邮政、电信机构的决定».

１０月１日　西宁市电信局正式开通“１６９”多媒体信息业务.

１０月１４日　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关于同意开办无线寻呼业务的批复»,将全省无线寻呼业务划归青

海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１１月４日　信息产业部在西宁召开兰州—格尔木—乌鲁木齐青海段光缆及通信设备验收会议.

１１月１８日　青海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并获准经营“１２６、１２７、１９８、１９９”无线寻呼业务.

１１月２８日　零时,海南、海西、果洛、玉树四州电信局建成本地电话网,电话号码全部升至６位.

１２月２４日　信息产业部批复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分营与机构调整实施方案,组建省邮政局,负责本

辖区内邮政网的规划、建设、运行管理与经营服务工作,承担普遍服务,行使本地区行政管理职责.省邮

电管理局继续负责省内公用电话主体网的建设、运行与经营服务,企业管理工作接受中国邮电电信总局

领导,建设、财务、劳资和业务等各项企业计划纳入中国邮电电信总局管理.

１２月２８日　省邮电管理局召开机关职工大会,宣布邮电分营与机构调整实施方案、人员划分比例.

省局机关划归省邮政局干部６１人、工人２２人、离退休人员１０９人、抚恤人员７人;省局机关保留干部８８

人、工人２６人、离退休人员１２５人、抚恤人员９人.

１９９９年

１月２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召开邮电分营后首次全省电信工作会议.副省长贾锡太出席会议并

讲话.

１月２５日　西宁市电信局市话交换机总容量突破２０万门,达到２０１万门.

同月　青海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青海国信通信有限公司.

２月１日　经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省邮电管理局主办的«青海邮电报»继续出版.邮电分营后,该报

由省局办公室承办,每月一期.

２月２日　信息产业部在北京召开计算机时钟过渡“Y２K”电视电话会议.部长吴基传到会讲话.

省政府要求全省计算机时钟过渡“Y２K”问题由省邮电管理局负责.

２２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２月１０日　省政府召开１９９８年度上缴税利大户表彰大会.省邮电管理局以纳税２２３２万元受到

表彰.

３月１日　西宁市政府发布«西宁市电信通信设施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确立了西宁市电信局行政处

罚的主体资格.

同日　省邮电管理局根据信息产业部要求,降低互联网、国内出租电路、国际及港澳台电话资费,规

范本地网营业区内电话资费和电信附加费.按省政府文批复降低固定电话初装费和移动电话入网费.

３月１５日　经省技术监督局授权,省邮电管理局成立青海省移动通信终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与

青海省邮电通信计量情报站(两站合一).

３月２５日　省邮电管理局和上海西门子公司签订西宁市电信局 GSM 数字移动通信三期扩容工程

协议.

４月６日　西宁卫星地球站通过现场验收,４月２８日正式投入使用.

４月１５日　西宁市电信局利用中兴公司ZXA１０接入网系统同EWSD交换设备对接,西宁市话网从

单一的语音实现语音、数据、图像三网合一.

５月１日　西宁市、大通、平安、乐都、民和、格尔木市电信局开办数字移动通信“大众通”业务.

５月２２日　零时,黄南、海北两州电信局建成本地电话网.至此,全省９个州(地、市)全部建成本地

电话网.

５月２８日　邮电部国家“九五”重点建设项目兰州—西宁—拉萨光缆传输线路工程通过终验,投入

运行.

７月８日　信息产业部批复«关于组建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的方案».

７月２７日　省邮电管理局召开机关职工大会,宣布组建青海移动通信公司筹备组及移动划分的具

体事项.

７月３１日　零时,全省人工长途电话业务全部由西宁市电信局“１１３”台受理.

８月３日　根据信息产业部要求,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省邮电器材公司成建制划归省移动通信公司

管理.

８月１１日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周德强率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彩到青调研.周德强一行与代省长赵乐

际会晤,并与副省长贾锡太就青海电信发展、电信体制改革等问题交换意见.

８月１８日　省邮电管理局在李家峡召开全省电信局长会议,传达信息产业部电信总局全国电信工

作座谈会精神,明确固定电话网发展方向和工作任务.

８月２４日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市场管理处,编制７人,省移动数据通信局更名为省数据通信局(副

处级建制),挂靠运行维护部.

８月２９日　省邮电建设工程局承建的邮电部“九五”重点工程乌鲁木齐—格尔木—兰州光缆通信干

线青海段工程通过终验,投入运行.

同月　联通青海分公司按照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的统一部署,将GSM 移动电话码号从１０位升至

１１位.省移动通信公司电话码号也同时升至１１位.

９月８日　青海移动通信公司举办挂牌庆典,副省长贾锡太参加庆典.

１０月１日　西宁市电信局开通政府便民电话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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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９日　省邮电管理局举行无线市话“小灵通”建设新闻发布会.无线市话网初期投资９０００万

元,年底前基本建成.

１１月１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投资２６００万元,以无线接入方式解决农话及部分城镇杆路管线不到位

地段的通信问题.

１１月２９日　根据国家计委、信息产业部要求,省物价局、省邮电管理局联合公告,终止省内移动电

话“本地通”业务.

１２月１０日　零时起,根据信息产业部要求,省邮电管理局关闭全省短波电台.

１２月２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与省移动通信公司签订«移动通信账务处理系统»«同步时钟端口租用协

议»«本地电路租用协议»和«长途电路租用协议».

１２月２２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开通海东地区平安、乐都、民和三县 GSM 数字移动通信.

２０００年

１月１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与青海国信通信有限公司融合,成立联通青海分公司无线寻呼事业部.

１月１０日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推行“神州行”预付费卡业务,省移动通信公司启用“１３６１、１３６２、

１３５３”号段.

１月１５日　根据西宁市行政区划变更,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湟源、湟中及大通三县电信局划归西宁

市电信局管理.

１月３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调整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缴存标准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比例,企业

按职工个人缴存标准的４倍执行.

２月２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省数据通信局重组为独立核算的企业实体.

２月２８日　中国联通数据通信网青海工程项目竣工.

３月８日　经省物价局同意,省邮电管理局下调电话装机费收取标准,西宁市、格尔木市电信局下调

１５０元,农村电话下调１００元;其余各州(地)、县电信局下调为７１２元,农村电话为４６２元.

４月１日　青海移动电话用户突破１０万户.

同月　西宁市电信局线务员高寿录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５月１７日　信息产业部免去葛凡、邝剑萍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副局长职务.

５月２２日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决定葛凡任中国电信集团青海省电信公司总经理,邝剑萍任副总

经理.

６月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完成政企分开工作,由副局长袁瑞青主持省邮电管理局日常工作.

６月８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与上海西门子公司签订 GSM 网二期工程协议,省长赵乐际出席签字

仪式.

６月２３日　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要求,省电信公司组建省电信公司技术支援中心,编制２０人,承

担计算机网、传输网、交换网的技术支撑.

７月６日　省电信公司举行挂牌庆典.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才旦、省政协副主席蔡巨乐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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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

７月２５日　省电信公司在全省开办“１７９０９”IP电话业务,通话费每分钟０３０元.

８月１日　省电信公司在全省启动“家庭上网”业务.

８月３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在西宁建设青海移动二级汇接局(TMSC２).

８月４日　省电信公司“１６３”互联网与“１６９”多媒体通信网并网扩容工程正式签约.

８月１６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印发«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

８月２５日　省电信公司印发«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安排意见»,在省电信

传输局西宁线务站、西宁市电信分公司、省电信公司市场经营部进行３项制度改革试点.

９月１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制定«联通员工补充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９月１２日　省电信公司印发«员工内部退养暂行办法»«员工内部待岗暂行办法»,以实现多元化经

营和人员负增长目标.

９月２１日　省委办公厅与电信西宁市分公司就省委用户交换机进入西宁市公众网举行签字仪式.

９月２８日　吉通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在西宁市工商管理局注册,经营省内互联网

业务、IP电话、VSAT卫星通信、广播电视、信息系统开发、通信工程设计施工等业务.

９月３０日　信息产业部印发«关于组建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有关问题的通知»,各省(区、

市)邮电管理局更名为通信管理局,青海省通信管理局编制１０人.

同月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决定将青海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划归联通青海分公司管理.

１０月８日　根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机构调整方案,青海移动通信公司更名为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简称“省移动通信公司”).

１０月１２日　青海盐湖集团公司专用通信网并入电信格尔木市公众网.

１０月３０日　省电信公司召开表彰２１世纪优秀人才电视电话会议.省电信传输局范增震、省公司

运维部邢仁平、西宁市分公司张琰、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杜争科被评为“省公司级２１世纪优秀人才”;西宁

市分公司成克香、海东分公司毛新安、省电信传输局祁芳、省邮电职工培训中心刘尧、省公司计划建设部

汤海湖、海北州分公司蒙成忠、省数据通信公司庞晓萌、海西州分公司段虎秀被评为“州(地、市)级２１世

纪优秀人才”.

１１月４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召开全国商业企业消费教育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青海省电信公司被

评为“全国商业企业消费教育先进单位”.

１１月７日　副省长马培华到省电信公司数据通信公司调研,就加快青海省数据通信发展,进一步推

动全省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进程,提出具体要求.

１１月１２日　零时,省移动通信公司在格尔木市、海南州、海北州新建的 GSM 交换局割接入网,实现

与电信、联通的互联互通.

１１月１３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启用“１００１”特服号,作为综合性服务系统的接入号码.

１１月２４日　省电信公司与中望商业机器有限公司签订«青海电信本地网综合计费系统工程合同».

１１月２７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开通“１７９１１”IP业务及“１６５”互联网业务.

１２月６日　省电信公司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关于青海实业公司组建方案的批复»,组建青海电

信实业公司.葛凡兼任省电信实业公司董事长,邓晓辉任省电信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并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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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９日　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开展“走上街头,让«电信条例»进万家”主题宣传活动,副局长袁瑞青

陪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津成,省政府副秘书长王耀东及各电信运营公司负责人现场观摩.

１２月２７日　省通信管理局举办全省通信行业«电信条例»知识大奖赛.省内通信行业９个代表队

参加比赛,海华寻呼台代表队获第一名.

１２月３０日　省通信管理局印发«青海省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方案».该方案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

执行.

１２月３１日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免去关凤强联通青海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办理退休手续.

同年　青海党政专用电信局由西宁市分公司分管变更为省电信公司直管.

２００１年

１月１日　省电信公司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关于州(地、市)分公司财务管理一体化要求,印发«青

海电信报账制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同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制定«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薪酬改革实施细则»,建立以岗位评价为基础、绩

效考核为依据、岗位和绩效相结合为主导的薪酬体系.

１月１０日　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关于青海省电信公司与西宁市电信公司合并的批复»,省电信

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与西宁市电信分公司合并方案»,撤销电信西宁市分公司,组建省电信公司西

宁业务部.

１月２３日　省电信公司就“省、市公司合一”制定«青海省电信公司机关员工竞争上岗实施办法»,对

２１名参加９个中层管理岗位和７４名参加４３个一般管理岗位的竞聘者进行综合评审.

同月　电信格尔木市分公司在“世界屋脊”唐古拉山乡开通程控电话.

２月１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继续实施“业务爆炸式发展、网络裂变式延伸、资产

膨胀式扩张”的工作思路.

２月９日　省电信实业公司与原西宁市电信局所属的西宁电信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置换协议»,西宁

电信实业有限公司撤销.

２月１０日　西宁铁路分局成立铁通青海分公司筹备组,副局长杨树林任组长.划转人员７７９名,资

产８７３８万元,通信设备及相关资产整体划拨.

２月１９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成立联通新时空移动通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负责青海省内 CDMA

移动通信网的建设、经营和管理.

２月２３日　信息产业部决定袁瑞青任青海省通信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章建良任副局长、党组成

员,孙文武任党组成员.

２月２８日　省政府召开表彰大会,省电信公司、省移动通信公司被省政府授予“２０００年上缴税利大

户”称号.

３月２日　省通信管理局举行建局庆典,省人大常委会,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及各电信公司、新闻

媒体等近百家单位２００余人参加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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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２日　省电信公司同意西宁业务部设综合办公室、财务室、市场经营处、运行维护处、代维管理

中心、营业中心、号线测量中心、话务中心、交换动力维护中心、传输维护中心、无线接入建设办公室及大

通、湟源、湟中营业部(对外仍称县电信局)１４个科级单位.

４月４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成立A股上市工作组,负责GSM 移动电话资产注入香港上市公司工作.

４月１３日　由省政府、省公安厅、省文化厅、省工商局、省通信管理局组成为省清理整顿互联网营业

场所领导小组,印发«青海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实施细则»,检查全省数百家网吧.

４月１８日　省电信公司与上海贝尔有限公司在西宁业务部新业务演示厅举办“一线通”(ISDN)业务

推介会.

４月２１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神州游”业务.

４月２３日　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分公司(简称“铁通青海分公司”)举行成立庆典.省政

府秘书长王跃东、兰州铁路局副局长黄子禄及各方代表３００余人参加揭牌仪式.

４月２６日　第一套省内电话卡“昆仑行２００卡”向全省发行.

４月２８日　铁通公司决定晏德录任铁通青海分公司党委书记,边志刚任铁通青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徐小明、杨发忠任副总经理,阚和礼任工会主席.

４月３０日　省政府成立模拟移动通信用户退网工作领导小组,省移动通信公司启动模拟移动用户

退网、转网工作.

５月１０日　省电信公司举行青海电信宽带城域网工程签字仪式.

５月２３日　西宁市城南新区管委会主持召开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协调会,省通信管理局就新区

通信管道合作建设提出建议,组织各电信公司提交共建共享书面意见.

５月２４日　省通信管理局成立青海省通信工程质量监督中心.

５月２９日　省邮电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更名为青海省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６月１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行业管理工作会议,省内各通信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省政府副

秘书长王耀东到会讲话.

６月５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计费管理一期工程设计审查会在北京召开.

６月１１日　省电信公司与省电信实业公司签订«物资供应、施工、设计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电信实

业公司向省电信公司提供物资供应、施工、设计等服务.

６月１５日　信息产业部批准铁通青海分公司在省内经营基础电信业务.

６月２９日　青藏铁路开工庆典在格尔木、拉萨同时举行.省移动通信公司、铁通青海分公司共同承

担格尔木通信保障工作.铁通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完成格尔木、拉萨两地开工庆典声像同步传送任务.

７月１日　省内各电信企业根据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关于取消市话初装费和邮电附加费等政府性

基金项目的通知»,取消电话初装费.

７月５日　省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绩效工资分配暂行办法»,月、半年、全年生产奖金,一

次性奖金,均以绩效工资形式发放.

７月１３日　省电信公司与省电信实业公司签订«青海省通信线路设备代维协议»及«青海省通信线

路设备代维管理办法».

７月１７日　省通信管理局在全省开展清理整顿通信市场秩序专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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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省电信公司在互助县召开经营工作会议.就当前电信改革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主、

实业间相互配合等问题进行座谈.

７月３１日　省通信管理局对省内互联网营业场所进行重新登记.

同月　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成立,经营省内IP电话、互联网等业务.

８月２４日　省政府委托省通信管理局召开青海省信息网络发展规划评审会,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

司、电信规划研究院、省政府信息技术办、省计委、省经贸委、省内各电信公司等１４家单位２１名专家参加

评审.

９月３日　省电信公司与省电信实业公司签订«青海省电信公司与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代营、代办

协议».

９月１２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与省邮政局联合印发«青海省邮政局代理联通业务管理制度及业务流

程»«青海省邮政局代理联通业务结算办法».

９月１４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推出“两网通”业务,实现手机、寻呼机互通功能.

９月２４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改革现行用工制度,将２４８名劳务人员人事工资关系转移到青海国信

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由该公司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再与联通青海分公司签订劳务输出合同.

９月２６日　省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优秀人才奖励基金暂行办法».

同月　省移动通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２００１年工效挂钩办法».

１０月１３日　零时,铁通青海分公司与省电信公司西宁本地电话网、长途电话网实现互联互通.

１０月２６日　中铁寻呼台在格尔木地区实现青海、西藏两省(区)同播.

１１月６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在玉树州曲麻莱县开通移动电话,青海移动通信网覆盖全省县以上

城镇.

１１月１４日　１７时２６分,昆仑山发生８１级地震,“兰西拉”光缆在海拔４７００米的昆仑山口７１４号

标石处被拉断.地震产生的地裂宽达２米、地层错位３米,余震不断.省电信传输局格尔木线务站２０多

名抢修人员到达障碍现场抢修.１５日１８时４４分,“兰西拉”光缆全线恢复正常.

１２月３日　信息产业部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检查组对西宁、海南、海北等地电信企业电信资费执行

情况进行检查,历时４天.

１２月６日　省电信公司传达中国电信«体制改革方案».该方案将中国电信划分为两部分,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十省(区、市)电信公司和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吉通通信有限公司重组成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其余省(区、市)电信公司组成中国电信集团公司.重

组后的两大集团公司仍保留已有的业务经营范围,并允许各自在对方区域内建设本地电话网和经营本地

固定电话业务.

１２月１３日　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１２月２８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在海南、海北、海西、黄南、玉树、果洛六州的 GSM 网开通试运营.

同月　省电话号簿公司出版发行２００２版«青海省电话号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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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

１月８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西宁、海东、格尔木三地 CDMA 移动通信网开通运营.基本月租费５０

元/月,本业务区通话费０４０元/分钟,国内漫游通话费０６０元/分钟.

１月１３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无线数据通信 GPRS在西宁地区投入使用.

１月２５日　青海省电信用户委员会成立,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章建良当选为电信用户委员会主任,

吕华英为秘书长.电信用户受理中心电话“１２３００”正式启用.

同日　省电信公司上缴税利１６５５万元、省电信实业公司上缴税利１１２８万元均获省政府“２００１年度

上缴税利大户企业”称号.

１月２８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批准省移动通信公司西宁通信枢纽交换传输楼、数据楼工程设

计方案.

２月８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开通海南、海西、黄南、玉树、果洛CDMA数字移动电话业务.

同日　省电信公司与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西钢专网并入西宁电信公众网协议».

３月６日　铁通公司党委副书记徐树森一行到铁通青海分公司宣布领导班子职务任免,聘任宋宜宏

为铁通青海分公司总经理,免去边志刚铁通青海分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３月９日　省电信实业公司印发«竞争上岗实施办法»«员工内部退养暂行办法»«员工内部待岗暂行

办法»和«员工岗位考核试行办法».

３月１２日　省电信公司就全省固定电话号码升至７位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次升位将湟中、湟源两

县电话网并入西宁本地网,海东地区、海南、海西、海北、黄南、果洛、玉树州和格尔木市电话号码均升至

７位.

４月１日　省电信公司决定自５月１日起在全省推行薪酬制度改革.薪酬制度实行以岗位工资为

主,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分配向高级管理、技术、营销人才倾斜.

４月８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CDMA“１３３”号段开通放号.

４月１８日　青海省互联网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宁召开,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袁瑞青当选为

理事长,张明为秘书长.

４月２０日　零时,经电信、铁通、移动、联通等公司共同努力,青海省固定电话升位和西宁本地网调

整工作圆满完成.

４月２９日　在青海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十五”创新立功表彰大会上,省电信公司市场经营部

计费中心李俊青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５月７日　零时左右,青藏铁路巴燕车站东山体大面积滑坡,造成铁路中断、通信中断.铁通青海分

公司开通４部抢险电话和静像传输设备,供抢险指挥使用.

５月１５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实现１０９国道民和至湟源２００公里沿线 GSM 网络无缝覆盖.

５月１６日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启用中国电信企业新标识.

５月２８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开通青藏铁路工程总指挥部可视电话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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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３日　省通信管理局成立省通信行业工程系列高、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６月８日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董事长杨贤足到联通青海分公司调研,与省委副书记、省长赵乐际

会晤.

６月２１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实施通信网络维护体制改革,通信设备、设施向集中监控、集中维护、集

中管理体制转变.

７月１０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组织静像传输人员赴天棚—天峻区间 K２８４＋６００m 处洪水塌方现场配

合抢险,完成跨地区静像传输任务.

７月１２日　省电信公司调整省、市公司的机构职能,恢复省电信公司西宁市分公司.

同日　省通信管理局、省电信实业公司在铁路体育馆举办青海“通信杯”第一届运动会.省内通信企

业及通信管理局共２１６名员工参加.

７月１７日　省互联网协会举行«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签约大会,１８家省内互联网从业单位

签约.

７月２９日　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铁道部长傅志寰在青藏铁路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对铁通青海分公

司承建的青藏线视讯会议系统提供的画面、语音质量表示满意.

８月２日　省委办公厅、省通信管理局、省国家保密局举办“互联网和安全保密知识”专题讲座.国

家计算机信息与网络安全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方滨兴,国家保密局巡视员、高级工程师黄世亮

作学术报告.

８月９日　省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绩效考核评价办法».

８月２１日　省通信管理局完成首届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拉力赛通信保障的协调、转播任务,受到省

政府表彰.

８月２８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承建的西宁铁路分局兰青铁路、青藏铁路６４个站区调度信息管理系统

(DMIS)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９月９日　电信海东地区分公司在乐都举行校园电话业务开通仪式,并向乐都一中、二中、六中及乐

都师范学院赠送价值６０００元的校园电话卡.

９月１６日　根据信息产业部要求,省通信管理局增设网络信息安全处、政策法规处.

９月２５日　省通信管理局在青海湖组织战备应急通信演练.省军区、省交战办、军区后勤部、各电

信公司领导赴演练现场观摩.

１０月１１日　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第三次互联互通工作例会,对湟源县电信局封堵铁通青海分公

司,致使网间不畅及铁通青海分公司在西宁市西台小区驻地网建设中的违规行为进行通报批评.

１０月２２日　省通信管理局对省移动通信公司、联通青海分公司下发处罚通知书.

１１月２０日　省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员工职业发展管理办法»«青海省电信公司竞争上岗

实施办法».

１２月１７日　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印发«关于成立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筹备组的

通知».

１２月２０日　西宁市委副书记包福元一行到电信西宁市分公司网管中心机房和新业务演示厅调研.

１２月２７日　省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企业年金实施办法»,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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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和完善.

１２月３０日　中国网通集团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简称“网通青海公司”)完成工商

注册.

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时,中央电视台播出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徐萌编剧,省电信传输局协助拍摄

的两集电视剧«再见扎德勒».此剧真实反映了青海电信线务员的工作和生活.

２００３年

１月６日　省长助理徐福顺、省政府副秘书长徐连生等到省通信管理局调研,并参加全省通信行业

工作座谈会.

同日　省电信公司以纳税２３３０万元,获２００２年度“青海省上缴税收先进企业”称号.根据省政府规

定,省电信公司为员工增发一个月标准工资.

１月７日　省教育厅批准省邮电学校成立青海省联合职工大学信息技术分校.

１月１０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CDMA移动通信网在唐古拉山、沱沱河、五道梁、西大滩、纳赤台开通

运营.

１月１３日　省通信管理局印发«关于同意中国网通集团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开办

业务的批复».

１月１６日　省电信公司与网通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网间互联及结算协议».

１月１７日　省电信公司与中兴通讯公司正式签订“１０００”号客户服务系统建设协议.该项目通过对

“１１２、１７０、１８０、１８９”等电信特服项目整合,建立服务新平台.

１月２４日　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网通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筹备组使用

５８G无线接入系统的批复».同意该公司在西宁市新宁路、黄河路、西宁南山、泮子山各建基站１座,建

设无线接入实验网,并同意该公司在西宁市周边建设４５０M 无线系统.

２月２８日　省电信公司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PCS无线市话接入系统合同»,“小灵通”扩

容工程在全省展开.

２月２１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互联互通大检查总结会.

２月２４日　省通信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宁召开,选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袁瑞青任理

事长.

同日　省通信行业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宁召开.大会审议通过«青海省通信行业协会章

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章建良当选为会长.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副会长郝为民应邀参加会议并

讲话.

２月２７日　中国网通集团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在海东地区和格尔木市成立分公司.

同月　省移动通信公司GSM 八期工程朝阳局１２万门交换机开通运行.至此,该公司移动交换机容

量达８０万门.

３月１日　省环境保护局对省移动通信公司西宁市区４０个基站颁发电磁辐射环境验收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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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０日　省电信公司在全省开通电话 QQ聊天业务.

同日　省国家税务局印发«关于铁通青海分公司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确认的申请报告的批复»,

同意铁通青海分公司享受西部大开发１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资格,每年可免缴企业所得税的１８％,

为期１０年.

３月１４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通信行业电信服务质量通报会.国家统计局青海省城市社会经

济调查队、省电信用户委员会分别向社会、媒体及各电信公司通报全省电信行业服务质量调查结果.

３月１５日　省通信管理局、省通信学会组织“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省电信公司、电信海

东地区分公司分别被省消费者协会评为青海省优秀售后服务单位、青海省诚信企业,“小灵通”、“昆仑行”

电话卡、“网络快车(ADSL)”被评为青海省推荐商品.

３月２１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与铁通青海分公司签订«传输电路租用协议».

３月２８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与网通青海省分公司签订«互联互通工程协议».

同月　铁通青海分公司印发«２００３年工效挂钩管理办法».

４月１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完成“１８６０”呼叫中心、VIP台扩容工程.

４月２日　网通青海省分公司(新网通)与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老网通,以下简称

“网通青海省公司”)签署«融合问题备忘事宜».双方确定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日２４点为融合交接时点,此前

产生的语音收入归网通青海省公司,此后产生的语音收入归网通青海分公司.

４月２２日　中国网通集团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举行成立庆典.省委副书记白玛、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国明、省长助理徐福顺、省政协副主席蔡巨乐、中国网通集团公司副总裁裴爱华、中

国网通集团公司西北通信公司总经理段旭东和各委办厅局、中央驻青各部门、各电信公司及网通各省分

公司代表等３００余人参加庆典.

４月２５日　省委秘书长李津成主持召开青海省专用通信局筹建会议,按照信息产业部与中国电信

集团公司商定的原则,成立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办理有关人员、资产、资源剥离等事宜.

４月２６日　电信西宁市分公司１９８７年引进的程控F１５０型交换机退役.

同月　省通信管理局成立通信行业防治非典领导小组,部署预防疫情控制事宜.启用防治非典特服

号码“９５１２０”.

５月１２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与省电信公司签订«格尔木本地网传输电路租用协议».

５月１５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与网通青海分公司签订«电话网网间互联及结算协议».

５月２３日　省通信管理局聘请省内电信技术、经济、法律等方面的１１位专家组成专家论证组,讨论

解决互联互通问题.

６月９日　省电信公司与网通青海分公司签订«省内电路租用协议»,随后又签订«西宁市管道租用

及光缆代维协议».

６月１０日　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西宁市通信设施及管线配套建设管理暂行办法»专家论证会,

就通信管线配套建设、管理等方面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６月１２日　格尔木市石油基地３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以端局方式进入铁通公用网.

６月１６日　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全省电信市场综合大检查.

６月１７日　省电信公司举行“IP综合计费系统”工程建设签字仪式.省电信公司数通网络公司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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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建成宽、窄带合一的综合计费管理系统平台.

６月１８日　省委秘书长李津成一行到省通信管理局、电信西宁市分公司了解通信网络运行和服务

情况.

６月２０日　移动格尔木分公司完成 BSC 电路联合调测,青海移动在省内县以上城镇全面开通

GPRS.

６月２５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开通西宁市中发源大酒店多功能厅宽带设备,利用该设备完成新华网

与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卢春房访谈直播.

６月３０日　青海微波通信完成历史使命,省电信公司举行微波干线退网仪式.

７月６日　铁道部在拉萨召开青藏铁路工程建设电视电话会议.铁通青海分公司提供拉萨主会场

与青藏铁路公司、沱沱河、五道梁、当雄、那曲各分会场的信号传输服务.

７月１９日　省电信公司与省委机要通信局联合举办全省党政机要通信网络研讨班.

７月２４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贯彻信息产业部«关于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电信服务

质量、电信市场价格无序竞争专项整治工作»的工作会议.

７月２５日　省电信公司成立了西宁市本地网BPR领导小组和协调小组.

７月２８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与西宁铁路分局开通西宁至格尔木区间无线列车调度大三角系统,建

成青藏铁路沿线５１个车站、８１６公里线路调度指挥平台,为集中调度(CTC)提供保障,实现调度员、乘务

员、值班员三位一体管理.

同月　网通青海分公司(新网通)与中国网络通信(控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老网通)、吉通网络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完成融合重组.

８月１４日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决定葛凡不再担任青海省电信公司总经理职务,杨建青任青海省电

信公司总经理.

８月２１日　根据中国电信集团要求,省电信公司印发«关于将电信实业公司线路维护,装、拆、移机

人员及资产由主业聘用管理的决定».

８月３１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与省电信公司在海南州、海北州实现互联互通.

９月１日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各省(区、市)电信公司启用客户服务中心接入号码“１００００”.

９月５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电信市场整顿规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９月１０日　网通青海分公司与西宁湛青电子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开办“网通家园”旗舰店,网通公司

占５１％,湛青公司占４９％.

９月２４日　省通信管理局、省通信行业协会、省电信用户委员会联合召开纪念«电信条例»颁布３周

年座谈会.各电信公司领导、部门负责人、电信用户委员会委员参加座谈.

１０月１０日　由铁通青海分公司承办的青海“通信杯”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在铁路体育馆开幕.邮政、

电信、移动、联通、铁通、网通、电信实业、通信管理局８支代表队２４０人参加比赛.

１０月１７日　省电信公司与省人寿保险分公司签订«企业员工年金保险协议».新退休人员由保险

公司按月发放企业年金.

同月　省电信公司与省军区签订«专网合作协议».

１１月２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首个城域网在格尔木市完成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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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６日　信息产业部电信市场整顿规范专项检查组到湟中、贵德、海南、海北检查.强调各电信

运营企业应处理好鼓励竞争与规范经营、监管与被监管、发展与服务、自律与他律的关系.

１１月２３日　省电信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举办嘉荣华电信住宅小区开工仪式.

１２月１７日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党政专用通信管理体制的通知»,省机构编

制委员会«关于青海省专用通信局组建筹备工作方案的意见»,组建青海省党政专用通信局.由省通信管

理局管理,业务上受省委办公厅指导.

１２月２４日　投资１５亿元的省电信公司西宁第二长途枢纽楼竣工.该枢纽楼高９８米,２０层,建筑

面积３２９１８平方米.

１２月２６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举行集体劳动合同签字仪式.

同年　联通青海分公司综合关口局一期工程、综合电信业务支撑系统综合结算二期和综合缴费平台

一期青海工程、城域综合业务网三期青海工程竣工,３项工程投资１５０５万元;联通综合网管、综合管理信

息系统企业信息一期青海工程竣工,２项工程投资１２９５万元;联通青海 GSM 网五期格尔木、西宁交换系

统和基站系统工程竣工,工程投资５０７１万元;联通青海省内干线五期光缆线路工程竣工,投资４９４３

万元.

同年　省电信公司西宁、海东、海北、海西本地网的 HJD０４ 交换机分别更新为 ZXJ１０、S１２４０、

C&C０８、EWSD设备.全省 HJD０４交换机全部退网.

２００４年

１月２日　省电信公司２００３年纳税２７２１万元,被省政府授予“青海省上缴税收先进企业”称号.

１月６日　省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百元业务收入工资含量挂钩办法».各州(地、市)分公

司的工资总额７０％同本单位业务收入挂钩,３０％同本单位实际上缴的业务收入挂钩;省公司直属单位工

资总额３５％与全省业务收入挂钩,１５％与全省上缴业务收入挂钩,５０％与本单位专业业务收入和工作质

量挂钩;省公司本部的工资总额７０％与全省业务收入挂钩,３０％与全省上缴的业务收入挂钩.

１月９日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小莹受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委托到省移动通信公司宣布集

团公司党组任命决定,郑爱军任总经理、党组书记,孔庆西任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１月１２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与省电信公司签订«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青海省电信

公司省内电路租赁协议».

１月２０日　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央直属国有独资公司,由铁道部划归国资委管理,更

名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通”).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分公司更名为中国铁

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简称“铁通青海分公司”).

２月１３日　青海省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授予移动格尔木分公司杜化萍“青海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

勇为英雄”称号,陈晓东“青海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标兵”称号.

２月２０日　中国网通集团南方通信有限公司要求成立中国网通集团青海分公司筹备组,李恒久任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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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１日　省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实时计费采集系统工作管理办法»,将全省数据采集工作由每

月一次改为实时采集.

２月２３日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专用通信局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伟平主持召开领导小组

会议,要求党政专网通信用户尽快接入专网,尽快完成党政专用通信资产剥离和报批专网人员编制.

２月２６日　省电信公司电信服务质量监督员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内各州(地、市)政府、工商、新

闻媒体、消协、物价等部门２２人被省电信公司聘为服务质量监督员.

２月２７日　根据信息产业部要求,省通信管理局成立青海省电信业“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

小组.

３月１０日　省电信公司批准省电信实业公司重组整合方案.

３月１１日　省电信公司与省地税局签订«通信业务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３月１７日　省电信实业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员工内部退养暂行办法».

３月２１日　电信西宁市分公司开通“小灵通”预付费业务.

４月８日　副省长马培华、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到网通青海分公司视察教育城域网建设情况,审查

远程教育方案.

４月１８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开通察尔汗、锡铁山、德令哈、柯柯、天峻、湟源６个车站的客票联网

系统.

４月１９日　省电信公司根据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增加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

通知精神,为离休人员增发基本养老金.

４月２８日　青海省电信公司更名为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设立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州

(地、市)分公司,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XX县以及龙羊峡、李家峡、茫崖、大柴旦、冷湖等３７个分公司.

５月１日　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到铁通青海分公司调研新建的铁路客票联网系统.

５月１２日　信息产业部在西宁召开１２省(区)通信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座谈会.

同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建成青藏铁路西宁—哈尔盖段CTC系统,全线１７个车站实现调度智能化管

理,其中１０个车站无人值守.

５月１６日　受中国电信“信之缘”大客户俱乐部委托,省电信有限公司召开“５１７”世界电信日新业

务演示会,在西宁主会场,海东、海西、格尔木等８个州(地、市)分会场演示电信新业务.

５月１７日　省通信管理局、省通信学会邀请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到青作题为«电信业可持续发

展及企业上市»学术报告,李仁梅、牛永刚２名教授作«机遇、挑战与对策»学术报告.

同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在西宁地区装机突破４万部.

６月２日　联通海西分公司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德令哈观测站提供２M 电路,实现与南京紫

金山天文台数据实时传输.

６月４日　省通信管理局、省通信行业协会召开青海省通信行业自律公约签约大会,电信、移动、联

通等５家电信公司签署«青海省通信行业自律公约».

６月１８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与省邮政局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协议»«邮政住宅楼宽带网建设协议»

«电信资费代理协议».

６月２１日　信息产业部１５省(区)“村通工程”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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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２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将青藏铁路公司调度指挥系统接入铁道部.

同月　铁通青海分公司完成可可西里、五北两地野生动物迁徙视频监控设备安装.

７月１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印发«关于执行股份公司薪酬标准的通知»,调整员工岗位工资标准.

７月５日　副省长徐福顺、省长助理马建堂、省政府副秘书长徐连生一行到省移动通信公司调研.

７月７日　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完成融合重组工作,决定撤销中国网通集团南方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网通集团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及所辖青海省分公司,成立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青海省分公司.

７月１９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举行庆祝中国联通成立１０周年全省电视电话会议,通过媒体公布“精

确计费”“包月短信任意定退”“办理业务免填单”３项服务承诺.

７月２０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与卫通青海分公司签订协议,西宁电信网开放卫通青海分公司IP
“１７９７１”“１７９７０”业务接入码,实现两网业务互联.

７月２２日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西北五省(区)电信传输局工作会议及光缆带电路割接选拔赛在西宁

举行.

同月　网通青海省分公司兰州—西宁—格尔木—拉萨SDH 长途传输系统电源、土建工程竣工,建设

循化、化隆、刚察、天峻、茶卡、都兰、香日德、诺木洪、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唐古拉山１２个站点,投资

２４８９万元.

８月６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开通青藏铁路公司列车调度会议系统.

８月１３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举行首届职工“大比武”活动.西宁铁道通信服务中心,西宁、格尔木、

海东分公司及实业公司５个代表队４１名选手参加光、电缆接续,无线列车调度故障处理等４个项目比

赛,张俭等１３人获“技术能手”称号.

８月２５日　联通海东分公司与海东行署签订«海东政府信息网互联网接入协议».

９月８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举办成立５周年庆典活动,分别在人民剧院、新宁广场举办“沟通从心开

始”文艺晚会.省电视台、«青海日报»报道了省移动通信公司５年来发展历程.

９月１３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总经理宋宜宏、党委书记晏德录向副省长徐福顺介绍铁通成立３年来

的业务发展、经营管理情况及移交国资委后的发展设想.

９月１７日　由省通信管理局主办,省移动通信公司承办的第三届“通信杯”运动会在铁路体育馆开

幕,通信行业８支代表队３２０名运动员参加拔河、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等项目比赛.

９月２９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与省移动通信公司签订«网间点对点短消息互联及结算协议»,年底,实

现短消息互联.

１０月９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与青藏铁路公司签订«铁路运输通信服务合同».

１０月１０日　经中国电信集团批准,省电信有限公司关闭省电信传输局西宁卫星通信地面站.

１０月２９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关闭“１２６、１２７、１９８、１９９”无线寻呼业务.

１１月４日　中国网通集团公司决定,聘李恒久任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青海省分公司总经理,李生

奎任副总经理.省委同意中共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党组更名为中共中国网络通信集团

公司青海省分公司党组,李恒久任党组书记,李生奎任党组成员兼纪检组长.

１１月１１日　根据信息产业部«关于电信监管部门配合开展电信运营企业干部考核与管理工作的意

见»,省通信管理局将配合各电信公司领导干部考核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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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９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决定改革省电信传输局维护体制,各州(地、市)线务站划归当地电信

分公司管理,西宁设光缆维护中心、管道维护中心.

１１月２０日　受CIC２００４中国电子竞技组委会委托,省电信有限公司承办的“CIC２００４第三届中国

电子竞技大会‘绿色动力杯’青海区域赛”启动大会在西宁举行.全省各州(地、市)２００余名选手参加

竞赛.

１１月２４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电信行业民主评议行风情况通报会.

同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与联通青海分公司联合建设的共和—玉树、同德—大武、大武—甘德—达日

光缆传输工程通过验收.

１１月２５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与联通青海分公司签订«网间点对点短消息互联及结算协议».

同月　网通青海省分公司投资８２６万元,在西宁市昆仑路９号购置了２６７８平方米的办公用房,由西

宁市南大街１７号迁入新址.

１２月１０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与省政府办公厅签订«青海省人民政府专网线路租用项目协议»,建立

以省政府办公厅为中心,连接各部门、各州(地、市)政府的电子政务网络.

１２月１５日　省经委、省统计局、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授予省移动通信公司“２００４年青海企

业５０强”称号.

１２月１７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召开青海寻呼“１２６、１２７、１９８、１９９”发展历程座谈会.

１２月２３日　根据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原青海省电话号簿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整建制划

转至中国电信集团黄页信息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简称“黄页青海分公司”).

１２月３０日　青海省专用通信局举办挂牌仪式,省委副书记白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津成,国

家专用通信局局长赵泉及相关厅局参加.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１日　代省长宋秀岩、副省长徐福顺一行到省电信有限公司西宁第二长途电信枢纽楼慰问电信

员工.宋秀岩希望省电信有限公司主动参与电子政务建设和信息化推进工作,做好“村通”工程.

１月５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以纳税３２９２万元,被省政府评为“２００４年度上缴税收先进企业”.

１月６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成立联通新国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１月１０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在西宁召开２００５年度工作会议,总经理杨建青作题为«实施精确管理、

推动企业转型,保持青海电信全面、高效、稳健发展»的工作报告.

１月１８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由西宁市长江路９３号迁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汇路２９号新址.

１月２５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通信行业座谈会.副省长徐福顺作«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通信

业协调发展»的讲话.

２月６日　省政府转发省通信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２月２５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成立青藏铁道通信事业部,设格尔木、柯柯、西宁３个通信段,实行公用

电信、铁道通信专网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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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０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召开全省岗位竞聘动员大会,公司人力资源改革进入实施阶段.

３月１７日　按照全国互联网网站清理整顿工作培训会议统一部署,省通信管理局召开ICP/IP地址

信息备案管理系统培训会议.

３月２２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电信行业电视电话会议,全省各级电信部门和增值电信业务运

营商在各分会场参加会议.

３月２４日　根据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发改委«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电信网

码号资源占用费标准».省通信管理局实施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征收工作.

４月１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会议,传达信息产业部«关于开展规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经营行为专

项治理整顿活动的通知».

４月２日　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标中国电信西藏拉萨至林芝长途架空光缆工程

监理业务,这是该公司首次跨省承担监理业务.

４月１２日　省长宋秀岩、副省长徐福顺在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袁瑞青陪同下走访信息产业部,与部长

王旭东就青海电信业发展和农牧区通信问题交换意见.次日,徐福顺一行走访电信、网通、联通集团

公司.

４月１４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与深圳中兴通讯公司联合举办２期以“企业竞争战略与执行力”“团队

训练”“情境领导”为主题的高级管理研讨班.

４月２４日　省通信管理局协助天融信公司组织“龙腾中国、融信天下”西部巡展,同时召开中国网络

安全发展趋势研讨会.各电信公司、相关单位７０余人参会.

４月２８日　省通信管理局调整有人值守公用电话区间通话费为０２元/分钟.

４月２９日　省政府办公厅转发«青海省通信管理局关于青海省“村通电话工程”实施意见»,全面推

动“村通工程”建设.

５月８日　省通信管理局会同省国家安全厅、省国家保密局、省公安厅、省委宣传部等９部门对全省

１４家网站的信息内容、管理制度、证照资质、设备器材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

５月９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成立数据业务发展中心,负责互联网及数据业务的市场营销、维护、设

计、施工及IP视讯、专线接入、局域网数据业务等工作.

同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与省移动通信公司签订«青海省移动通信行业自律协议».

５月１２日　省政府“村通电话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副省长徐福顺听取全省村通工程进展情况

及面临问题的汇报,要求各相关厅局、各州(地、市)政府积极配合通信部门开展村通工作,按期实现村通

和全部乡通目标.

５月１８日　根据铁道部«铁道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土地资产划分和交接工作方案»,铁通青海分公司

与青藏铁路公司对铁路用地和房产进行划分、测绘登记.

５月２３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２００５年全省通信行业行风建设工作会议.信息产业部表彰了２００４

年度青海省通信行业“全国用户满意电信服务明星班组”和“全国用户满意电信服务明星”.

同日　按照中国电信集团要求,省电信有限公司将黄页信息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更名为青海省电

信有限公司黄页信息分公司,为省公司直属单位,财务实行报账制.

５月３１日　网通青海省分公司承建的西宁市教育城域网开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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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３日　省电信实业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续聘裴云新任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聘期３

年;选举王磊为监事会主席.

同日　电信西宁市分公司承建的西宁市公安局综合业务通信网交付使用.

６月１７日　中国铁通铁道通信事业部检查组检查青藏铁道通信事业部应急通信系统,在西宁西

站—双寨(青藏线 K５＋９６０m 处)进行实地演练.

６月１８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迁入西宁市黄河路１００号新址.联通青海分公司投资４７６０万元,从青

海亚楠房地产开发公司购置,建筑面积１３５３２平方米.

７月９日　铁通西宁本地网铁路专网长途区号由“０７４１”改为“０７５”.

７月１６日　第四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湟中县塔尔寺开幕.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协调各通

信企业为比赛提供通信保障.

７月１８日　省电信实业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信园小区一期工程(建筑面积７０５１１

平方米)竣工暨住户入住仪式在信园小区举行.

７月３０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与青藏铁路公司签订«２００５年度铁路运输通信服务合同»,合同金额

４１５８万元.

７月３１日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王晓初一行到青调研,与省长宋秀岩、副省长徐福顺就加快青

海信息化进程、打造“数字化青海”等问题交换意见.

８月２日　省村通工程推进大会在互助县包刘村举行,省委副书记白玛、副省长徐福顺为包刘村移

动基站开通剪彩.

８月１８日　中国电信集团在西宁召开工程财务管理研讨会,集团公司、各省(区、市)电信公司５０余

名工程财务管理人员参加会议.

８月２０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在全省开办缴费卡业务,用户通过购买缴费卡即可实现为后付费“小灵

通”或固定电话缴费.

同日　省通信管理局组织的全省固定电话局用交换机计费检测工作全部完成,对省电信有限公司、

铁通青海分公司、网通青海分公司４６台交换机进行检测,颁发合格证.

９月３日　原邮电部副部长、国家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朱高峰到省电信有限公司调研,党组书记葛凡

陪同朱高峰察看格尔木、茫崖至乌鲁木齐光缆的全程路由,看望沿线电信员工.

９月７日　联通青海分公司为中国联通集团资助的“可可西里”科考活动提供通信保障.

９月９日　由省通信管理局主办,联通青海分公司承办的通信行业第四届“通信杯”职工运动会在西

宁举行,通信行业９支代表队３００余名员工参加比赛.

９月２３日　省通信管理局组织«电信条例»颁布５周年纪念活动.

１０月２０日　信息产业部在西宁召开电信资费管理座谈会,部清算司副司长彭晓芳、各省(区、市)通

信管理局共３２人参加会议.

１０月２４日　铁通青海分公司根据中国铁通«关于精简省地两级分公司组织机构的通知»,撤销铁通

西宁分公司,西宁地区的经营业务由省分公司直管.

１０月２５日　青海电视台、省电信有限公司举办经济生活频道、都市频道全省覆盖庆典.

１０月２６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举办电信本地网资源管理系统应用竞赛.各州(地、市)分公司和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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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传输局１０个代表队参赛,玉树州分公司获冠军;西宁市、海南州分公司获优秀组织奖;３名选手获“操

作能手”称号.

１１月４日　省移动通信公司开通黄南州河南县多松乡 VSAT卫星电话,填补了青海省卫星移动电

话通信空白.

１１月９日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工程竣工,铁通青海分公司承担总长１２００余公里的通信线路

维护工作.

１１月１８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举行全省固定电话用户突破１００万部庆典.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

马福海为第１００万个电话用户颁发纪念证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国明、副省长徐福顺、省政协副主席

赵启中、省电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建青为“青海电信固定电话用户突破１００万纪念牌”揭幕.

１１月２９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固网智能化合作协议»,企业网络转型

工作全面展开.

１２月１５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互联星空”青海门户网站向用户开放.

１２月２４日　省电信有限公司被省政府评为“２００５年度上缴税收先进企业”.

１２月２６日　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电信行业行风检查(测评)电视电话通报会.

１２月２７日　省政府办公厅授予省移动通信公司“青海省村通电话工程先进单位”称号.

１２月２８日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在成都召开“村通电话工程”总结表彰暨２００６年“村通电话工程”誓

师大会,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获突出贡献二等奖.

０４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上　编

(政企合一时期)





第一章　邮电体制与机构

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决定新中国邮电实行邮电合一体制,至１９９８年

３月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决定撤销邮电部,成立信息产业部和国家邮政局,邮电通信行业

是政企合一、邮电合一(“文革”期间,邮、电分设３年)的国民经济基础性产业,也是为党政

军、企事业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通信企业;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既是邮电部的派

出机构,也是各省(区、市)政府的邮电通信管理部门,实行部、省双重领导,并以邮电部管理

为主.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及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划内的基层邮电局也比照以上

原则管理.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对全省各地的分支机构实行省、州(地、市)、县三级管理,省、

州(地、市)二级核算.

第一节　青海省邮电管理局

　　青海省邮电管理局成立于１９５２年１２
月.“文革”期间,正常的管理秩序被打乱.

１９７０年１月,邮电部被撤销,全国各省(区、

市)邮电管理局也随即撤销,全国自上而下

成立省(区、市)邮政局、电信局,分别由当地

政府和军队领导.１９７３年３月,国务院、中

央军委调整邮电管理体制,恢复邮电部,全

国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得以恢复.青海

省邮电管理局仍然是邮电部和青海省政府

双重领导,并以邮电部为主的政企合一、邮

电合一的正局级单位.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省邮

电管理局从西宁市五四大街２６号迁至长江

路９３号.

１９９８年,按信息产业部统一部署,全国

各省(区、市)实行邮电分营.当年１２月邮

电分营完成后,青海省邮政局由国家邮政局

领导,行使全省邮政通信管理及经营职能,

省邮电管理局在以信息产业部为主的部、省

双重领导下,行使电信通信管理及经营职

能.邮电合一体制终结.２０００年６月,省

邮电管理局完成政企分开,中国电信集团青

海省电信公司成立.

一、工作职责

贯彻执行邮电部和省政府关于通信工

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负责制定全省通

信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组织完成各项年度

计划;负责制定全省通信行业管理规定、办

法,组织协调好公众通信网与专用通信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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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管理本省通信市场,维护正常的市场

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和用户利益,并承担监

督检查责任;负责全省电信业务经营单位资

格审查及许可证核发,以及电信终端设备的

进网管理和监督检查;承担全省邮政、电信

网络建设、维护与经营管理的企业职能,确

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企业效益;负责

本省邮资票品和邮政用品用具的监制与管

理;负责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管理、培训

和职工队伍建设,正确处理通信主业与多种

经营的关系,积极发展邮电多种经营.

二、青海邮电管理体制

青海邮电管理体制由省局机关、经营邮

电业务的各州(地、市)邮电局、直属单位和

附属单位及省农村电话局组成,见下图.

图１Ｇ１Ｇ１　青海邮电管理体制示意图

　　三、省局机关

局级领导由邮电部任命、管理,职能处

室设置与邮电部对口,干部编制及科级以上

邮电局的成立、撤并须经邮电部批准.为适

应通信行业建设和经营管理需要,邮电部改

革力度逐年加大,省邮电管理局内设机构为

与邮电部司、局对口,也随之多次调整.内

设机构名称变更,体现不同年份的职能色

彩,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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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１Ｇ２　省邮电管理局机关设置情况

四、历任领导年表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历任领导名录见下表.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历任领导年表
表１Ｇ１Ｇ１
年份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局长

傅春茂 路万福 陈坚 葛凡

１９８３１１至１９８８２ １９８８２至１９９４１１ １９９４１１至１９９９１２
１９９９．１２至

２０００．５

副局长

路万福 陈坚 韩玉良

１９８３１１至１９８８２ １９８８２至１９９４１１ １９９４１１至１９９７１０

秦伟时

１９９７．１１
至
１９９８．１２

邝剑萍

１９９９．１２至

２０００．５

赵玉普 李文清 葛凡

１９８３．１１至１９８８．２ １９８８．２至１９９０．１１ １９９０１１至１９９９１２

睢红卫 刘忠良

１９９０１１至１９９５３ １９９５３至１９９８１２

袁瑞青

１９９９７至

２０００５

５４

上编　第一章　邮电体制与机构



第二节　通信企业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地广人稀,经济

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通信能力、通信水

平及通信业务收入都远远落后于内地各省

(区、市).

根据青海省行政区划,１９８６年初,全省

经营通信业务的州(地、市)邮电局１０个(含

矿区邮电局),县(镇)邮电局３７个,邮电支

局４１个,邮电所１６１个.全省邮电局、所密

度为００３处/百平方公里(全国为０５４处/

百平方公里),局、所服务面积为２９８０１５平

方公里/处(全国为１８４０平方公里/处),

局、所服务人口为 １６８ 万人/处 (全国为

２００万人/处).１９９９年,邮政、电信独立运

营后,基层电信局、所有所调整.

省邮电管理局为保证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人民群众基本的通信需求,在投入产

出比极低的情况下,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１９８６年,全省邮电职工７０３０人.省邮

电管理局根据邮电部以通信总量核定管理

人员数量的规定,州(地、市)邮电局只设基

本科室,县邮电局不设科室.省邮电管理局

核定州(地、市)邮电局、邮政局、电信局和省

邮车总站、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省微波总

站等 １３ 个 直 附 属 单 位 管 理 人 员 编 制 为

１１９人.

一、西宁市邮政局

西宁市邮政局承担西宁市邮政业务及

省内邮件分发、转运等工作.局址:西宁市

西大街２号.

１９８６年,市邮政局设办公室、人事教育

科、保卫科、计划财务科、审计监察科、通信

业务科、技术设备科、物资供应科、总务科９
个职能科室;机要通信科、市内邮运科、邮件

转运科、邮件分拣科、档案汇检科、邮件管理

科、报刊发行科(对外称报刊零售公司)、邮

件投递科、邮票公司９个生产单位及４个党

群部门.直管邮政机械修配厂、大通县邮电

局２个科级单位,以及大十字、五四大街、东

关大街、小桥大街、互助路、西川６个邮政支

局,一二一、七〇五、大堡子、马坊、工具厂、

二十里铺、火车站、东川、尕庄、乐家湾、杨家

寨、昆仑路、南大街、南川、南郊、朝阳、彭家

寨１７个邮电所.１９９５年省邮票公司撤销

后,整建制划归西宁市邮政局管理.

１９８６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３２４７１万

元,业务收入４０５８４万元,全局职工１０６８
人.１９９８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２５５８２３
万元,业务收入４９４４０７万元.１９９８年完

成业务总量、业务收入分别是 １９８６ 年的

７８８倍 和 １２１８ 倍,全 局 职 工 １０７９ 人.

１９９８年底,邮电分营时,西宁市邮政局划归

省邮政局管理.(详见«青海省志邮政电

信志邮政(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二、西宁市电信局

西宁市电信局是全省电信中心局和业

务领导局,承担西宁地区电信业务经营、设

备维护以及全省电信网监督管理及技术指

导等任务;服从邮电部电信总局及省邮电管

理局电信处的业务领导及指导监督.多年

来,西宁市电信局业务收入占全省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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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６０％左右,其固定资产占全省的１/３.局

址:西宁市同仁路８号.

１９８６年,市电信局设办公室、人事教

育、计划财务、审计科、基建科、供应科、保卫

科、总务科８个职能科室及６个党群部门;

长途通信科、长话科、市话通信科、市话科、

电报科、长机科、长途营业科、市话营业科、

市话二分局、市话七分局、修机室、市话工程

队１２个生产单位;大十字、东关、韵家口、水

磨、小桥、马坊、西川、大堡子营业所及火车

站营业室９处营业网点.

１９８６年,西宁市电信局长途电路２４６
路端.市话交换机容量１００００门,市话用户

７３７２户,固定资产１６４７６５万元;完成电信

业务总量４４５６１万元,业务收入６５２１４万

元.全 局 职 工 ８４３ 人,全 员 劳 动 生 产 率

７７３５９４元.

１９９９年,市电信局设办公室、人力资源

部、计划财务部、市场部、运行维护部、工程

建设部、督查室、安全保卫部、离退休办公

室、审计室、物业管理部、车辆管理科１２个

职能科室,４个党群部门;市话线路维护中

心、交动中心、传输中心、话务中心、公话管

理中心、计费中心、营业中心、号线测量室、

基本建设室及挂靠单位省党政专用通信局

１０个生产单位.

１９８７年５月,市电信局开通至全国各

大城市(除西藏、新疆外)和格尔木、大通、海

东、海南、海西、黄南等地“１７３”特快长途电

话.９月,西宁市电信局实行局长负责制.

１９８８年３月,市电信局开通日本富士

通公司F１５０万门数字程控市话交换机.至

此,步进制、纵横制及数字程控３种制式市

话交换机总容量达２２万门.１１月,市电

信局研发的程控交换电话计费系统通过省

级鉴定,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市电信局开通“１２６”无

线寻呼业务.

１９９１年,市电信局开通BJC１２８型电报

自动转报系统,实现自动转报、自动交换、自

动译码.全省电报自动转报网基本形成.

１９９２年４月,市电信局七分局步进制

市话交换机扩容５００门.１２月,古城台至

火车站市话通信光缆投入运行.

１９９３年２月,市电信局数汉兼容无线

寻呼系统开通运行.３月,F１５０程控交换

机投资１３６３万元扩容８０００门工程竣工投

产.９月,公用分组交换网工程竣工,开通

分组交换业务.

１９９４年４ 月,市电信局投资 １５１９６７
万元引进的瑞典爱立信公司９００兆蜂窝移

动电话系统开通运行.随之,开通“１２７”自

动寻呼和“１６８”信息服务系统.

１９９５年４月,西宁市电信局交换机容

量达７４万门,实现市内电话程控化.西宁

市电话号码５位升至７位(含大通县).电

话进入寻常百姓家.

１９９６年５月,市电信局为市话业务综

合管理系统“九七工程”需要,进行市内电话

号线资料核对工作.西宁市政府专用通信

网并入市电信局市话公众网.

１９９７年４月,市电信局开通 GSM 数字

移动电话业务.９月,投资４０００万元建设

的市话业务综合管理系统“九七工程”投入

使用.１２月２２日,完成数据通信网 SDH
设备安装调测,接入 CHINAET(中国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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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互联网),当年用户８２户.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西 宁 市 电 信 局 开 通

“１６０１６００”人工信息台.中国银行青海省分

行以虚拟网方式接入市电信局电话公众网.

５月,市内电话用户突破１０万门.６月,西

宁市电信局长途１００００线工程竣工投产.９
月,西宁铁路分局专用通信网与市电信局公

众网实现互联互通.１０月,市电信局开通

“１６９”多媒体业务.１１月,省公安厅专用网

接入市电信局公众网.

１９９９年,市 电 信 局 长 途 交 换 机 容 量

１５０００路端;市话交换机容量２０７万门;单

位用户交换机２７７万门接入公众网.完成

电信业务总量１７亿元,电信业务收入２３
亿元,固定资产原值 ５６ 亿元,全局职工

６１８人,全员劳动生产率３７２２万元.

１９９９年,市电信局业务收入、固定资产

原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是 １９８６ 年的

３５３４倍、３４０８倍、４８２倍.

１９８６年９月,邮电部授予西宁市电信

局“全国邮电企业整顿先进单位”称号.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７日,西宁市电信局被省

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

三、海东地区邮电局

１９８２年１月,海东地区邮电办事处与

平安县邮电局合并成立海东地区邮电局,承

担海东地区邮电通信业务经营及普遍服务.

局址:平安县海东路２２７号.

１９８６年,地区邮电局设办公室、计财

科、人教科、保卫科、审计科、通信科、农话科

职能科室及党群部门.辖湟中(鲁沙尔镇)、

湟源(城关镇)、乐都(碾伯镇)、民和(川口

镇)、化隆(巴燕镇)、循化(积石镇)、互助(威

远镇)７个县邮电局.湟中县邮电局辖汉

东、田家寨、多巴、拦隆口邮电支局,上新庄、

甘沟、李家庄、李家山、总寨邮电所;湟源县

邮电局辖巴燕、日月、石崖庄、星泉邮电所;

乐都县邮电局辖引胜、高庙邮电支局,五二、

汉庄、老鸦、高店、瞿昙寺邮电所;民和县邮

电局辖史纳、官亭邮电支局,马营、巴州、古

鄯、李二堡、享堂、峡门、满坪邮电所;化隆县

邮电局辖甘都、群科邮电支局,扎巴、昂思

多、金源、雄先、德恒隆邮电所;循化县邮电

局辖文都、白庄、古雷、查汉都斯、街子邮电

所;互助县邮电局辖五十、五峰、巴扎、加定、

红崖子沟、南门峡、曹家堡邮电支局,双树、

丹麻、东和、边滩邮电所.地区邮电局兼营

平安县邮电业务,直管三合、省棉纺厂邮电

所.海东地区总人口及人口密度远远大于

其他各州,通信需求居全省前列.１９８６—

１９９６年,省邮电管理局在提高西宁市通信

能力 的 同 时,重 点 提 升 海 东 地 区 的 通 信

能力.

１９８６年,地区邮电局长途交换机容量

２４０门(共电制１６０门、磁石制８０门);市话

交换机总容量３２００门(准电子交换２３００
门、磁石交换９００门);市话用户２４６９户.

农村电话交换机１５２５门,用户７８９户,１５０
个乡镇全部通电话,２１４７个行政村通电话

不足１０％.海东地区邮电局完成邮电业务

总量２８３８万元、业务收入２１１０３万元(电

信业务收入１２４８７万元),农话业务收入

４８４８万元,固定资产原值１４６８万元(含农

话３４３ 万 元).职 工 ９３３ 人 (含 农 话 １５４
人),全员劳动生产率２２６１８４元.

１９８６年,湟源县邮电局开通１０００门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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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制自动电话.

１９８９年,循化、民和两县邮电局先后开

通省邮电管理局调拨西宁市电信局闲置的

步进制电话交换机５００门、１０００门,两局原

准电子电话交换机淘汰.

１９９１年,海东地区邮电局开通１０００门

纵横制电话交换机,原准电子交换机淘汰.

１２月,湟源县邮电局纵横制交换机扩容

５００门.

１９９２年２月,乐都县邮电局开通１０００
门纵横制交换机,原准电子交换机淘汰.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互助县邮电局开通１０００
门程控电话,次年１２月又扩容１０００门;湟

中县邮电局开通１０００门二手纵横制电话交

换机.

１９９４年１月,乐都县邮电局开通２０００
门程控电话,电话号码４位升至６位,次年６
月又扩容１０００门.同月,民和县邮电局开

通２０００门程控电话,电话号码４位升至６
位,次年６月又扩容１０００门.８月,化隆县

邮电局开通１０００门程控电话,次年６月又

扩容１０００门.１１月,海东地区邮电局利用

澳大利亚政府贷款,开通６０００门程控电话.

１９９５年１月,湟源县邮电局开通２０００
门程控电话.３月,循化县邮电局开通１０００
门程 控 电 话.９ 月,湟 中 县 邮 电 局 开 通

HJD０４型３０００门程控电话.至此,海东地

区实现市内电话程控化.

１９９６年１月,民和县邮电局建成史纳

１０００门程控模块局.７月,海东地区邮电局

建成C３本地网.

１９９９年,海东地区电信局长途交换机

１１５０路端;市话交换机４９０００门,市话用户

３８６４３户;单位用户交换机３２０３门接入市

话 网;农 话 交 换 机 １１６８０ 门,乡 村 电 话

９６５６户.

１９９９年,海东地区电信局职工４２７人.

电信业务收入５３４６５１万元(含农话收入),

固定资产原值７９３１１７万元.全员劳动生

产率１２５２万元,是１９８６年的５５３５倍.

１９９８年５月,海东地区邮电局被省委、

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

四、海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

海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成立于１９５７年

９月,承担海南州邮电通信业务经营及普遍

服务.局 址:共 和 县 恰 卜 恰 镇 团 结 南 路

６号.

１９８６年,州邮电局设办公室、政工科、

通信科、计财供应科、审计监察科、保卫科等

职能科室及党群部门.辖贵德(河阴镇)、贵

南(茫曲镇)、同德(尕巴松多镇)、兴海(子科

滩镇)四县及龙羊峡邮电局.贵德县邮电局

辖尕让、周屯、新街、罗汉堂邮电所;贵南县

邮电局辖巴洛滩、过马营邮电支局,白刺滩、

沙沟、森多邮电所;同德县邮电局辖巴沟、巴

滩邮电所;兴海县邮电局辖河卡邮电支局、

大米滩邮电所.州局现业科兼营共和县邮

电业务,并辖倒淌河、塘格木２个邮电支局,

１５１、江西沟、黑马河、大水桥、曲沟、沙珠玉、

哇玉香卡７个邮电所.

１９８６年,全州长途电路８３路端,市话

纵横制交换机１８００门(含磁石人工交换机

６００门),龙羊峡仅有长途电话,无市话设

备.全州农话磁石交换机容量２９０门,全州

４１个乡镇,２４个通电话.完成邮电业务总

量１４１４万元,邮电业务收入１２０３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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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电信收入６５８３万元),农话业务收入

２５６２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６１４１２ 万元.

全州邮电职工４０２人(含农话５７人),全员

劳动生产率３４７６４元.

１９８６年,海南州邮电局全部为架空明

线线路.当年陆续开通共和—湟中、共和—

龙羊峡、贵南—贵德的１２路载波电路,共

和—兴海、贵德—同德的３路载波电路.先

后对１２个乡的农话线路进行新建、大修和

改造;架设特高频无线电话,石乃亥、温泉等

４个偏远牧区乡无电话历史终结.

１９８９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向全省推

广海南州邮电局“四位一体”机房值班制.８
月,州邮电局实现长途电话计费(册报)、邮

电产品业务量统计计算机管理.１１月,州

邮电局范德英开发的报刊发行计算机应用

软件投入应用.

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６日,海南州河卡、塘格

木发生６９级地震,海南至玉树、果洛、兴

海、塘格木、河卡通信线路阻断,州邮电局抢

修线路、恢复通信、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实

施了１０余项建设工程项目.年底,州邮电

局纵横制交换机扩容５００门.

１９９１年３月,兴海县邮电局建成容量

为２００门的纵横制市话交换机.

１９９２年６月,由龙羊峡工委、龙羊峡电

厂、水电部四局和州邮电局共同投资６５万

元,并由州局承建容量为５００门的纵横制交

换机开通运行.８月,贵南县邮电局建成

５００门纵横制市话交换机.１１月,同德县邮

电局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二手纵横制市话

交换机.至此,全州实现市话自动化.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７日,海南州共和县沟后

水库垮坝,２００多家用户通信中断,州邮电

局组织人员抢修线路,保障通信畅通.贵德

县邮电局建成５００门程控电话交换机.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州邮电局利用澳大利亚

政府贷款建成容量为６０００门的程控电话交

换机.年末,开通西宁—海南６０路数字微

波电路.

１９９５年７月,兴海县邮电局纵横制交

换机扩容至１０００门.同月,州邮电局开通

无线寻呼业务.

１９９６年,州邮电局利用德国政府贷款

先后建成贵德２０００门、贵南１０００门、同德

１０００门、兴海１０００门、龙羊峡１０００门程控

电话交换机.同年,全州邮电局建成光缆环

路,实现传输数字化.

１９９７年４月,州邮电局开通 GSM 数字

移动电话.８月,贵南过马营邮电所建成

１０００门程控电话交换机.１０月,全州各县

邮电局均开办“３００”公用数据网业务.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全州建成C３本地网,电

话号码４位升至６位.

１９９９年８月,州邮电局程控交换机扩

容４０００门.龙羊峡水电站工程竣工,建设

者陆续撤离,电信业务逐年萎缩,省邮电管

理局将龙羊峡电信局降格为支局,由共和县

电信局管理.

１９９９年,全州长途电路２０４０路端,市

话交换机２４０３５门(实占１２９６１门),农话交

换机１１２８门(实占５１４门);市话用户１２００１
户(其中住宅用户９１８７户),乡村电话１０１９
户(其中住宅用户６７８户);单位用户交换机

２０９０门(实占１２９３部)接入州局市话公众

网.完成业务收入１４２８４１万元,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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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值７０２２０４万元.全州职工１８４人,劳动

生产率７７６万元,是１９８６年２２３３倍.

１９９７年６月,海南州邮电局获“省级精

神文明单位”称号.

１９９８年５月,海南州邮电局被省委、省

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标兵”.

五、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邮电局

１９６４年３月,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

族自治州邮电局(后称为“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邮电局”)成立.承担海西州地区邮

电通信业务经营及普遍服务.１９６６ 年 ４
月,随州政府迁至德令哈市.局址:德令哈

市建国东路８号.

１９８６年,海西州邮电局设办公室、人教

科、计财科、保卫科、总务供应科、通信科、审

计监察科等职能科室及党群部门.辖乌兰

(希里沟镇)、都兰(察汗乌苏镇)、天峻(新源

镇)、格尔木市、冷湖镇、茫崖镇、大柴旦镇７
个县级邮电局.乌兰县邮电局辖茶卡邮电

支局,赛什克、柯柯邮电所及莫河代办所;都

兰县邮电局辖香日德、诺木洪邮电支局,伊

克高里、香日德农场、夏日哈邮电所及宗加

代办所;天峻县邮电局辖天棚邮电所;格尔

木市邮电局辖西郊、河西、唐古拉山邮电支

局,河东农场、河西农场、察尔汗邮电所;冷

湖邮电局辖五号、老基地邮电支局;茫崖邮

电局辖花土沟邮电支局;大柴旦邮电局辖锡

铁山邮电支局,马海、绿草山邮电所及饮马

峡代办所.州邮电局兼营德令哈市邮电业

务,辖尕海、河东、德令哈农场３个邮电支

局,戈壁、火车站、怀头他拉、河西、泽令沟５
个邮电所及旺尕秀代办所.

１９８６年,全州长途电路１８４路端;市话

交换机３３５０门(纵横制交换机州局１０００
门、格尔木１０００门;磁石交换机大柴旦３００
门,都兰、乌兰、冷湖、茶卡各２００门,天峻

１００门,茫崖１５０门).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３０４８５万元、业务收入３８０３３万元(电信

收入２３３５万元),农话业务收入２４３万

元,固定资产总值１４１４４４万元.全州邮电

职工７４０人(含农话３９人),全员劳动生产

率５４６７９７元.

１９８６年,州邮电局、格尔木市邮电局相

继安装 DD１４、ZZD０９、DD１６、DD１７等制式

长途电话设备,增开高１２路载波电路.

１９８９年底,州邮电局纵横制交换机扩

容３００门.

１９９１年初,冷湖镇邮电局建成２００门

纵横制交换机.４月,格尔木市邮电局从海

西州邮电局析出,由省邮电管理局直管.同

年,青海石油管理局从冷湖镇迁往敦煌,冷

湖镇邮电局业务全面下滑,省邮电管理局将

冷湖镇邮电局降格为邮电支局,由茫崖镇邮

电局管理.

１９９２年,茫崖、乌兰两县邮电局分别开

通５００门空分制程控交换机.

１９９４年３月,州邮电局建成 HJG０４型

３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电话号码４位升至６
位.８ 月,都 兰 县 邮 电 局 建 成 HJ０９D 型

１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１１月,天峻县邮电局

建成５００门程控交换机.同年,西宁—德令

哈—格尔木开通１２０路微波电路.

１９９５年６月,州邮电局开通无线寻呼

业务.同年,州邮电局开通９００兆蜂窝模拟

移动电话.

１９９６年,海西州、茫崖镇、乌兰县三地

１５

上编　第一章　邮电体制与机构



邮电局先后开通５０００门、２０００门、２０００门

程控交换机.

１９９７年４月,州邮电局开通 GSM 数字

移动电话.１０月至年底,乌兰县柯柯邮电

所、都兰县邮电局先后开通５００门、１５００门

程控交换机.

１９９８年８月,“兰西拉”光缆投入运行,

实现长途通信传输数字化.１１月,州邮电

局程 控 交 换 机 扩 容 ４５００ 门,总 容 量 达

１００００门.

１９９３年,农话线路４９１５杆程公里,部

分乡镇开通超短波无线电话.１９９５年,农

话自动交换机容量３３９门,用户１９８户.

１９９９年,全州长途电路５１０路端,市话

交换机容量２１７１６门(实占１４７７２部),市话

用户１３０１６户(住宅用户８９９０户),乡村电

话１７５６户(住宅用户１４７４户),单位用户交

换机６９１门(实占３３６部)接入电信市话公

众网.完成电信业务总量１８４７４３万元,农

话 业 务 总 量 １９６３８ 万 元,业 务 收 入

２１７６５７万 元,固 定 资 产 原 值 ９５３０３９ 万

元.全 局 职 工 ２１０ 人,全 员 劳 动 生 产 率

１０３６万元,是１９８６年的１８９５倍.

六、海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

海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成立于１９５７年

９月,承担海北地区邮电通信业务经营及普

遍服务.局址:门源县浩门镇西大街８号.

１９９８年,随州政府迁至海晏县西海镇.

１９８６年,海北州邮电局设办公室、政工

科、计财供应科、通信科、保卫科、审计监察

科等职能科室及党群部门.辖祁连(八宝

镇)、刚察(沙柳河镇)、海晏(三角城镇)三县

邮电局,祁连县邮电局辖托勒、阿力克、俄

博、野牛沟、鸽子洞邮电所;刚察县邮电局辖

尕曲、吉尔孟、哈尔盖、哈尔盖火车站、泉吉、

热水邮电所;海晏县邮电局辖火车站、甘子

河、托勒邮电所.州邮电局兼营门源县邮

电,辖青石嘴邮电支局,马场、东川、仙米、红

沟邮电所.

１９８６年,海北州邮电局长途电路２７路

端,市话交换机１５５０门(纵横制交换机门源

１０００门、刚察２００门;磁石交换机海晏２００
门、祁连１５０门),３３个乡镇全部通“摇把

子”电话.全局完成邮电业务总量９０万元,

邮电业务收入 ７５４ 万元,农话业务收入

１３８６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３３９４６ 万元.

全州邮电职工２９３人(农话５１人),全员劳

动生产率３０４６４２元.

１９９１年３月,矿区邮电局(驻西海镇)

降格为县级邮电局,由海北州邮电局管理.

１０月,祁连县邮电局开通GHＧ１型５００门纵

横制交换机.

１９９３年,长途半自动设备投入运行.

１９９４年５月,矿区邮电局建成１０００门

程控交换机.

１９９５年９月,海晏、祁连两县邮电局先

后建成 HJD０４型１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电话

号码４位升至６位.１０月,刚察邮电局建

成 HJD０４型１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年底,全

州长途电路３２８路端,长途磁石人工交换机

６０门.

１９９６年 ９ 月,西 海 镇 建 成 S１２４０ 型

１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１１月,州邮电局(门

源)建成S１２４０型３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同

年,州邮电局先后开通无线寻呼和９００兆蜂

窝模拟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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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４月,GSM 数字移动电话工程

竣工,投入运行.

１９９７年祁连、海晏两县邮电局交换机

先后扩容１０００门和２０００门.

１９９８年８月,随着“兰西拉”光缆及各

县光缆先后建成,全州实现光缆传输.

１９９８年５月,海北州邮电局随州政府

迁至海晏县西海镇,增设门源县电信局.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门源、海晏、刚察三县邮

电局各建成程控交换机３０００门.１０年来,

州邮电局向社会各界争取各类建设资金共

计４７３万元,其中各级政府投入资金２２９
万元.

１９９９年,全州长途电路３３０路端、市话

交换机２０５００门(实占１０１２１门);市话用户

９３４２户,农村电话７７９户;单位用户交换机

４８０门(实占２４７门)接入市话公众网.完

成电信业务收入９６７１８万元,固定资产原

值５８３１５１万元.全局职工１４８人,全员劳

动 生 产 率 ６５４ 万 元,是 １９８６ 年 的

２１４５倍.

１９８７年,海北州邮电局被州委、州政府

命名为“文明单位”,祁连、海晏县邮电局也

分别被当地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七、黄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

黄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成立于１９５７年

９月,承担黄南地区邮电通信业务经营及普

遍服务.局址:同仁县隆务镇中山路４０号.

１９８６年,黄南州邮电局设办公室、政工

科、通信科、计财供应科、审计科、保卫科等

职能科室及党群部门.辖尖扎(马克唐镇)、

泽库(泽曲镇)、河南(优干宁镇)三县邮电

局.尖扎县邮电局辖五七、昂拉、康家邮电

所;泽库县邮电局辖多福屯、和日邮电所;河

南县邮电局辖外斯邮电所.州邮电局兼营

同仁县邮电,辖保安邮电所及麦秀代办所.

１９８６年,全州长途电路２８路端,州局

市话纵横制交换机１０００门,尖扎、泽库、河

南三县邮电局磁石人工交换机各２００门.

农话交换机３５０门,全州３９个乡镇中１２个

乡镇通电话,２５５个自然村中１个村通电

话.完成邮电业务收入５４５５万元,农话业

务收入１６４４万元,固定资产总值３０１６４
万元.邮电职工２４４人(含农话５５人),全

员劳动生产率２９０９４２元.

１９８８年,河南县邮电局开通至州局的

长途半自动电路.同年,五河公路隆务峡段

改建,西宁至黄南电路绕道循化,新安装１２
路、３路载波机各１套.

１９９２年４月,成立李家峡邮电支局,由

尖扎县邮电局管理.次年４月,升格为县级

邮电局,由州邮电局直管.８月,州邮电局

纵横制交换机扩容１０００门.

１９９３年２月,州邮电局电话号码４位

升至５位.５月,尖扎、河南、泽库三县邮电

局先后利用二手设备各开通纵横制交换机

１０００门.同年,州邮电局开通州局至西宁,

州局至河南、泽库半自动电路,３９个乡镇全

部通电话,２５７个自然村有４０个通电话.

１２月,李家峡邮电局开通二手纵横制交换

机１０００门.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尖扎县康杨镇邮电所开

通１２８门程控电话.

１９９５年,平安—同仁—李家峡、州局至

各县光缆工程陆续竣工,全州实现光缆数字

传输.年底,州邮电局程控交换机４００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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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竣工.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泽库县邮电局开通程控

交换机１０００门.州邮电局开通无线寻呼

业务.

１９９７年,李家峡、河南两地邮电局开通

程控交换机 １０００ 门,尖扎县邮电局完成

２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改造.

１９９８年１月,河南县邮电局开通“１２６”

无线寻呼业务.１２月,州邮电局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

１９９９年１月,州邮电局程控交换机扩

容６０００门.５月,州邮电局建成 C３本地

网,电话号码５位升至６位.

１９９９年,全州长途电路１３８０路端、市

话交换机１１０００门(实占６９２３门)、农话交

换机６５６门(实占３１５门);市话用户６８９５
户、农话用户３４３户;单位用户交换机１６２
门(实占１１６部)接入市话公众网.完成电

信业务总量 ８４１３８ 万元,农话业务总量

３３２６万元,业务收入８４４２１万元,固定资

产原值２８０４５３万元.全州邮电职工１２４
人,全员劳动生产率６８１万元,是１９８６年

的２３４倍.

八、果洛藏族自治州邮电局

果洛藏族自治州邮电局成立于１９５７年

９月,承担果洛地区邮电通信业务经营及普

遍服务.局址:玛沁县大武镇.

１９８６年,州邮电局设办公室、政工科、

计财供应科、业务技术科、审计监察科、保卫

科等职能科室及党群部门.辖达日县(吉迈

镇)、班玛县(赛来塘镇)、甘德县(柯曲镇)、

久治县(智青松多镇)、玛多县(玛查里镇)、

花石峡镇等邮电局.久治县邮电局辖索乎

日麻邮电所,班玛县邮电局辖班前邮电所.

州邮电局兼营玛沁县邮电业务,辖中心站邮

电所,军功代办所.

１９８６年,全州长途电路２４路端,市话

磁石人工交换机１０５０门(州局５００门,玛

多、班玛、久治、达日、甘德五县邮电局各

１００门,花石峡５０门),全州５０个乡镇中３６
个通电话,１４３个自然村中４个村通电话.

完成邮电业务总量７３５３万元、业务收入

６９４３万元,农话业务收入１２万元,固定资

产原值３５５５７万元.全州邮电职工２５０人

(含农话３７人),全员劳动生产率３２５７２
元.１９８９年１月,花石峡邮电局降格为邮

电所,由玛多县邮电局管理.

１９９２年３月,州邮电局开通 HJZ４００１
型１０００门纵横制交换机.

１９９３年２月,州邮电局开通长途电话

汇接中心,实现长途直拨.３月,州邮电局

电话号码４位升至５位.当年,长途交换总

容量为８４门(自动５４门、共电１０门、磁石

２０门).

１９９４年７月,班玛县邮电局开通５００
门程控电话,电话号码由３位升至５位,是

青南地区第一个开通程控电话的牧业县.

州邮电局开通 VSAT 卫星电话,新增电路

８条.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州邮电局开通程控交换

机２０００门.

１９９６年,西宁至果洛长途光缆工程竣

工,实现数字传输.

１９９７年６月,州局开通 GSM 数字移动

电话.８月,开通无线寻呼业务.同年,玛

多、甘德、达日、久治四县邮电局各开通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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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５００门.

１９９８年８月,州邮电局程控交换机扩

容４０００门.

１９９９年２月,班玛县邮电局程控交换

机扩容至１０００门.

１０年来,州、县两级政府为通信建设、

扩容改制投入资金３８７万元(州政府３５７万

元,班玛县政府３０万元).

１９９９年,全州长途电路４３２０路端,市

话交换机１０５００门(实占４７５０门);市话用

户４７１１户,乡村电话２４户.年底,移动电

话用户达到２１２０３部.完成电信业务总量

８１０３３万元,农话业务总量１４８４万元,业

务 收 入 ４４６６６ 万 元,固 定 资 产 原 值

３３１８０７万元.全州邮电职工１１１人,全员

劳 动 生 产 率 ４０２ 万 元,是 １９８６ 年 的

１２３４倍.

九、玉树藏族自治州邮电局

玉树藏族自治州邮电局成立于１９５７年

９月,承担玉树地区邮电通信业务经营及普

遍服务.局址:玉树县结古镇民主街.

１９８６年,州邮电局设办公室、政工科、

通信科、审计监察科、保卫科、计财供应科职

能科室及党群部门.辖囊谦(香达镇)、称多

(称文镇)、治多(加吉博洛格镇)、杂多(萨呼

腾镇)、曲麻莱(约改滩镇)五县邮电局.称

多县邮电局辖清水河、歇武邮电所.州邮电

局兼营玉树县邮电业务,辖胜利路邮电支

局,结隆邮电所完成邮电业务总量６４３１万

元、业务收入６９１４万元(电信收入４９９２
万元),农话业务收入３８９万元,固定资产

原值３０９５万元.全州邮电职工２２５人(农

话１７人),全员劳动生产率３２４５７８元.

１９８６年,州邮电局与各县邮电局全部

为架空明线单路载波电路.长途交换机容

量５６门(其中共电式交换机容量１６门、人

工磁石交换机４０门);州邮电局准电子市话

交换机４００门,杂多、治多、称多、囊谦、曲麻

莱五县邮电局磁石人工市话交换机各１００
门;全州４７个乡镇中１２个通电话,２５５个

行政村中１个通电话.

１９９０年下半年,州邮电局开通至各县

的３路载波电路.１２月,州局准电子交换

机改制,开通纵横制交换机１０００门.

１９９１年７月,州邮电局开通玉树至西

宁的１２路载波电路.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州邮电局开通玉树至西

宁的DD１４型半自动电路.

１９９３年,州邮电局至称多县架空铁线

改铜线,称多县称文、珍秦、歇武３个乡镇

１０６线对公里农话线路工程竣工,１５个乡开

通有线电话.州政府投资４０万元为其余

３２个乡配备无线对讲机.至此,全州４７个

乡全部通电话.

１９９４年,州邮电局卫星通信地球站竣

工,开通卫星电路８条.

１９９５年 １１ 月,州局开通程控交换机

２０００门,电话号码４位升至５位.

１９９７年５月,西宁至玉树光缆建成,长

途通信传输采用数字技术.７月,称多、囊

谦、杂多、治多、曲麻莱五县邮电局各开通程

控交换机５００门.９月,州邮电局先后开通

结古镇地区无线寻呼业务和数据业务.１１
月,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

１９９８年 ９ 月,州 局 程 控 交 换 机 扩 容

４０００门,建成C３本地电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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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全州长途电路１０２０路端,市

话程控交换机８０９６门(实占５２４４门);市话

用户５０９８户,农话用户１４６户;单位用户交

换机４２４门(实占２１０门)接入电信公众网.

完成业务收入７６６３８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３２０１０１万元.全州电信职工９５人,全员

劳 动 生 产 率 ８０７ 万 元,是 １９８６ 年 的

２４８５倍.

十、格尔木市邮电局

格尔木市邮电局成立于１９５５年４月,

承担格尔木地区邮电通信经营及普遍服务

任务,为海西州邮电局管理的县级邮电局.

１９９１年３月,格尔木市邮电局从海西州邮

电局析出,由省邮电管理局直管,设办公室、

通信股、政保股、财务股.辖河西、河东邮电

支局,昆仑路、南郊、察尔汗邮电所,河西农

场、唐古拉山、西郊代办所.同年,格尔木局

纵横制交换机扩容１０００门.

１９８６年,格尔木地区全部为架空明线

１８路载波电路.长途磁石人工交换机１２０
门,市话交换机容量１４００门(H９２１型纵横

制交 换 机 １０００ 门、磁 石 人 工 交 换 机 ４００
门),农话交换机３０门(实占１０门),４个乡

镇中 ２ 个 通 电 话.完 成 邮 电 业 务 收 入

１１４１９万元,固定资产原值５１４３３万元.

全局 邮 电 职 工 １７６ 人,全 员 劳 动 生 产 率

６４８８０６元.

１９８６年,开通１２路载波及格尔木至德

令哈、西宁长途半自动电路.

１９８９年,格尔木市邮电局开通乌图美

仁乡单边带无线电话.

１９９１年,格尔木市邮电局 H９２１纵横制

交换机扩容１０００门.

１９９２年８月,格尔木邮电局实现长途

电话全自动直拨.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格尔木邮电局升格为副

处级建制.局址:江源中路１１１号.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利用澳大利亚政府贷款

引进阿尔卡特程控交换机１００００门.年底,

西宁至格尔木４８０路微波通信工程竣工,实

现长途传输数字化.

１９９５年９月,格尔木邮电局开通“１６６”

语音信箱、“１６８”声讯信息、“１２３”高速寻呼

等新 业 务.年 底,开 通 TACS 模 拟 移 动

电话.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格 尔 木 邮 电 局 开 通

“１２６”无线寻呼.

１９９７年４月,格尔木邮电局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

１９９８年３月,格尔木邮电局开通 DDN
网数据业务.

１９９９年１月,格尔木邮电局程控交换

机扩容１００００门.

１９９９年,格尔木市长途电路 １１８０ 路

端,市话程控交换机２０５００门(实占１３３３６
门),市话用户１３２７２户,农话用户６４户,市

话网接入用户交换机５９３４门(实占３７４３
门).完成电信业务收入３７８１７４万元,固

定资产原值 ６７８９５４ 万元.全局职工 ９３
人,全员劳动生产率４０６６万元,是１９８６年

的６２６７倍.

１９９７年７月,格尔木市邮电局被省委、

省政府及省军区评为“军民共建高原千里文

明线”示范单位.

十一、大通县邮电局

大通县邮电局成立于１９５３年,承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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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县境内邮电通信业务经营及普遍服务.

１９８２年 １ 月,由 海 东 地 区 邮 电 局 管 理.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日,由西宁市邮政局管理.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日,由省邮电管理局管理.

局址:县府所在地大通县桥头镇.

大通县邮电局设办公室、通信股、计财

股.辖人民路、青海铝厂、黎明化工厂、矿山

东路、城关、长宁６个邮电支局,解放南路、

毛家寨、景阳、东峡４个邮电所.

１９８６年１月,大通县邮电局开通桥头

镇至西宁的 DD１４型长途半自动电路.年

底,开通市话纵横制交换机１０００门,用户

５２５户.

１９８７年,西宁至大通县４芯多模光缆

工程竣工,西宁至大通中继电路增加３０条.

１９９０年,大通县邮电局完成邮电业务

收入１８２９７万元,固定资产原值３８３７８万

元.全局邮电职工１５１人(农话２９人),全

员劳动生产率１４９９７５４元.

１９９１年,开通长途全自动电路.

１９９２年,景阳邮电所开通ZZD０６型环

路载波机,２２户农话用户接入市话网.城

关支局 HJD１２８程控交换机开通运行.

１９９３年初,东峡邮电所开通３０门程控

电话,４个农村交换点接入程控电话网.年

底,全县２８个乡镇全部通电话,２９０个行政

村中２８个通电话.同年,省邮电管理局与

大通县政府商定共同投资８９０万元(邮电

４００万元、政府４９０万元)建设通信网,相关

项目逐年得以落实.

１９９４年 １ 月,新 建 数 字 程 控 交 换 机

４０００门,电话号码４位升至５位.４月,城

关镇 开 通 农 话 HPSＧ０１ 型 程 控 交 换 机

２５６门.

１９９５年１月,大通县铝厂邮电支局开

通程控交换机２０００门.７月,又扩容１０００
门.１２月,桥头镇至黑泉水库农话光缆工

程竣工运行.

１９９６年７月,程控交换机扩容２５００门

(县局２０００门、城关５００门).８月,“１２７”

无线寻呼同西宁联网.

１９９７年 ４ 月,开 通 GSM 数 字 移 动

电话.

１９９８ 年,程 控 交 换 机 第 四 次 扩 容

６５００门.

１９９９年,长途电路１２０路端;市话交换

机１８０００ 门 (实 占 １１８７０ 门);市 话 用 户

１１５５４户、农话用户３１６户;单位用户交换

机５３００门接入电信公众网.完成业务收入

１３８９７０万 元,固 定 资 产 原 值 ４６８８９２ 万

元.全局邮电职工９４人,全员劳动生产率

１４７８万元,是１９９０年的９８５倍.

十二、矿区邮电局

为满足军工企业二二一厂通信需求,

１９５９年１月,省邮电管理局设西宁郊区邮

电局.１９６３年８月,改称矿区邮电局,系省

邮电管理局直管的县处级单位.局址:海晏

县西海镇.

矿区邮电局开办二二一厂区邮政、电信

业务(厂区公务电话由该厂自行管理),人、

财、物由省政府驻二二一厂办事处统一管

理,邮政、电信业务按邮电部门规章制度

执行.

１９８６年,矿区邮电局设综合办公室.

当年,邮电业务总量为２１５６万元,业务收

入２５５７万元(其中电信收入１３４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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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差额为 －２３９ 万 元,固 定 资 产 原 值

７６３０万元,全局邮电职工５５人.

１９８０年底,二二一厂完成历史使命,邮

电局部分职工随二二一厂陆续撤离.１９９１
年３ 月,矿 区 邮 电 局 改 由 海 北 州 邮 电 局

管理.

１９９３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为２７１９
万元,邮电业务收入４１１８万元(邮政收入

１１７６万元,电信收入２９４２万元),收支差

额总额－１７９３万元,固定资产原值１２３６４
万元,全局邮电职工４３人.

１９９８年５月,海北州邮电局随同海北

州政府由门源县迁至西海镇,矿区邮电局并

入海北州邮电局.次年１月,省邮电管理局

撤销矿区邮电局名称.

１９８８年５月,矿区邮电局被省委、省政

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

第三节　直属单位

　　一、青海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经邮电部批准,青海省

邮电管理局成立省长途电信线务中心站(后

称线务总站),负责全省驻段线务人员的管

理和长途通信线路的维护.下设线路工程

大修队,负责基建、大修、改造等任务.１９５６
年５月,从西宁市大新街迁至(尕庄)南川西

路１０号.

１９８６年,全站职工６１８人.总站设办

公室、人事教育科、计划财务科、保卫科、供

应科、审计监察科、工程科、维护科等职能科

室及党群部门,辖西宁、海南、海西、海北、黄

南、果洛、玉树线务站(线务站下设线务段,

承担全省通信线路的集中维护任务)及３个

工程队(第一、第二工程队承担长途通信线

路基建和大修改造,第三工程队承担通信设

备安装和市话线路基建、大修改造)、汽车队

(承担施工、维护及物资运输任务)等生产

单位.

１９８６年,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维护长

途通 信 线 路 ５６５４ 杆 程 公 里、架 空 明 线

１６６２９线对公里,其中一级干线１７７２杆程

公里、架空明线４５７０线对公里;各种维护用

汽车６０辆、摩托车２２９辆、自行车４８９辆.

１９８７年２月,省邮电管理局撤销省长

途电信线务总站,整建制并入新成立的青海

省电信传输局.

二、青海省微波总站

１９７１年,青海省政府成立“２１６”工程办

公室,负责西安—兰州—西宁微波通信建

设,办公地址在省政府院内东楼.１９７３年３
月,“２１６”工程办公室更名为青海省微波总

站,直属省邮电管理局领导.站址:西宁市

微波巷６号.

１９８６年,全站职工１３３人.设办公室、

通信科、供应科等职能科室及党群部门,辖

“２４０”(西宁市电信局)、“２４１”(民和张家

脑)、“２４２”(互助大庄)、“２４３”(湟中上山庄)

４个微波站.１９８６年,省微波总站承担微波

一级干线１４３公里的管理、维护任务.共开

放微波电路７０条、各类微波设备３３部.为

中央电视台一套彩色电视节目及其他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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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传输服务.

１９８７年２月,省邮电管理局撤销省微

波总 站,整 建 制 并 入 新 成 立 的 省 电 信 传

输局.

三、青海省电信传输局

１９８７年２月,省邮电管理局将省长途

电信线务总站、省微波总站合并,成立青海

省电信传输局,承担全省长途通信线路和微

波电路建设、维护、大修、改造任务.局址:

西宁市南川西路３９号.

省电信传输局设办公室、计划财务科、

长途通信科、微波通信科、人事教育科、供应

科、审计科、保卫科、总务科９个职能科室及

党群部门及汽车队,线路工程队,西宁、海

东、海南、海西、黄南、玉树、果洛线务站(西

宁线务站辖西宁、海晏、海北、贵德线务段,

海东线务站辖平安、化隆、循化线务段,海南

线务站辖一、二、玛多线务段,海西线务站辖

德令哈、茶卡、柴旦、冷湖、茫崖线务段,黄南

线务站,果洛线务站辖大武、达日、班玛线务

段,玉树线务站辖一、二线务段)和西宁、民

和、互助、湟中４个微波站等.１９９５年,开

通西宁至格尔木４８０路数字微波,增设共

和、乌兰、德令哈、格尔木４个微波站.

１９８７年,全局职工７５０人,其中管理人

员９３人、生产人员６１７人、服务人员４０人.

固定 资 产 原 值 ４９１３３７ 万 元.承 担 全 省

５８１４１５杆程公里,１８１１４线对公里通信线

路和微波通信的维护任务.

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４３微波站从湟中县土门

关迁至西宁凤凰山新址.１９９２年７月,架

挂西宁至果洛３０铜质通信明线线路５３６
线对公里.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在福建微波通信

局协助下,安装的 X７００微波远程监控系统

投入试运行.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西宁至格尔木

４８０路数字微波工程通过初验,投入试运

行.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西宁至湟中、湟中至海

南州光缆传输网建成投产.１９９７年５月,

花石峡至果洛、玉树光缆敷设及设备安装工

程竣工投产.１０月,“兰西拉”光缆、“二出

疆”光缆竣工投产.１９９８年３月,西宁卫星

地球站建成投产.

１９９９年,维护光缆６４１８皮长公里(一

级光缆２５２１皮长公里),纤芯８４４９４公里

(已用３１３０６公里);９６０路微波干线及西宁

至格尔木４８０路数字微波干线１０５４１０波

道公里;西宁卫星地球站１４个方向１３２０条

卫星电路.共有各类维护汽车９３辆,摩托

车８２辆.全局职工５６７人,其中大学本科

１６人,大专５３人,中专９０人,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４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２７人,初级

专业 技 术 职 务 ４７ 人. 固 定 资 产 原 值

４６９８４３９万元.

四、青海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

１９８７年１月,省邮电管理局将省长途

电信线务总站工程公司的２个工程队剥离

出来,组建青海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实行

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编制１００人.承担全

省通信线路建设和设备安装工程,为邮电三

级施工企业.局址:西宁市南川西路４１号.

１９８７年,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设办公

室、政工科、计财供应科、工程经营科等职能

科室及长途线路、市话线路、通信设备安装

等３个工程队.年底,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

职工为１０１人,固定资产原值９９８０万元.

１９８９年４月,全面制定各生产单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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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

１９９３年,晋升为邮电二级施工企业.

１９９６年３月,经职代会通过«施工费全

面承包暂行办法»«施工队人员工资管理办

法».以上两办法涵盖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的

全部考核内容,全面体现责、权、利原则.

１９９７年５月,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更

名为省通信建设工程局.

１９９２年以来,先后承揽了山东淄博、德

州、临沂等地的线路扩容、市话扩建以及中

继电缆敷设工程.为施工需要,将原３个工

程队重组为５个工程队.１９９４年,承揽了

西藏拉萨市３５３４公里的管道工程.１９９６
年,承担“兰西拉”光缆海晏至刚察段施工任

务及“二出疆”格尔木至茫崖５５０公里直埋

光缆敷设工程.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共完成各项施工任务

６０余项,累计收入１７７４１０万元,实现利润

３００余万元,其中１９９５年完成施工收入７５０
万元,实现利润３６２０万元.

１９９９年,职工 １６６ 人,固定资产原值

１５０５７８万元.

２０００年底,省电信公司实施主辅分离,

省通信建设工程局划归青海省电信实业

公司.

五、青海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１９５６年,省邮电管理局成立设计组,负

责无线电通信设计.１９６１年８月,由省局

基建处管理;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由工程总队管

理;１９７３年９月,称邮电设计室,由省局基

本建设处管理;１９８４年５月,更名为邮电设

计所,所址:西宁市五四西路２６号.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省

邮电科研所与省邮电设计所合并成立省邮

电科研设计所,为省局直属处级单位,编制

２０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１９８７年６月,

省局科工处情报室划归邮电科研设计所管

理,９月,邮电科研设计所由省局科技工业

处管理.１９９２年９月,省邮电科研设计所

迁至长江路５５号.１９９３年９月,省邮电管

理局决定将省邮电科研设计所一分为三,科

研部分成立省邮电科研所,归省电信器材厂

管理,实行厂所合一;通信计量站、科技情报

室归并省局科技工业处管理;设计部分成立

青海省邮电设计所.其后,省邮电设计所经

建设部核准为乙级设计资格.１９９４年末,

省邮电设计所更名为青海省邮电规划设计

所,县处级建制,编制１５人.主要承担省内

长途干线及专用网工程;省内微波、移动通

信、天线直径在６米以下的卫星通信工程;５
万门以下市话交换;２０００线以下长话交换;

市内通信线路和管道工程及相关的配套工

程等的设计工作.１９９７年５月,省邮电规

划设计所更名为青海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院址:西宁市微波巷４号.

１９８６年,省邮电科研设计所业务收入

５１４万元,固定资产原值２万元.

１９８５年末至２０００年,先后完成西宁市

电信局引进的日本富士通F１５０型万门程控

交换机省内配套工程设计;西宁机场内设有

线通信工程、尖扎县李家峡地区市话设备及

线路工程设计,西宁至永登直埋光缆的配套

工程设计;西宁市 GSM 移动通信系统一、

二期工程设计;省内公用数字数据网及分组

交换工程的前期设计任务.完成了省内各

州(地、市)、县邮电局程控电话工程设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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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省通信工程公司承接的山东淄博、德州、

临沂三地的程控电话扩容、扩建工程设计.

此外,还完成了青海省各州(地、市)邮电局

利用澳大利亚和德国政府贷款引进的程控

交换设备工程的可行性研究.

１９９９年,省邮电 规 划 设 计 院 员 工 １２
人,固定资产原值１７８８万元.

２０００年底,省电信公司实施主辅分离,

省邮电规划设计院划归青海省电信实业

公司.

六、青海省邮电器材公司

青海省邮电器材公司成立于１９６４年６
月,由省邮电管理局和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

双重领导,是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驻青海邮

电物资采购、储存、供应企业,承担全省邮电

通信建设和通信设备维护所需器材及物资

的采购供应工作.省邮电器材公司与省邮

电管 理 局 器 材 供 应 处 为 两 块 牌 子、一 套

人马.

１９８６年初,省邮电器材公司设办公室、

业务科、财务科、运输科、物资管理科、分理

部等职能科室.省内各州(地、市)邮电局设

专兼职物资供应人员.１９８６ 年,职工 ７９
人,收支差额４６万元.１９９９年８月,省邮

电器材公司设综合办公室、市场部、工程部、

财务部、仓储运输部、安全保卫部及工会工

作委员会;设摩托车分理部、古城台经营部、

第三经营部、电话机世界、西安分公司、朝阳

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格尔木分公司等经营

部门.

１９８８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将省邮电

印刷厂划归省邮电器材公司管理.６月,省

局制定«扩大州(地、市)邮电局权限的暂行

规定»,省邮电器材公司全面进入市场,先后

在山西、广东、上海设立经销处,扩大经营领

域和品种.

１９９０年６月,省局将邮电印刷厂划归

省局物资管理处管理.

１９９３年５月,省邮电器材公司在广东

省珠海市设立集体经济性质的高原邮电物

资贸易公司,主营邮电通信物资,兼营国家

政策允许的其他物资及信息、技术服务.注

册资金５０万元.

１９９９年２月,省邮电管理局、省邮政局

决定,将省邮电印刷厂和省邮电器材公司从

事邮政用品供应的２８人及库存邮政用品、

邮政用品仓库划归省邮政局管理.职工

１１２人,收支差额５４３２万元.

１９９９年８月,根据信息产业部要求,省

邮电管理局将省邮电器材公司整建制划归

省移动通信公司.

七、青海省电话号簿公司

１９８６年,西 宁 市 电 信 局 承 担 全 省 州

(地、市)邮电局电话号码簿编辑出版工作.

１９８７年９月,西宁市电信局成立青海

省电话号簿管理委员会,负责全省电话号簿

的编印、出版、发行工作.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鉴于全省各州(地、市)

及大部分县均开通自动电话,为利用好全省

电话号码资源,加强电话号簿的经营管理,

省邮电管理局撤销省电话号簿管理委员会,

成立青海省电话号簿公司(科级建制),编制

２人,由省局电信处主管,挂靠在西宁市电

信局.

１９９４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省电

话号簿公司为省局直属科级单位,由省局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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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处管理,编制２人,负责全省电话号簿的

编辑、出版、发行及电话磁卡的经营管理.

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随后,

电话号簿增设黄页广告业务.

１９９５年４月,为配合西宁市(含大通

县)电话号码５位升至７位,省电话号簿公

司出版发行综合性电话号簿.

１９９７年,省电话号簿公司为进一步提

高电话号簿的实用性,出版发行了«工贸指

南»«行政事业与住宅»等专册,为拓展广告

业务招聘广告策划、营销人员.业务收入

５０万元.

１９９９年,省电话号簿公司员工６人,固

定资产原值２１９０万元.

２０００年,业务收入１４４万元.

八、青海省邮政汽车总站

青海省邮政汽车总站成立于１９５６年５
月.站址:西宁市长江路２１６号邮电大院.

１９８６年,省邮政汽车总站职工３５５人,

设办公室、政工科、计划财务科、保卫科、生

产供应科、安全技术科等职能科室及党群部

门及西宁、果洛、玉树、海西等邮车分站和汽

车修理车间等生产单位.

１９８６年,全省汽车邮路总长 ９２５３ 公

里.自办汽车邮路６３２５公里,其中市内自

办汽车邮路１３４公里,农村自办汽车邮路

６０４公里.委办汽车邮路２９２８公里(委托

客运汽车代运).

１９８８年,省邮政汽车总站职工３４３人.

其中:管理人员５６人、生产人员２３０人、辅

助人员５７人.年底,省邮政汽车总站并入

省邮政运输局.(详见«青海省志邮政电

信志邮政(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九、青海省邮政运输局

１９８９年１月,省邮电管理局将原省邮

政汽车总站与西宁市邮政局转运科、分拣

科、邮袋科、技术设备科、市运科等合并,组

建青海省邮政运输局,业务上接受省局邮政

处和邮电部邮政运输局西安分局领导.承

担省际一级干线、省内二级干线和省会市区

邮件的运输及各类邮件的分拣、封发、转运、

押运以及各类设备、机械的维护管理和省内

邮袋调拨管理等任务.局址:西宁市互助路

１３８号.

１９８９年,省邮政运输局设办公室、人事

教育科、计划财务科、保卫科、供应科、技术

设备科、通信科、行政科、邮件分拣科、转运

科、市运科、押运科、邮袋管理科１３个职能

科室及大修车间、西宁邮运科、玉树邮运站、

海西邮运站及劳动服务公司.１９９０年,撤

销通信业务科,成立邮运调度室;撤销邮件

分拣科,成立包刷科、函件科.１９９３年,增

设纪检、经济开发、全面质量管理、离退休办

公室.１９９５年,撤销大修车间,改称邮政汽

车维护管理中心,次年５月,更名为青海省

邮政汽车修理厂.

１９８９年,固定资产原值６１６万元.自

办汽车邮路１７条６３２５公里,委办汽车邮路

６条２９２８公里;铁道邮路３条(西宁至兰

州、大通、格尔木),单程１０８６公里;航空邮

路２条(西宁至兰州,西宁至太原、北京).

１９９８年,汽车一级干线邮路为西宁至

格尔木,二级干线邮路为西宁至玉树、果洛、

循化、民和、互助、祁连;玉树至曲麻莱环路、

玉树至杂多、囊谦,果洛至班玛,德令哈至冷

湖、茫崖.铁道邮路２条,单程１０４７公里.

２６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西宁至兰州２０１/２０２次沿途不办理交接;西

宁至格尔木７５９/７６０次自备火车邮箱,沿途

湟源、海晏、哈尔盖、刚察、天峻、乌兰、柯柯、

德令哈、格尔木交接邮件.航空邮路增至７
条,单程１１８３８公里.西宁至北京,每周二、

四、六班;西宁至广州,每周二、三、六班;西

宁至重庆,每周三、日班;西宁至武汉、上海,

每周二、六班;西宁至乌鲁木齐,每周二、六

班;西宁至西安,每周三、四、日班;每周进出

口航班２３班次.

１９９８年,职工 ６３５ 人,固定资产原值

７２９５４７万元.年底,邮电分营时,省邮政

运输局划归青海省邮政局.(详见«青海省

志邮政电信志邮政(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十、青海省邮政储汇发行局

１９８６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成立青海

省邮政储汇发行局,承担省内邮政汇兑稽

核、报刊发行及邮政储蓄业务,正处级建制.

局址:西宁市五四大街２６号,后迁至微波巷

６号.

１９８６年,省邮政储汇发行局设办公室、

邮政储蓄科、汇兑稽核科、报刊发行科４个

职能科室,职工４８人.

１９８６年７月,西宁市邮政局大十字、互

助路２个支局开办邮政储蓄业务.年末,全

省１１个邮政储蓄网点,储蓄余额５０４万元.

１９９５年,全省邮政储蓄网点７９处,从业人

员２９２人,储蓄余额３４６２３万元.１９９８年,

全省邮政储蓄网点９９处,储蓄余额８２０８７
万元,市场占有率为６２９％,实邮电务收入

２０１４万元.

１９８６年,全省出口汇票１８４万张,汇款

金额２１５亿元.兑付汇票５１７７万张,兑

付金 额 ７６３２ 万 元;邮 政 汇 兑 收 入 ２２２８
万元.

１９９７年,开发汇票１３８２５万张,收汇

金额１１３亿元,汇兑业务收入１０１１万元.

１９８５年末,青海省报纸发行累计突破１
亿份,杂志发行累计１２８０７３份.１９９７年,

全省发行报纸、杂志４６０８种,累积３９３８万

份,报刊发行收入７３８７万元.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省邮政储汇发行局报刊

要数、汇总、结算实现微机化管理,并与全国

２６个省(区、市)的省储汇发行局进行数据

传输联网.１９９３年,全省各州地(市)邮电

局１３ 个 报 刊 重 点 发 行 局 全 部 实 现 微 机

联网.

１９９５年,省邮电管理局投资２５０万元

用于邮政储蓄电子化建设(简称“绿卡工

程”),全省３２个邮储网点配备微机５２台,

另投资２５万元购入“３８６、４８６”型微机１１台

及部分辅助设备更新老旧微机.

１９９８年,省邮政储汇发行局完成邮电

业务总量１７７０９万元,职工５７人,固定资

产原值５０１４万元.年底,邮电分营,省邮

政储汇发行局整建制划归青海省邮政局.

(详 见 «青 海 省 志  邮 政 电 信 志  邮 政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十一、青海省邮票公司

１９８２年７月１日,省邮电管理局成立

省邮票公司,负责全省邮资邮票、纪念邮票、

特种邮票的计划与分配;承担全省明信片、

纪念封、纪念卡、纪念张、邮票折的设计、制

作和发行任务.正处级建制.公司门市部

批发零售邮票,兼营集邮品、集邮用品、集邮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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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１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局

邮政处票券组及通信邮票的计划、分配、调

拨等业务划归省邮票公司管理.公司迁至

西宁市西关大街.

１９８６年,省邮票公司职工１１人.全省

集邮网点３１处,全年集邮收入４９３３万元.

１９９０年,全省集邮网点６３处,完成集邮业

务８４０ 万枚,集 邮 业 务 收 入 ３５７６ 万 元.

１９９５年,完成集邮业务１３３０万枚.

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省邮电管理局撤销

省邮票公司,整建制并入西宁市邮政局管

理.(详见«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邮政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第四节　附属单位

　　一、青海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７０年,原青海省邮电修配厂改称青

海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７１年５月,从西宁市北小街迁至南

川西路３号.

１９８６年,省电信器材厂设办公室、政工

科、生产科、计财供应科、检验科等５个职能

科室及党群部门,金工车间、电信车间等生

产单位.省邮电科学研究所挂靠省电信器

材厂,编制２０人,设研究室及通信计量站.

省电信器材厂主要生产全自动调节铁三路

载波机、无线特高频载波终端机、通信电源

等.职工１６１人,固定资产原值２０５万元.

７月,省电信器材厂生产的ZZD４６宽频带铁

线三路载波机通过省级鉴定,被列为１９８８
年省级科技成果,并获１９８９年度省科技进

步四等奖.

１９８９年１月,省电信器材厂和桂林电

信器材厂联合成立桂林青海联营通讯设

备厂.

１９９０年７月,省邮电管理局受邮电部

委托,邀请２８个省(区、市)和部队５０多名

专家对省电信器材厂研制的ZZD４６Ⅲ型全

自动铁线三路载波电话终端机进行鉴定.

专家鉴定组认为,该机在国内首创群路收信

电平自动调控功能,各项技术指标符合部颁

农村电信网技术要求.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根据省计委要求研制的

WTGＧ２７/２８无线特高频载波电话终端通过

鉴定.次年５月,该无线特高频载波电话终

端开通北京武警总队与首都机场、密云支队

通信.１９９３年６月,省电信器材厂与苏州

黄桥镇共建电源分厂.

１９９４年２月,«程控电话交换机浮充电

源»«全自动调节铁线载波机»«无线特高频

自动拨号载波终端机»３项产品,获青海省

优秀新产品三等奖.７月,为扩大产品销

路,成立通讯技术服务经销部;负责承担对

该厂产品的经营销售.８月,为配合西宁市

电信局市话线路扩容,生产市话交接配线箱

５０余个.９月,为省电信传输局西宁至格尔

木４８０路数字微波工程生产微波天线安装

钢支架２０余架.

１９９５年７月,DDZ/DZW 系列电源增

设并机均流性能通过省邮电管理局验收.

１９９６年２月,金工车间生产电话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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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箱等,为西宁市１０余个电子化营业所安

装、调测.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省电信器材厂连续 ３
年获得省邮电管理局颁发的经营责任奖.

１９９１年４月,省电信器材厂被全国邮

电“双先”表彰大会评为先进企业.

１９９２年,省电信器材厂获“全国邮电系

统先进企业”称号和中国质量协会颁发的

“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荣誉证书.

１９９３年４月,省电信器材厂梁锦辉被

邮电部评为“１９９２年度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通信新技术、

新设备飞速发展,该厂产品远远落后于通信

市场需求,转而生产民用烤箱炉、铁皮柜、转

向轮、电视机稳压器等,但维持艰难,扭亏无

望.１９９８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撤销省电

信器材厂.

省电信器材厂历年产值
表１Ｇ４Ｇ１ 单位:万元

年份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产值 １７５ ２４７３ ２５８８ ４５２ ６２２４ ６３８６ ６１１２ ６７６ ４３８ ２５１３ ９０７

　　二、青海省电线厂

１９７０年,省邮电管理局成立青海省电

线电缆厂筹建处.１９７１年２月,省电线电

缆厂建成投产,厂名为青海省电信器材二

厂.１９７２年,更名为青海电线厂.厂址:西
宁市南川西路１４２号.主要产品为铜芯漆

包线、采跳线、塑料线及电热线,属产值高、

附加值低的工业产品.从建厂之初一直处

于亏损状态.

１９８６年,省电线厂设办公室、生产科、

供销科、财务科等４个职能科室,拉丝车间、

漆包线车间、挤塑车间、金工车间等４个生

产单位.职工 １８１ 人.完成 工 业 总 产 值

５９５９万元,亏损２０万元.

１９８８年４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对该

厂实行承包经营.７月,省邮电管理局与

(承包人)曹文生签订承包合同,当年盈利

９９万元.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该厂产品严重滞销、

回款极为困难.依赖贷款购进原材料,贷款

逾千万元,亏损进一步加剧.１９９４年亏损

２５４万元,该厂向省邮电管理局提出“停产

整顿、人员分流”的建议.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省
邮电管理局决定该厂“停产整顿、人员分流、

清理债权债务、处置资产”,并组成以杨泉

水、钮毅任正、副组长的４人工作组,协助、

监督该厂按期完成省局规定的各项工作

任务.

１９９５年３月,该厂８１名职工由省局分

配到六州一地邮电局工作(其中果洛７名、

黄南１１名、海南１１名、海西１１名、海北１３
名、格尔木１０名、海东１１名、玉树４名、西
宁３名).

１９９８年５月,青海电线厂撤销,２４名留

守人员办理内部退休手续.该厂土地、房屋

及剩余资产移交省电信传输局管理.

三、青海省邮电印刷厂

青海省邮电印刷厂成立于１９６９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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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承担全省邮电单位各类票据、单据、表

册、信封的印制任务.厂址:西宁市长江路

５５号邮电大院.

１９８８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省邮

电印刷厂由省邮电器材公司管理.１９９０年

６月,省邮电印刷厂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引进“华光”４开胶印机,

结束铅字印刷的历史.

１９９９年２月,按邮电分营方案,省邮电

印刷厂划归省邮政局,职工２６人.

四、青海省邮电学校

１９５６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市

沈家寨租用民房筹建干部训练班.１９５８年

１０月３日,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原邮电

干部培训班改建为省邮电学校,处级建制.

其后,几经撤并,反复更名为培训班、邮电职

业学校、邮电中专学校(半工半读４年制)、

省电信局训练队,后迁至湟中县总寨乡(原

西宁无线电收讯台).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经省

革命委员会批准在训练队基础上重建省邮

电学校(中技).１９７９年４月,学校恢复中

专学制.１２月,邮电部拨款在西宁市南川

西路建设新校舍.１９８２年７月,学校从湟

中县总寨乡搬迁到西宁市南川西路９８号.

学校 占 地 面 积 ２４９６８ 平 方 米,建 筑 面 积

１４６９８平方米.

１９８６年,学校设办公室、教务科、学生

科、函训科、总务科等职能科室及党群组织.

１９８４年,开设载波通信、综合电信、邮电经

济管理、邮政通信、邮电通信经济管理等专

业,均为中专学制.邮政通信专业每年招

生,其他４个专业隔年招生.邮电经济管

理、邮政通信是华北、西北区协作专业,招收

华北、西北地区生源.邮电通信经济管理专

业是在职职工中专班,招收高中学历,学制

２年.１９８６年,开设邮政通信、市话线路、电

报业务等中等技术教育,学制３年,招收初

中毕业生,在校生２７８人.

１９９２年,新设电话交换、通信电源２个

专业.１９９５年,在校生４６８人.

学校拥有电工、物理、电源、电报、载波、

微波、电子电路、传输、明线、电缆、邮政等

１４个实验室及SDH 光纤通信设备、４８座多

媒体语音视听设备、近５００台微机等教学设

备.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安装英国 CPT、德国西

门子、美国惠普公司向省邮电学校赠送的

SDH 光纤数字传输通信设备,提高了学校

实验室装备水平.随后,建立 C&C０８ 及

EWSD程控交换实验室及１８座 CYJ多媒

体电脑视听语音实验室,有４８６微机５８台、

５８６微机６０台及 NDELL计算机通信网络.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共培养中专毕业生８２９
人,其中为西北五省区及西藏、内蒙古代培

２３１人.

省邮电学校承担西安邮电学院函授教

育.老师由西安邮电学院聘请,教材采用北

京邮电学院、西安邮电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统

编教材.

１９８６年,函授在册生１００余人;１９９２年

函授 在 册 生 ２２９ 人;１９９５ 年 函 授 在 册 生

５０３人.

１９９８年２月,根据邮电体制改革和国

家教委撤销企业办学的要求,省邮电学校转

入在职教育和职工培训工作.省邮电管理

局在省邮电学校成立青海省邮电职工培训

６６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中心,承担全省通信行业专业技能培训、技

能鉴定以及省邮电管理局接收的复转退伍

军人的培训工作.

至２０００年,为全省各通信企业举办无

线寻呼、营业微机操作、财务电算化、SDH
技术与设备、市话线务、绿卡储蓄、邮电营

销、服务礼仪、邮政投递、邮件分拣等培训班

４８个,培训２１４８人.

１９９２年,省邮电学校载波通信技工班

参加全国技工学校操作技能统考,获总成绩

第三名、团体排除障碍第一名,尚文明个人

总分第一名.１９９８年,参加全国奥林匹克

计算机竞赛青海赛区,获团体总分第二名.

１９９９年,省邮电职工培训中心职(教)

工７４名,固定资产原值１０５６５５万元.

２０００年底,省电信公司实施主辅分离,

省邮电学校划归省电信实业公司.

五、青海省邮电职工医院

青海省邮电职工医院前身为青海省邮

电管 理 局 医 务 室,始 建 于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

１９５６年,在西宁市长江路５５号邮电家属院

新建门诊部和病房６４０平方米.１９６５年１
月,更名为省邮电职工医院.１９６９年底,邮

电分家时,省邮电职工医院划归省电信局,

称省电信局职工医院.１９７３年初,邮电合

并,恢复省邮电职工医院名称.

１９７３年８月,省邮电职工医院在西宁

市南川西路３号建成综合医务楼(建筑面积

１２００平方米).１９８５年,省邮电职工医院新

建职工住宅楼１栋,建筑面积１６５０平方米.

１９８９年,省邮电职工医院扩建医务楼,建筑

面积５００平方米.

１９８６年９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省邮

电职工医院由省局办公室管理.１９８７年６
月,改由省局机关事务处管理.

１９８６年,省邮电医院职工６４人.设内

科、外科、儿科、妇科、口腔科、中医科、临床

科及相应辅助科室、配套设施,有病床位６３
张.主要为全省邮电职工、家属提供医疗服

务,并向社会开放.在西宁市长江路５５号

邮电家属院开设医务室,设观察治疗病床

１５张.

主要医疗设备:X光诊断机、B超机、心

电图机、尿八项分析仪、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外科手术台等.医院可做胃、胆囊手术及剖

宫产等手术,重症病人需转送西宁市其他医

院治疗.

１９９８年,全院职工５４人,固定资产原

值４３１４６万元.年底,邮电分营,省邮电职

工医院划归省邮政局管理,不久被省邮政局

撤销.

六、青海省邮电劳动服务公司

１９８５年,省、市政府要求各单位各行业

成立 劳 动 服 务 公 司,解 决 职 工 子 女 待 业

问题.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９日,省邮电管理局举

办的职工子女邮政专业培训班结业.

１９８８年５月,青海省邮电劳动服务公

司成立,准处级单位,编制５人.负责指导、

协调邮电各单位劳动服务公司待业青年的

劳务、培训等事项.

１９９８年底,省邮电管理局撤销省邮电

劳动服务公司.

七、青海省邮电招待所

青海省邮电 招 待 所 成 立 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９６０年,在西宁市长江路５５号省邮电管理

７６

上编　第一章　邮电体制与机构



局院内有一排４~５间平房.“文革”初期,

迁入省邮电管理局原局长院独体别墅.

１９７３年,省邮电招待所迁入西宁市微

波巷４号新建的邮电招待所楼,建筑面积

１３２０平方米,客房３０余间.科级建制,编

制４~５人.１９９７年７月,省邮电招待所随

省邮电管理局迁至长江路９３号,客房６０余

间,对外接待.１９９８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

决定将省邮电招待所改制为青海鸿宇事业

股份合作公司(鸿宇宾馆),职工按规定入

股.１９９８年邮电分营时,鸿宇宾馆二分之

一资产划归省邮政局.２０００年政企分开

时,鸿宇宾馆另二分之一资产划归省通信管

理局.

第五节　青海省农村电话局

　　省农村电话局是省邮电管理局承担的

具有政府职能负责全省农村电话线路与设

备维护管理及规划、建设的部门,是按县处

级单位管理的地方国营通信企业.各州

(地)、县邮电局负责农村电话线路维护,农

话业务经营的职工系地方国营职工.工资

待遇比照邮电企业执行.

设在省邮电管理局的省农村电话局称

农村电话处,是省邮电管理局的机关处室之

一,农村电话局与农村电话处是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全省农村电话为省、州(地)两级

管理.各州(地)邮电局设农话科(有的科室

还下设属农话工程队),接受省农村电话局

领导,负责本局农话线务员日常的维护管理

工作.

省农村电话局除经营农村电话的收入

外,省政府逐年划拨农村电话专项补贴,作

为经营、维护农村电话的补充费用.省农村

电话局实行独立核算.

青海省农村电话点多线长,利用率低,

建设、维护成本较高.长期以来,一直靠省

财政补贴勉强维持.

１９８６年,全省４３０个乡镇通电话的３６４
个,３８０５个行政村通电话的３１９个.

１９９３年,全省４３４个乡镇通电话的４２８
个(可直拨２３１个),３９６９个行政村通电话

的３７３个(可直拨市话的１５６个).

１９９５年,省农村电话局有农村电话交

换点１４０处,局用交换机４８６３门,其中自动

电话３０３０门(含程控２４２４门);接入农话交

换点的用户交换机２８８６门,其中自动电话

２０９６门(含程控７５６门).明线通信线路

１０５４８线对公里;农话电话用户４６７３户;农

话业务收入９２２８万元;农话人员４９９人,

其中正式职工３９３人(含管理人员９９人),

合同 制 职 工 及 临 时 工 １０６ 人;固 定 资 产

３２８７１０万元.

１９９５年底,省政府决定撤销省农村电

话局,将全省农村电话交省邮电管理局全面

管理,省政府农话财政补贴每年１１０万元的

政策保留３年.此后,各州(地)邮电局将农

村电话按市内电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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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邮电通信建设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省邮电管理局在邮电部、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克服各种困难、经多方

努力,筹措资金２５７１亿元,完成全省以明线为主的模拟传输网,向以微波传输、光缆传输

的数字传输网转变;城乡电话由人工接续的磁石、共电和步进制、纵横制、准电子等制式向

数字程控交换转变;长途电话由人工交换向程控交换转变;公众电报由人工转报向自动转

报转变.陆续建成西宁市万门程控交换机,西宁至格尔木４８０路数字微波、西宁卫星地球

站“兰西拉”“二出疆”光缆及海南州光缆数字移动通信等重大工程.至此,全省初步形成技

术先进、功能齐全的现代通信网,满足了社会各界的通信需求,为全省深化改革、发展经济

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长途传输网

　　一、明线传输

１９５０—１９８５年,经全省数千名电信职

工３６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以省会西宁

市为中心的,东向甘肃兰州、临夏,西向茫

崖、新疆红山站,北向甘肃敦煌,南向格尔

木、西藏拉萨的省际一级明线线路４条;省

内六州一地、格尔木市及各县的二级明线线

路和县城至重点乡镇的农话明线线路共同

构成的全省明线通信网.

００４干线:西宁经湟中、８０１、倒淌河、黑

马河、茶卡、乌兰、德令哈、柴旦、花海子、当

金山口、阿克塞、敦煌.(该工程原安排西宁

至冷湖线路,后改为茶卡至敦煌线路,１９６２
年２月竣工.建成西宁架挂至茶卡,茶卡至

乌兰、德令哈、柴旦杆路线路及敦煌、阿克

塞、冷湖杆路线路)

３１１干线:从兰州经临夏大力加山进入

青海,经循化、化隆、扎巴、千户、８０１、湟中进

入西宁,再从西宁进入湟中、８０１、倒淌河、江

西沟、黑马河、茶卡、乌兰、德令哈、柴旦、花

海子,经当金山下分岔处西行,经云母矿岔

路进出冷湖,再经２５道班、老茫崖、花土沟、

茫崖石棉矿进新疆(红山站).在青海境内

新建大力加山至循化、化隆、扎巴、千户、

８０１、马场台至倒淌河杆路线路.柴旦至当

金山口段、冷湖至茫崖段杆路线路(１９６８年

８月竣工).

３１０干线:由兰州经临夏大力加山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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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经循化、化隆、扎巴、千户、８０１、湟中、西

宁、湟中、８０１、倒淌河、江西沟、黑马河、茶

卡、乌兰、德令哈、柴旦、格尔木至拉萨(柴旦

至拉萨段由部队维护).在青海境内大力加

山至柴旦段沿用原３１１杆路架挂通信明线,

从柴旦向南经格尔木、唐古拉山至拉萨新建

杆路,架挂明线(１９６９年９月竣工).

兰西干线:兰州经海石湾进入青海,经

乐都、平安至西宁,新建通信杆路,架挂明线

(１９７６年竣工).

１９８６年,青海省长途明线通信网络已

经通达全省各州(地、市)、县,见下图.

图２Ｇ１Ｇ１　１９８６年青海省长途明线通信网络示意图

　　１９８６年１月,新建青海湖鸟岛至刚察

通信线路６２６８公里,格尔木至诺木洪明线

线路１５６公里.

１９８６年,改造果洛州大武镇至达日县

明线线路１３０公里,玉树州野牛沟至清水河

明线线路大修.

１９８７年,改造湟中至贵德明线线路.

１９８８年,改造海西州花土沟至茫崖明

线线路.

１９９１年,新建黄南州同仁至尖扎渡口

换线、尖扎进局电缆敷设工程,海北州门源

至青石嘴明线线路大修工程,海西州乌兰进

局电缆大修工程.

１９９２年,湟中至倒淌河明线线路改道.

７月,新建西宁至果洛５３６公里３０铜线架

挂工程,玉树至治多明线线路大修工程,玉

树至杂多明线线路大修工程,清水河至巴颜

喀拉山明线线路改造工程.

１９９４年,新建西宁至湟源５２线对公里

３０铜线架挂工程,黄南州尖扎至同仁、同

仁至泽库１４１线对公里３０铜线架挂工程.

１９９５年后,明线线路不再新建和架挂,

向微波传输、光缆传输转变.

１９９９年 底,全 省 长 途 通 信 明 线 杆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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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１杆程公里、架空明线１０５１７线对公里.

二、微波传输

(一)模拟微波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青海省开通西安经兰州

至西宁９６０路模拟微波一级干线,省内微波

通道１４３波道公里,共３个波道,一波道传

输长途电话,三波道热备用,五波道传输中

央电视台一套彩色电视节目信号.并承担

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事件的电视回传

任务,传送宽带广播１套、模拟传真１路、载

报电路２条,开通微波电路６３路.微波通

信设备有ZWＧ０１A型９６０微波收发讯机２１
部、微波联络机７部、超群调制解调机１部、

基群调制解调机１部、电话调制机２部、电

视调制机１部、波道倒换机１部、广播节目

分项机１部.省微波总站设民和(２４１站)、

互助(２４２站)、湟中(２４３站)、西宁(２４０站)

４个微波站,实行２４小时值守维护.

１９９１年８月,因西宁至湟中微波通道

阻塞,湟中微波站搬迁至西宁市凤凰山.

１９９３年,微波电路增加到３２６路.１９９８年,

微波电路减少到１５９路,随着微波设备老

化,大容量光纤传输投入运行,青海电视台

停止使用微波电路.

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９６０路微波电路正

式退网.

(二)数字微波

１９８５年,格尔木地区以盐化工业、石油

工业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发展迅速;青藏铁路

西宁至格尔木段开通后,格尔木与西藏之间

的物资转运业发展迅猛,社会各界对通信需

求与日俱增.为此,格尔木至西宁新增２４路

出口电路,仍未能缓解通信紧张状况.１９９２

年,省邮电管理局决定采用日产二手微波设

备和国产数字设备建设４８０路数字微波工

程,以解决格尔木地区通信出口瓶颈问题.

１９９２年４~５月间,省邮电管理局先后

向省计委和邮电部提出建设西宁至格尔木

４８０路数字微波电路的可行性报告和工程

立项报告.该工程１９９２年８月开工,１９９３
年１２月２９日竣工验收.满足了海南、海西

及格尔木地区的通信需求.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格尔木局邮电业务收

入分别为６２２５万元、１１７７万元、１７０１万

元、２５２１万元.

２００３年６月底,西宁至格尔木４８０路

数字微波电路正式退网.

三、长途交换

１９８６年初,全省长途电话电路共２４９
路,其中载波电路２０８路;一级省际电路２２
路,由西宁通达北京、西安、兰州、银川、郑

州、上海、成都、武汉、拉萨９个城市;二级省

际电路１０路,通往甘肃、新疆、西藏.省内

２１７路,其 中 载 波 １７８ 路,西 宁 通 往 各 州

(地、市)、县.西宁至海东、海南、海西、大通

实现长途半自动拨号.

１９８６年,新增ZZD０９型高１２路载波机

６端、ZZD０４型１２路载波机４端、ZZD１５/

ZZD１６型３路载波机６端;西宁至海北州、

西宁至格尔木市、西宁至黄南州开通 DD１４
半自动电路,德令哈至州内各县、镇邮电局

实现DD１４半自动拨号.

１９８７年,西宁至大通开通ZZ０８３超１２
路载波电路.西宁至乐都实现半自动拨号.

１９８８年,黄南州至河南县实现DD１４半

自动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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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利用载波复用技术,在原有的

铜线３路、１２路的基础上增开高１２路、超

１２路、超２４载波设备,长途电路实现载波

化.海南州至兴海县开通３路载波电路、海

南州至湟中(二站)增开高１２路载波电路、

贵南至同德开通３路载波电路、贵南至贵德

开通１２路载波电路.西宁至果洛、西宁至

玉树实现半自动拨号.西宁至各州(地、市)

均开通长途自动、半自动电路.

１９９０年,玉树至称多、囊谦、杂多、治

多、曲麻莱开通３路载波电路.

１９９１年,西宁至玉树开通１２路载波电路,

德令哈至格尔木安装ZZD０９长途交换机,实现

全自动拨号,西宁至大通实现全自动拨号.

１９９２年,西宁至玉树实现DD１６型全自动

拨号.

１９９３年,建成西宁长途程控交换２０００路

端,西宁至德令哈增开DD１７全自动电路.

年底,全省长途交换容量５２３０门(含共电

式长途交换机２３８０门,磁石长途交换机２３０
门),其中自动电路２６１４条;长途电路总数

１０９７条,其中架空明线电路６２６条(载波电路

为４０９条),微波电路为３２６条,光缆电路１４５
条;开通自动电路４８８路,半自动电路９７路.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省 计 委 以 青 计 工 交

〔１９９５〕５８３号批复同意省邮电管理局«关于

利用第四批日元贷款改造省内干线通信网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该工程引进程控交

换机１０万门;建设省内光缆长途传输网;模

拟移动通信工程第三期扩容;新增分组交换

机端口１１６９个,DDN网端口６８８个.以上

４项 工 程,总 投 资 ３４０８３ 万 元,其 中 外 汇

２５０５万美元,外汇额度由省计委解决,配套

资金１３２７６万元由省邮电管理局自筹.

１９９６年后,载波电路交换设备业务单一、

扩展困难、带宽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光

缆和SDH传输新技术的运用,实现了长市话

合一,原有载波设备被陆续淘汰拆除.

四、光缆传输

(一)光缆线路

１．省际一级光缆线路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西宁至永登１２０公里６芯

单模直埋光缆工程竣工,传输速率为３４M/s,

１９９６年,传输速率扩容至６２２M/s.１９９７年,兰

(州)—西(宁)—拉(萨)光缆青海段１５００余公

里工程竣工.１９９８年,“二出疆”光缆青海茫崖

至格尔木６３５公里工程竣工(格尔木至循化段

１０９０公里利用“兰西拉”光缆机房安装该工程

设备).１９９９年底,省内一级光缆总长２５２１公

里,省际通信全部经光缆出口.

２．省内二级光缆线路

１９８７年,建成西宁经青海铝厂至大通

架空４芯多模光缆.

１９９５ 年,建 成 平 安—化 隆—循 化、循

化—保安—同仁、同仁—尖扎—李家峡、李

家峡—康 杨—扎 巴、乐 都—民 和 平 安—互

助、西宁—湟源等７条光缆.

１９９６年,建成兴海—花石峡—玉树 ６
芯光缆、花石峡—果洛(大武)—甘德—达日

６芯光缆(共７３０７９公里)、西宁—大通—

门源６芯光缆、互助—大通４芯光缆.同

时,利用德国政府贷款建成西宁—湟中及海

南州光缆网(西宁—湟中—拉脊山—倒淌

河—共和—河 卡—兴 海 光 缆,拉 脊 山—贵

德—过马营—贵南—同德光缆,倒淌河—龙

羊峡光缆)、民和—马营(６４公里)４芯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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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化—清水乡(６６公里)光缆.

１９９７年,建成门源—青石嘴—峨堡—

祁连、同仁—泽库—河南、康杨—尖扎、柴

旦—锡铁山、湟中—上五庄５条光缆.

１９９８年,建成湟源—海晏—西海镇—

热水—默勒、达日—满掌—班玛—久治、玉

树—治多—曲麻莱、玉树—多拉马康—下拉

秀—囊谦、多拉马康—杂多５条光缆.

１９９９年,建成民和—马营—官亭—循化、

兴海—同德—大武、默勒—祁连３条光缆.

１９９９年底,省内二级光缆总长３８９７公里.

全省已形成由一级、二级光缆组成的长

途通信网,见下图.

图２Ｇ１Ｇ２　１９９９年青海省长途光缆通信网络示意图

　　(二)光缆设备

１９８８年,西宁至大通多模光缆线路运

用非同步传输设备(PDH).１９９２年,西宁

永登 单 模 光 缆 使 用 同 步 传 输 设 备 (３４M

SDH).随后,这两种制式设备在省内光缆

线路逐渐推行开来.１９９５年,平安至化隆、

循化、同仁、尖扎、康杨、李家峡安装 ３４M

SDH 设备.

１９９６年,西宁至永登光缆３４MSDH 扩

容为６２２M;西宁市电信局开通SDH(２５G)

传输环网,海南州环网开通SDH(１５５M),兴

海至果洛、玉树开通PDH(３４M).

１９９８年,“兰西拉”光缆西宁至兰州开

通 SDH(２５G),西 宁 至 拉 萨 开 通 SDH
(６２２M).“二出疆”光缆格尔木至茫崖段开

通 SDH(２５G),省内开通 SDH(６２２M).

兴海至果洛、玉树传输网改造为SDH.

至１９９９年底,全省光缆通信网络的传

输设备主要采用SDH 制式,部分段落采用

波分复用技术,少量州(地、市)至县或县以

下电路使用PDH 制式.

１９９９年,全省同步传输(SDH)局用终端

复用设备２２８３个２M、实占９５７个２M,准同

步PDH局用终端复用设备９２９个２M、实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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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０个２M.全省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２７０５０
路端、实占１３１４５路端,长途数字终端复用设

备９０７５６路端、实占２７５８２路端,长途同步时

钟(BITS)５００个２M、实占１６个２M.

至此,全省光缆传输网形成,完成从明

线传输到光缆传输的转变.

五、对称电缆线路

１９８６年底,西宁市电信局至湟中(二

站)的双向６０路(４×４×１２mm)对称电缆

线路竣工,西宁至湟中(二站)的中继通信问

题得以解决.该对称电缆是全省唯一的长

途通信对称电缆,全长２７公里,采取地下直

埋敷设方式,在湟中谢家寨设无人增音站１
座.２００２年,该电缆被拆除.

六、卫星通信

１９９６年３月,邮电部下发«关于西宁国

内卫星地球站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同意在西宁建设国内卫星地球站,按

１４个方向１３２０路设计,总投资４９５０万元.

５月,省邮电管理局选定湟中县总寨乡南１
公里、西宁市至湟中县公路路西２００米处建

设西宁卫星地球站.１１月,省电信传输局

委托邮电部设计院进行地球站土建设计.

１２月,邮电部电信总局召开新建地球站工

程设计会审.

西宁卫星地球站采用IDR 方式,按１４
个方向配置,哈尔滨、杭州、福州、南京、广

州、昆明、拉萨、大连各１２０路,沈阳、北京、

上海、郑州、海口、成都各６０路,工程配置

１２米抛物面天线、LNA 设备、天线跟踪系

统、IOD、GCE及相关配套设施.

１９９７年６月７日,卫星地球站土建工

程开工.１０月１８日,邮电部３９所完成卫

星地球站１２米抛物面天线吊装.１２月２６
日,卫星地球站土建竣工验收.１９９８年２
月,卫星地球站完成通信设备安装,各项指

标测试合格,投入试运行.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７日,中国邮电电信总局

在长沙召开全国新建卫星地球站竣工验收

会议.４ 月 ６ 日,卫 星 地 球 站 通 过 现 场

验收.

２０００年,卫星地球站有省际电路１３６４
路;２００１年,有省际电路１３２０路;２００２年,有

省际电路４８０路;２００３年,卫星地球站仅开

通上海、成都、广州、拉萨４个方向３６０条

IDR电路.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省电信有限公司向

中国电信集团呈报«关于申请我省卫星地面

站退网的请示»获准,西宁卫星地球站关闭.

第二节　市内电话

　　一、市话交换

１９８５年,全省各种制式交换机总容量

２３４５０门,分布如下:

(一)步进制交换机

步进制交换机６０００门,全部在西宁市

电信局.

(二)纵横制交换机

纵横制交换机９４００门,其中西宁市电

信局 ４０００ 门,海南州邮电局(共和)１０００
门、贵德县邮电局 ２００ 门,大通县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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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门,海北州邮电局(门源)１０００门、刚察

县邮电局２００门,海西州邮电局(德令哈)

１０００门、格尔木市邮电局１０００门.

(三)准电子交换机

准电子交换机２７００门,其中海东地区

邮电局(平安)６００ 门、湟中县邮电局 ４００
门、互助县邮电局 ５００ 门、乐都县邮电局

４００门、民和县邮电局４００门,玉树州邮电

局(玉树)４００门.

(四)磁石交换机

磁石交换机５３５０门,其中海东地区湟

源县邮电局５００门,化隆、循化各２００门,海

南州贵南、兴海、同德各２００门,海北州祁连

县邮电局１５０门、海晏县邮电局２００门,玉

树州杂多、治多、称多、囊谦、曲麻莱各１００
门,果洛州邮电局(大武)５００门,玛多、班

玛、久治、达日、甘德各１００门,花石峡邮电

局５０门,黄南州尖扎、泽库、河南各２００门,

海西州都兰、乌兰、茶卡各２００门,天峻县邮

电局１００门,柴旦镇邮电局３００门,冷湖镇

邮电局２００门,茫崖镇邮电局１５０门.全省

固定电话用户１５２３７户,多为党政部门和企

事业单位用户.

二、交换自动化

多年来,青海邮电部门紧紧依靠邮电部

和各级地方政府支持,紧跟技术进步,多渠

道筹 措 资 金,加 速 全 省 市 内 电 话 自 动 化

进程.

１９８６年,湟源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

为１０００门的纵横制交换机.

１９８８年,省、部、企业共同投资１４６３１
万元,由西宁市电信局引进的日本富士通公

司F１５０型容量为１０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开

通运行.

１９８９年,海东循化县邮电局安装、开通

西宁调拨的容量为５００门的步进制交换机.

民和县邮电局淘汰原准电子交换机,安装、

开通西宁调拨的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步进制交

换机.海西州邮电局纵横制交换机扩容

３００门.

１９９０年６月,海南州邮电局 H９２１型纵

横制交换机扩容５００门.１２月,玉树州邮

电局淘汰容量为４００门的准电子交换机,安

装并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纵横制交换机.

１９９１年,海西州冷湖镇邮电局安装、开

通容量为２００门的纵横制交换机.３月,兴

海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２００门的纵横

制交换机.１０月,海北州祁连县邮电局安

装、开通 GHＧ１型容量为５００门的纵横制交

换机.１２月,海东地区湟源县邮电局纵横

制交换机扩容 ５００ 门.格尔木市邮电局

H９２１型纵横制交换机扩容１０００门.海东

地区邮电局淘汰准电子交换机,安装、开通

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纵横制交换机.

１９９２年,西宁市电信局F１５０程控交换

机扩容８０００门.２月,海东地区乐都县邮

电局淘汰准电子交换机,安装、开通容量为

１０００门的纵横制交换机.３月,果洛州邮电

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纵横制交换机.

黄南州尖扎、河南、泽库三县邮电局均安装、

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二手纵横制交换机.

４月,西宁市电信局七分局步进制交换机扩

容５００门.６月,海南州龙羊峡邮电局安

装、开通容量为５００门的纵横制交换机.８
月,贵南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５００门的

纵横制交换机.黄南州邮电局二手纵横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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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机扩容１０００门.１１月,同德县邮电局安

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二手纵横制交换机.

海西州茫崖镇、乌兰县邮电局各安装、开通容

量为５００门的空分程控交换机.

１９９３年８月,贵德县邮电局安装、开通

容量为５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１２月,黄南

州李家峡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

的二手纵横制交换机.海东地区互助县邮

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

机.同年,海东地区湟中县邮电局安装、开

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二手纵横制交换机.

三、交换程控化

自１９９４年起,省邮电管理局立足全省

通信需求和新技术发展趋势,在企业自筹的

同时,争取省、部支持和日本、澳大利亚、德

国三国政府贷款,引进程控电话设备,加快

全省长途、市内交换机程控化进程.

１９９４年１月,海东地区乐都、民和两县

邮电局各安装、开通容量为２０００门的程控

交换机.大通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

４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３月,海西州邮电局

安装、开通国产 HJG０４型容量为３０００门的

程控交换机.５月,矿区邮电局安装、开通

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７月,果洛

州班玛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５００门的

程控交换机.８月,海西州都兰县邮电局安

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 HJ０９D型空分程

控交换机.海东地区化隆县邮电局安装、开

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１１月,海

东、海南两地邮电局各安装、开通容量为

６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格尔木市邮电局安

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海

西州天峻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５００门

的程控交换机.１９９４年,全省新增程控交

换机容量５２５８８门.

１９９５年１月,大通县铝厂邮电所、湟源

县邮电局各安装、开通容量为２０００门的程控

交换机.３月,循化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

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７月,兴海县邮电

局纵横制交换机扩容至１０００门.９月,湟中

县、海晏县邮电局先后各安装、开通容量为

３０００门和１０００门的 HJD０４型程控交换机.

祁连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

HJD０４型程控交换机.１０月,刚察县邮电局

安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 HJD０４型程控

交换.１１月,玉树州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

为２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１２月,果洛、黄南

两州邮电局各安装、开通容量为２０００门和

４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１９９５年,全省新增程

控交换机容量２００００门.

１９９６年１月,民和县邮电局在史纳邮

电所建成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模块

局.６月,西宁市电信局大十字支局程控交

换机扩容１９万门,建国路支局安装、开通

容量为１５万门的程控交换机.７月,大通

县邮电局程控交换机扩容２５００门.９月,

海北州(西海镇)安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

的S１２４０程控交换机.１１月,门源县邮电

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３０００门的S１２４０程控

交换机.１２月,泽库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

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贵德县邮电局

安装、开通容量为２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贵

南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２０００门的程

控交换机,同德县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

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兴海县邮电局安装、

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龙羊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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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局安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

换机.

同年,海西州德令哈、茫崖、乌兰三地邮

电局淘汰 HJ１０D型交换机,分别建成容量

为５０００门、２０００门、２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

１９９６ 年,全 省 共 新 增 程 控 交 换 机 容 量

５３０００门.

１９９７年８月,贵南过马营镇邮电所建

成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玉树州称

多、囊谦、杂多、治多、曲麻莱五县邮电局各

建成容量为５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果洛州玛

多、甘德、达日、久治四县邮电局各建成容量

为５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都兰县邮电局建成

容量为１５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西宁市电信

局二十里铺支局建成容量为２０００门的程控

交换机,黄南李家峡、河南两地邮电局各建

成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尖扎县邮

电局建成容量为 ２０００ 门的程控交换机.

１９９７年,全省新增程控交换机容量１３０００
门.１９９８年８月,果洛州邮电局程控交换

机扩容４０００门.９月,玉树州邮电局程控

交换机扩容４０００门.１１月,海西州邮电局

程控交换机扩容４５００门,容量增至１００００
门.海东地区邮电局扩容２９２０门,容量增

至４９０００门.海南州邮电局扩容６０３５门,

容量增至２４０３５门.大通县扩容６５００门.

１１月２８日零时,海南、海西、果洛、玉树四

州邮电局建成本地电话网,电话号码全部升

至６位.西宁市电信局建成容量为６５万

门的程控交换机.１９９８年,全省新增程控

交换机容量８６４５５门.

１９９９年１月,格尔木市邮电局程控交

换机扩容１００００门.黄南州邮电局程控交

换机扩容６０００门.２月,班玛县邮电局安

装、开通容量为１０００门的程控交换机.５
月,大通县邮电局程控交换机扩容４０００门.

８月,海南州邮电局程控交换机扩容４０００
门.１２月,门源浩门镇、海晏、刚察三地邮

电局各安装、开通容量为３０００门的程控交

换机.１９９９年,全省共新增程控交换机容

量３７０００门.

此外,省邮电管理局投资２亿多元对各

州(地、市)、县邮电局市内电话电缆管道、电

缆线路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扩建.

１９９９年底,全省城镇市内电话交换机

总容量达３８７５万门,实际占用２６６４万

门,住宅用户２００９万户.

各州(地、市)、县的市话交换机容量分

布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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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２Ｇ１　１９９９年全省各州(地、市)、县市话交换机容量示意图

第三节　无线寻呼

　　一、邮电寻呼台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西 宁 市 电 信 局 开 通

“１２６”无线寻呼(俗称BB机)业务.寻呼发

射机为北京新电子有限公司１５０Ｇ１００型设

备,发射频率 １５２６５０ 兆 赫 兹,发 射 功 率

１００瓦.

１９９３年２月,西宁市电信局开通公用

数汉兼容无线寻呼业务.７月,格尔木市邮

电局开通“１２６”无线寻呼业务,１０月,海东

地区邮电局、民和县邮电局相继开通数汉兼

容无线寻呼业务.

１９９４年６月,黄南州邮电局开通“１２７”

寻呼业务,湟中、湟源、互助三县邮电局相继

开通“１２６”无线寻呼.年底,全省无线寻呼

基 站 １０ 个,容 量 为 １２６８００ 线,用 户

７５０９户.

１９９５年６月,海西州邮电局开通无线

寻呼业务,并与全省联网,实现全省漫游.９
月,西宁“１２６”寻呼台开播天气预报、节日祝

贺、开业发布等服务项目.９月,化隆县、循

化县、茫崖镇、海南州(共和)四地邮电局相

继开通“１２６”无线寻呼业务.年底,全省无

线寻呼基站已达１５个.

１９９６年８月,大通县邮电局“１２７”寻呼

系统与西宁联网.９月,全省“１２６”无线寻

呼机号码５位升至７位.１０月,西宁、大

通、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湟

中、湟源、德令哈、格尔木、都兰、柴旦、共和、

西海、海晏、同仁等地“１２６”无线寻呼台全省

同联网.全省寻呼用户２３２４９户.

１９９７年１月,门源县邮电局开通“１２６”

无线寻呼业务,１１月,茶卡、天峻、冷湖三地

邮电局开通“１２６”无线寻呼业务.

１９９７年,省邮电管理局投资 １３５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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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建设“１９８”“１９９”高速无线寻呼网.次年

８月,“１９８”“１９９”高速无线寻呼网在西宁、

大通、平安、湟中等地开通.系统容量为３５
万线,基站４１个.全省寻呼用户４１３６６户.

１９９８年１月,河南县邮电局开通“１２６”

无线寻呼业务.

１９９８年初,邮电部对全国无线寻呼专

业进行股份制试点.随后,股份制改制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１１月,青海国信寻呼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二、社会寻呼台

１９９５年,西宁市陆续有海华、昆仑、先

创、金海、景安、华联６家寻呼台开展寻呼业

务,看通、金慧２个寻呼台已经办理证照,正

在筹办寻呼业务.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海华、昆仑寻呼台在格

尔木设分台.

１９９７年,西宁民航、八一寻呼台开办寻

呼业务,至年底共有１２家寻呼台(海华、昆

仑、先创、金海、景安、华联、看通、金慧、民

航、八一、中北、华英)经营寻呼业务,共有寻

呼用户３６３４５户,占全省寻呼用户总数的

４６８６％,从业人员３２６人.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西宁电信实业有限公司

开办“９６１２６”“９６１２７”无线寻呼业务.

第四节　移动电话

　　一、模拟移动电话

１９９２年,省邮电管理局向省计经委申

报«西 宁 市 电 信 局 引 进 瑞 典 爱 立 信 公 司

TACS制式９００兆蜂窝移动电话项目».次

年４月,省财经委以０７７号文批准.该项目

共４８个信道(西宁４０信道、大通８信道),

新建西宁、大通基站和天线铁塔,包括机房

改造、国内配套设备购置安装等,总投资

１５２０万元,其中外汇１６５万美元(省计委、

省财经委分别解决外汇额度７０万美元和

５０万美元,剩余４５万美元由省邮电管理局

自行解决),该工程于年底竣工.１９９４年３
月底,模拟移动电话系统投入运行.１９９５
年,西宁、大通两地移动网络扩容.新建海

东(平安)、乐都、民和等县及格尔木市模拟

移动通信系统.年底,全省移动用户２５６１
户.经多次扩容,到１９９８年底,模拟移动通

信系 统 基 站 ７ 个、总 信 道 ３５９ 个、容 量

２００００线.

２００１年底,９００兆蜂窝式模拟移动电话

退网.

二、数字移动电话(GSM)

１９９６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向邮电部

申报«青海省建设 GSM 数字移动通信工程

项目».９月,省邮电管理局按邮电部批复

安排工程设计.该工程在西宁设 GSM 数

字交换中心(GMSC)及SIM 卡管理中心;在

城东、城西、城北、西钢、大通、平安、乐都、民

和、互助、湟源、循化、共和、矿区、门源、德令

哈、格尔木、同仁、大武等地设１８个基站(３０
个 TRX),湟中采用无线直放站.项目总投

资４９９０万元.

１９９７年４月,西宁、大通、平安、乐都、

民和、互助、共和、循化、湟源、德令哈、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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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门源、玛沁、西海等地开通 GSM 数字移

动电话.１１~１２月,玉树结古镇、黄南隆务

镇先后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全省共

建基站３３个(西宁１５个基站,州、地共１８
个基站),容量３００００线,信道４４８个.

１９９８年,省邮电管理局为 GSM 数字移

动通信网扩容,筹资近亿元,新建１２个基

站、１２个直放站,扩容１０个基站.１月,化

隆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５~７月,祁

连、乌兰和李家峡、尖扎相继开通 GSM 数

字移动电话.至年底,全省基站４８个,交换

机容量１２万门.

１９９９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与上海西

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举行 GSM 数字移

动通信三期扩容签字仪式,新建基站２２个、

扩容２３个、移动交换机扩容７万门,总投资

１亿元.年底,全省移动业务总量为２４８０９
万元,移动业务收入１１２２０万元.

１９９９年７月,省邮电管理局根据国家

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决定将移动通信的人、

财、物向青海移动通信公司移交.

第五节　农村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省没有农村

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３５年的

艰苦 努 力,１９８５ 年,全 省 农 村 电 话 线 路

４９０４８杆程公里、１０１６７线对公里,电缆９８
皮长公里,交换机总容量３０４５门.部分农、

牧乡村开通超短波无线电话,全省４２８个乡

镇通电话率为８４３％.

一、明线线路

１９８６年,新建格尔木—大格勒乡、共和

县—英德尔乡、甘德县—青珍乡、达日县—

建设乡共４条农话线路,新增交换机容量

２００门.１９８７年,新建甘德县—下贡麻乡、

甘德县—岗龙乡、德令哈—养殖场共３条农

话线路,总长９３公里.１９８８年,大修海南

州倒淌河—“１５１”明线线路,新建天峻县—

木里乡—生格乡—阳康乡农话线路.１９９０
年,新 建 称 多 县—珍 秦 乡 (竹 节 寺)明 线

线路.

二、超短波电话

１９８７年,开通格尔木邮电局—乌图美

仁乡的超短波单边带电话.１９８８年,开通

共和县—江西沟—石乃亥乡的无线超短波

单边带通话.１９８９年,开通海西茫崖镇—

尕斯乡、天峻县—龙门乡、河南县—多松乡

的超短波无线电话.１９９０年,玉树州政府

投资４０万元,开通３２个乡镇的超短波无线

电话.开通兴海县—温泉乡、天峻县—尕海

乡的超短波无线电话.１９９５年,开通大通

县—牛场的超短波无线电话.

三、程控电话

１９８８年,开通湟源县—巴燕乡、日月乡

各１６门程控电话.１９８９年,开通湟中县多

巴镇容量为９６门的 HJD１６９６型空分程控

电话.１９９０年,开通乐都县汉庄乡集线器

１５线.１９９１年,开通门源县青石嘴镇容量

为１２８线的 HDJ０６型空分程控交换机.开

通都兰县香日德镇—巴隆乡集线器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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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开通循化县白庄乡集线器３２线,

开通大通县城关镇容量为１２８门的程控交

换机和德令哈市尕海乡集线器１５线.１９９３
年５月,开通大通县东峡邮电所容量为３０
门的程控交换机.６月,开通乐都县高庙乡

农话交换点 HPS１１２型程控交换机.开通

湟中县总寨乡容量为９６门的程控交换机、

循化县街子乡容量为６４门的程控交换机、

乐都县曲坛乡集线器１５线、刚察县泉吉乡

集线器３２线、同德县巴滩牧场集线器３２
线、乌兰县柯柯乡集线器６４线.１９９４年,

开通民和县古鄯乡容量为１２８门的程控交

换机、乐都县高庙乡老鸦村容量为１２８门的

程控交换机、玉峰邮电所０＋８型交换机、尖

扎县康家容量为１１２门的程控交换机、康扬

邮电所容量为１２８线的 HJD０６型空分程控

交换机.１９９５年,开通西宁市城东区王家

村程控电话５０户.完成同仁县保安乡程控

交换机３８０线改造.

至１９９５年底,全省农话交换机总容量

为４８６３门,其中自动３０３０门(含程控交换

容量２４２４门).

第六节　短波通信、卫星通信、应急通信

　　一、短波通信

１９２８年,青海省始设无线电台,短波

收、发讯机各１部,由军方掌控.１９３２年９
月,成立省无线电总台,国民政府配发３部

电台.１９３９年,省无线电总台在共和、同

德、拉加寺、兴海、门源、祁连、都兰、茶卡、循

化、同仁设分台１０处,配１５瓦收、发讯机各

１部.１９４９年９月６日青海解放,省无线电

总台被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１０月

恢复总台和各分台通信.１９５０年１月,省

无线电总台改称青海省人民政府无线电总

台.经３５年的发展,１９８５年底,全省各州

(地、市)、县邮电局共有短波无线电台４６
部,发讯机２００部,收讯机６２部,省内工作

电路３路,备用６路,例测５０路.

１９９９年底,根据信息产业部安排,省邮

电管理局关闭全省无线短波电台.

二、卫星通信(VSAT)

１９９３年６月,根据邮电部建设青海、内

蒙古、贵州、广西、云南五省(区)卫星通信网

工程的统一安排,省邮电管理局向邮电部申

报在西宁(１６路)、果洛(８路)、玉树(８路)、

格尔木(８路)、茫崖(４路)等地建５个卫星

地球站项目计划.项目总投资６００万元(其

中外汇额度６０万美元),由邮电部全额补

贴.１０月５日,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与美

国休斯公司签订«卫星地球站设备供货合

同».该项目由邮电部北京设计院承担总体

设计.

１９９５年,西宁、茫崖、玉树、果洛、海东

(原计划为格尔木)等五地卫星地球站投产

试运行,玉树、果洛出口电路拥挤状态得以

缓解.茫崖卫星地球站因各种原因未能正

常运行.１９９８年７月,因上述地区均已开

通光缆通信,卫星地球站陆续关闭.

三、应急通信

１９８６年,根据邮电部安排,省邮电管理

局为应急通信配备４００瓦单边带通信车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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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１５０瓦通信车２辆.

１９８７年６月,开通以西宁为中心的应

急通信联络系统,每天上午与北京、下午与

兰州各联络１次,省内与六州、格尔木、龙羊

峡、江仓煤矿、青海湖渔场进行业务联络.

１９９９年初,省邮电管理局将原停用的

VSAT卫星地球站调整为战备应急通信专

用,并开通西宁、玉树、茫崖、海东４个地面

站共３６条电路.７月１日,西宁、茫崖两站

关闭,海东、玉树两站继续保留.

第七节　分组交换、DDN与互联网

　　一、分组交换

分组交换网是数据通信的基础网,可承

载电子信箱、电子数据交换、可视图文、传真

存储 转 发、数 据 库 检 索 等 多 种 电 信 增 值

业务.

１９９３年,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实施全省

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工程.分组交换数据

网西宁(含大通)、格尔木共１３个分组交换

点工程同步建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全部竣

工,并与全国数据网联网.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省邮电管理局利用省计委批准的第四批日

贷项目,对全省数据交换网进行二期扩容,

新增６个 AM 节点机,３３部 SPAD 设备,

NMCＧ１００网管升级到 NMCＧ３００,北电IMS
网管工作站软、硬件升级,端口总容量１０５６
个.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分组交换网扩容工程竣

工运行.１９９８年,分组交换数据网又新增

西宁市韵家口、康乐、中庄、马坊、发讯台、西

钢、二十里铺、省邮电管理局、杨家寨、省人

民银行、二十中、省工商银行、大通铝厂、湟

中多巴镇、门源青石嘴镇、格尔木河西、格尔

木南郊及察尔汗等节点;扩容西宁古城台、

建国路、大十字、小桥４个节点.１９９９年,

再次新增天竣、乌兰、都兰、锡铁山、柴旦、茫

崖６个节点.１９９９年底,全省分组交换机

端口１７９８个,实占７２１个,分组交换网中继

电路总带宽１９２９K.

二、数字数据网(DDN)

数字数据网(DDN)是为用户提供专用

的中、高速数字数据传输信道,可为用户提

供点对点中、高速电路.

省邮电管理局利用省计委批准的第四

批日贷项目,建设全省数字传输DDN网,工

程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竣工运行.该数字数据

网设２５个节点,网络覆盖西宁古城台、大十

字、建国路、小桥市话分局,海东、海南各县

及海西、海北、黄南、玉树、果洛州政府所在

地及大通、格尔木市.１９９８年,省邮电管理

局投资１９８９万元扩容DDN网,在西宁地区

新增韵家口、康乐、中庄、马坊、发讯台、二十

里铺、西钢、杨家寨、二十中、省工行、大通铝

厂等１１个节点;对古城台、建国路、大十字、

小桥等４个节点进行扩容.

１９９９年底,全省数字数据网(DDN)达

４３个节点、２２７２个端口,实占端口２４５个;

中继电路总带宽１２２M,其中省际中继电路

带宽１４M、省内中继电路带宽４２M、本地网

内中继电路带宽９２M.数字数据网覆盖省

内各州地(市)及部分县,满足了政府、金融、

税务、商检、经贸等多部门、多行业计算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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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需求.

三、互联网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全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

“１６３”在 西 宁 开 通. 该 互 联 网 络 配 置

CISO４５００、CISO２５０１各１台,域名服务器

(SPARC５)１台,邮件、用户服务器(PN２５)

各１台,互联网路由器１１个.“１６３”西宁节

点,容量为２０００线,６０个拨号端口,各州

(地、市)通过长途拨号接入该节点.１９９８
年１０月,全国“１６９”多媒体信息网在西宁开

通.年底,“１６３”网新建海东、海南、海西、格

尔木、海 北、黄 南 等 ６ 个 节 点,扩 容 西 宁

节点.

１９９９ 年 底,省 邮 电 管 理 局 对 “１６３”

“１６９”进行改造升级后合并为新“１６３”网.

该系统采用双星型结构,以西宁为汇接点,

海东、海南、海西、海北、黄南、格尔木等６个

接入点通过２M 速率 SDH 电路与西宁汇

接;西宁出口与国家骨干网互联.全省９个

州(地、市)１８个县共有中继电路１０１条、互

联网端口３８１２个、拨号服务器端口３３２４
个、中继带宽３２２M.

第八节　业务支撑网

　　一、７号信令(NO７)

我国信令系统称为中国７号信令系统

(又称 NO７),为公共信道信令.该系统通

过时分方式在高速数据链路上传送信令,负

责局用交换机之间、局用交换机和其他电信

设备之间的信令传输和处理,协调各种电信

设备准确地建立语音链路,是支撑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

７号信令系统的SS７网是一个带外数

据通信网,叠加在运营商的交换网上,在固

定电话网或ISDN网交换局间完成本地、长

途和国际的自动、半自动电话接续;在移动

通信网交换局间完成本地、长途和国际电话

接续及相关的移动数据接续.

１９９８年,省邮电管理局实施省内二级

NO７信令网低级信令转接点(LSTP)工

程.青海７号信令网由西宁、海东、海南、海

西、格尔木５对信令转接点组成,信令转接

点分别安装在西宁电信局古城台、建国路机

房,海东地区平安县、互助县邮电局机房,海

南州共和县、贵德县邮电局机房,海西州德

令哈市、格尔木市邮电局机房,设备容量分

别为西宁９６条链路,海东、海南、海西、格尔

木各６４条链路.

其网络结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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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８Ｇ１　青海省NO７信令网络示意图

　　１９９９年,信息产业部投资建设７号信

令网高级信令(HSTP)转接点工程,建设青

海１９２条信令链路,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竣工,投

入试运行.７号信令网高级信令转接点是

由信令点、信令转接点及链接它们的信令链

路组成,它在 PSIN/ISDN 网络中传送有关

呼叫建立、释放的信令,为交换局和各种特

服中心(如业务控制点、网管中心等)传送数

据信息,可承载PSIN/ISDN网的局间信令,

完成本地、长途和国际电话/非电话的各种

转 接,智 能 网 INAP 信 令 业 务,移 动 网

MAP/BSSAP信令业务及适用７号信令网

技术的其他各种新业务.

二、数字时钟同步网(BITS)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信息传送、交换和

处理迅速向数据化发展,数字时钟同步网成

为数字通信的三个支撑网之一.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邮电部陆续在全国邮电通信部门建

设数字时钟同步网(BITS).

１９９７年,西宁市本地网数字时钟同步

网及监控系统投入试运行.１９９９年,青海

省本地网数字时钟同步网络投入试运行.

青海 省 本 地 网 数 字 时 钟 同 步 网 络

(BITS)是在各州(地、市)电信局安装１套

BITS设备,在西宁、海东、海南、海西、海北、

黄南、果洛、玉树、格尔木及大通、贵德、门

源、湟源、互助、民和、循化、化隆、湟中１８个

电信局安装高稳定的晶体时钟,其中海东、

海南按铷钟配置.单路由传输的州(地、市)

电信局配置 GPS.数字时钟同步系统网管

中心设在西宁市电信局.其网络结构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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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８Ｇ２　青海省本地网数字时钟同步网络示意图

　　三、DCN网

DCN(DataCommunicationNetwork)

即数据通信网络,具有分布式网络计算环境

和多级分布式数据仓库.我国DCN网以邮

电部电信总局网管中心为汇接点,覆盖全国

各省(区、市)网管中心,共３２个主干节点,

将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７个专业网管网

络连接到电信总局,成为电信业务、营业、计
费、网管、多媒体等数据传输通道和平台,实
现对运营中的邮电网络监控、管理、维护以

及决策的信息化.

１９９９年,省邮电管理局完成 DCN 网一

期建设.建设内容:在西宁市建成１５５Mbps
的 ATM 城域网,包括省邮电管理局、西宁

市电信局、青海省电信传输局３个节点;各
州(地、市)电信局和省邮电管理局间通过

２M 电路链接,确定了各单位 DCN 网IP地

址规划.青海 DCN 一期建设中,省局采用

Cisco７５０７路由器、Catalyst５５００ATM 交换

机,西宁市电信局和省电信传输局采用CatＧ
alyst５５００ATM 交换机;其他电信局采用

Cisco３６４０ 路 由 器、Catalyst２９２４ 交 换 机、

PIX５２０防火墙.

青海DCN网建成后主要承载省邮电管

理局 OA系统.全省通信企业实现办公自

动化、电算化,业务管理及网络监控管理水

平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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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七工程”

“九七工程”即市话业务计算机管理系

统,是实现市话业务、作业流程自动化的计

算机应用软件.

１９９５年,邮电部电信总局提出国内各

省会市内电话局应在１９９７年底完成市话业

务计算机管理系统建设的要求,省邮电管理

局、西宁市电信局分别成立“九七工程”领导

小组,制定“九七工程”实施方案,进行设备、

软件选型.

１９９６年９月,省邮电管理局安排建设

西宁市电信局市内电话业务计算机综合管

理系统.该系统包含营业受理、配线配号、

用户定单管理、机线资源管理、综合管理及

查询６部分内容,并将已有的计费处理、１１２
障碍处理并入“九七工程”系统,总投资８００
万元由市电信局自筹.１９９７年２月,“九七

工程”进行设备安装、调试.５月,完成数据

库、应用软件安装修改和营业网点布线工

作.９月,完成数据录入,投入使用.大通

县邮电局作为西宁本地网组成部分纳入西

宁市电信局“九七工程”.

１９９８年,海东地区邮电局、格尔木市邮

电局亦完成本地“九七工程”建设,海东地区

邮电局的“九七工程”系统与西宁市电信局

实现纵向联网.

“九七工程”基本实现:１．电信营业窗口

自动化,客户的装、拆、移机业务受理,缴费,

停、复话及客户资料实现计算机管理.２．电

话号码资源实现计算机管理,可自动报送查

询号码;机线资源实现计算机管理,可迅速

安排施工、维修作业.３．账务结算处理实现

计算机管理,多项电信业务费用可汇总成一

张账单与客户结算.

第九节　房屋建设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随着通信新技术、新材

料、新设备的不断涌现,全省通信网完成由

明线、微波到光缆,交换由人工到程控的巨

大转变.全省初步建成技术先进、功能齐全

的现代通信网.与之配套的机房、机站、网

络管理、生产指挥等辅助设施以及职工住房

等基本建设项目也相继落成.

一、机房机站

传输线路和传输设备共同组成通信网,

设备安装和日常维护需要建设相应的机房、

机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省在建设数字微

波传输的同时也加快了通信光缆及机房、机

站的建设步伐.１９９２年,在乐都县高庙乡

老鸦村新建永登至西宁光缆传输设备机房,

投资７万元,建筑面积３０７平方米.１９９３
年,建设西宁至格尔木４８０路数字微波工程

沿线共１６座机站(另租用广电、气象机站３
座);黄南州河南、泽库两县邮电局各新建机

房１座.１９９６年,新建西宁市二十里铺程

控机房楼(模块局),投资８６万元,建筑面积

８４０平方米.１９９７年,“兰西拉”光缆青海段

除利用原有明线机务站１４座外,在格尔木

市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唐古拉山新建无

人值守机站４座;新建“兰西拉”光缆沿途有

人站、无人站机房 １６ 座,投资 ３２０ 万元.

“二出疆”光缆工程青海段除利用原有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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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接站、中继站２１座外,在格尔木河西农

场、中灶火、乌图美仁、甘森、老茫崖新建５
座无人值守机站.１９９７年,新建西宁卫星

地球站机房、发电机房及配套房屋,投资

５２０万元,建筑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８年,

西宁市电信局购置朝阳通信机房建筑面积

６００平方米、中庄通信机房５００平方米、杨

家寨通信机房５００平方米,总投资２３０万

元.西宁市电信局滨河路机房,投资１２０万

元,建筑面积６００平方米;贵德县邮电局机

房扩建６８０平方米,投资６８万元.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年,先后新建数字移动电话(GSM)基

站共１２１个、直放站１２个、基站扩容３３个.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新建各类机房、机站、直放

站、基站等１７９座(处).

二、综合用房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根据生产、管理需要和

客观条件,据不完全统计省邮电管理局安排

综合 用 房 新 建、扩 建 项 目 ５９ 项,总 投 资

８８６６９万元,新建综合楼总建筑面积６８９
万平方米.

１９８６年,民和县邮电局生产、管理楼,

投资２８２万元,建筑面积１６３０平方米.省

长途电信线务总站综合楼,投资８１万元,建

筑面积２５００平方米.

１９８７年,省电信传输局综合楼(南楼),

投资８４２万元.

１９８８年,玉树、果洛两州邮电局通信、

办公综合楼建设项目,分别投资１５５万元、

１４２万元.茫崖邮电局随镇政府从石棉矿

迁至大河坝搬迁、建房项目,投资１０５万元.

省邮电学校教学实验楼,投资４０万元.对

原有的海东、海南、海西、海北、黄南、格尔木

六地邮电局生产用房进行扩建.

１９８９年,祁连县邮电局综合楼,投资４０
万元,建筑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海东地区邮

电局通信综合楼,投资４６４万元,建筑面积

１４５０平方米.乐都县邮电局通信综合楼,

投资３２万元,建筑面积９６０平方米.省通

信建设工程公司办公暨住宅楼,投资７７万

元,建筑面积２２００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

８８０平方米.西宁市电信局五四大街营业

暨住宅楼,投资８８万元.海南州邮电局综

合楼,投资５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

１９９０年,贵南县邮电局通信生产楼,投

资４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３５０平方米.

１９９１年,同德县邮电局通信生产楼,投

资４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３５０平方米.共和县

塘格木邮电支局生产综合楼,投资１５７万

元,建筑面积４００平方米.海南州龙羊峡邮

电局通信生产楼,投资４０万元,建筑面积

１３００平方米.海南州倒淌河、黑马河、沙珠

玉等３处邮电所,投资７８万元,建筑面积

共２９８平方米.兴海县河卡邮电支局,投资

５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８８平方米.

１９９２年,海西州邮电局通信生产楼,投

资１５１万元.海南州邮电局锅炉房,建筑面

积８０平方米及锅炉配套管线、设备等,共投

资６０万元.

１９９３年,都兰县邮电局生产综合楼,投

资７３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１６３平方米,其中

住宅９４８平方米.贵德县河西邮电支局楼,

投资３０万元,建筑面积５００平方米.民和

县邮电局生产综合楼,投资１２８６万元,建

筑面积１８３０平方米.互助县邮电局生产综

合楼,投 资 ３８ 万 元,建 筑 面 积 ７４９８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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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

１９９４年,循化县邮电局通信生产楼,投

资５０万元.

１９９５年,贵德县邮电局通信生产楼,投

资１０８万元,建筑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

１９９６年,海东地区邮电局营业暨职工

住宅综合楼,投资２１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８４０
平方米.

１９９７年,西宁市电信局通信生产楼,投

资７００万元.海晏县邮电局综合楼,投资

２８０万元.湟源县邮电局营业、住宅综合

楼,投资１８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４３７１７平方

米(一层为邮电营业厅).省邮电学校综合

楼,投资２２０万元.省通信指挥调度中心楼

共１４层,投资３９９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５２３８
平方米.

１９９８年,茫崖邮电局通信综合楼,投资

３２０万元.西宁市电信局康乐机房,投资７４
万元,建筑面积２５８７平方米.祁连县邮电

局营业综合楼,投资 １５０ 万元,建筑面积

１６００平方米.格尔木市邮电局南郊支局综

合通信楼,投资１６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５００平

方米.大通县邮电局营业住宅楼(一层为邮

电营业厅),投资２８５万元,建筑面积３６６０
平方米.玉树州邮电局综合住宅楼(一层为

生产场地,二、三层为住宅),投资９０万元.

省邮电建设工程局综合住宅楼,投资３５０万

元,建筑面积３５００平方米(１~３层为商铺,

４~７层为职工住宅).

１９９９年,省电信传输局循化线务站生

产楼,投资７０万元,建筑面积７００平方米.

循化县邮电局街子通信楼,投资８５万元,建

筑面积８２９５８平方米.果洛州电信局大

武、甘德、达日、军功４处电信通信楼,建筑

面积分别为 ８２７２６ 平方米、２９８１６ 平方

米、４３３３１平方米、３７７６７平方米,分别投

资９２万元、３３万元、４８万元、４２万元.黄

南州电信局综合通信楼,投资１２５万元,建

筑面积１３７６平方米.西宁市电信局南侧通

信生产楼,投资４３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５００平

方米.海北州电信局综合通信楼,投资１１３
万元,建筑面积８７０平方米.格尔木线务站

综合办公楼,投资１８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５００
平方米.

三、职工住宅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邮电建设初期,邮电职

工生产、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到中期才逐渐

从帐房、地窝子搬到土木结构的平房.青海

地处高寒,平房阴冷潮湿抗风寒能力差,职

工生产、居住条件仍然比较艰苦.７０年代

中期,为逐步改善职工住房条件,缓解住房

困难,陆续建造职工住宅楼.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底,省邮电管理局共投资１７９３９９万元,

新建职工住宅２３２７４２７６平方米,职工住房

困难得以全面缓解.

１９８６年,西宁水磨地区牧区退休职工

住宅楼２栋,投资６８５万元,建筑面积４４００
平方米.省局机关局、处长住宅楼各１栋

(邮电大院３号、４号楼),投资６８万元,建

筑面积３３００平方米.省邮电器材厂职工住

宅楼,投资３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６５０平方米.

乐都县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３４４万元,

建筑面积１３２０平方米.省微波总站住宅

楼,投资２６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６５０平方米.

１９８７年,湟中县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

资３６万元,建筑面积１６５０平方米.循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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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局农话住宅楼,投资３５万元,建筑面积

１７６０平方米.海南州邮电局职工住宅楼,

投资３０４万元,建筑面积１３２０平方米.

１９８８年,海南州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

资２６４万元,建筑面积１１００平方米.果洛

州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３万元.

１９８９年,洪水桥邮电家属院建设市电、

市邮职工住宅楼各１栋,共投资６１７万元,

各１２３４平方米.海西州邮电局职工住宅

楼,投资５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７６０平方米.

海北州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５５万元,建

筑面积１７６０平方米.

１９９０年,玉树州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

资５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７６０平方米.省邮电

管理局机关住宅楼(邮电大院１２号楼),投

资６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８３０平方米.省电信

传输局住宅楼２栋,投资１７１５万元,建筑

面积４３３２平方米.省电信传输局海南州线

务站住宅楼,投资６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３２１
平方米,共３层４个单元.

１９９１年,海南州邮电局职工住宅楼３
栋,投资１４９万元,建筑面积４３５０平方米.

兴海县邮电局住宅平房,投资２４９万元,建

筑面积８６７平方米.贵南县邮电局住宅平

房,投资１７５万元,建筑面积６１１平方米.

同德县邮电局住宅平房,投资１３５万元,建

筑面积４３４平方米.黄南州邮电局职工住

宅楼,投资５０万元.

１９９２年,西宁市电信局洪水桥临街职

工住宅楼,投资９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１６５平

方米.省邮电器材公司职工住宅楼,投资

６２万元,建筑面积１４６７平方米.西宁市电

信局购置中华巷职工住宅楼,投资５０万元,

建筑面积５９５１４平方米.

１９９３年,省电信传输局职工住宅楼,投

资１４４４万元,建筑面积２９０４５４平方米.

格尔木市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２３７万

元,建筑面积２２００平方米.省局老干部活动

中心楼,投资６３万元,建筑面积８７５平方米.

省局行政处职工集体宿舍,投资１８万元,建

筑面积５８０平方米.省电线厂职工住宅楼,

投资１３７５万元,建筑面积２１８３平方米.

１９９４年,贵德县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

资１２０万元,建筑面积９５０平方米.省通信

建设工程公司南川西路职工住宅楼,投资

１２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９８０平方米.省电信

器材厂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５０万元,建筑面

积２７８４平方米.

１９９５年,省局机关职工住宅楼(邮电大

院１７号楼),投资３１５万元,建筑面积４２００
平方米.李家峡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

８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１００平方米.西宁市电

信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００万元.

１９９６年,大通县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

资１６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２４０平方米.格尔

木市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６０万元,建

筑面积１８５０平方米.省邮电学校职工住宅

楼,投资１５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６８０平方米.

海东地区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２１０万

元,建筑面积２９４２平方米.化隆县邮电局

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３５万元,建筑面积１６５０
平方米.省电信传输局职工住宅楼,投资

１８５万元,建筑面积２６４０平方米.玉树州

邮电局退休职工住宅楼(原电线厂旧址),投

资２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６４０平方米.海北

州邮电局退休职工住宅楼(原电线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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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２９０万元,建筑面积３３００平方米.格

尔木市邮电局退休职工住宅楼(原电线厂旧

址),投资１６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

果洛州邮电局退休职工住宅楼(原电线厂旧

址),投资２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６４０平方米.

海南州邮电局退休职工住宅楼(原电线厂旧

址),投资２２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７５０平方米.

海西州邮电局退休职工住宅楼(原电线厂旧

址),投资３２０万元,建筑面积３３００平方米.

省邮电管理局职工住宅楼(２４号、２５号楼),

投资５０８万元,建筑面积４７７６６６平方米.

１９９７年,黄南州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

资２３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５００平方米.西宁

市电信局园树职工住宅楼４栋,投资１５０２
万元,建筑面积７８９６平方米.乐都县邮电

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２００万元.

１９９８年,海东地区邮电局职工住宅楼,

投资２３０万元,建筑面积３２７２平方米.民

和县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９０万元,建

筑面积２８７４平方米.果洛州邮电局职工住

宅楼,投资１８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８８０平方

米.海西州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４００万

元,建筑面积３９００平方米.省电信传输局

昆仑中路职工住宅楼３栋,投资５００万元,

建筑面积５２７０平方米.循化县邮电局职工

住宅楼,投资２３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６３６平方

米.海北州邮电局职工住宅楼(西海镇),投

资２３７万元,建筑面积２６３６平方米.刚察

县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３００万元,建筑

面积２６９８平方米.格尔木市邮电局职工住

宅楼,投资１０８万元,建筑面积２６４６平方

米.贵南县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２０万

元,建筑面积１２３１平方米.尖扎县邮电局

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５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８８０
平方米.省邮电管理局购置南市场商品楼

２３套,投资２８４万元,建筑面积２１３４平方

米.门源县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２８０万

元,建筑面积３９００平方米.玉树州邮电局

职工住宅楼,投资８０万元,建筑面积９００平

方米.黄南州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５０
万元,建筑面积１５６０平方米.省局机关职

工住宅楼,投资５７８万元,建筑面积５２０８平

方米.湟中县邮电局职工住宅楼,投资２３０
万元,建筑面积３１７３４１平方米.

１９９９年,省邮电学校职工住宅楼,投资

２４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９４０平方米.省邮电

管理局机关职工住宅楼,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建

筑面积８３０５平方米.

第十节　重大通信工程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 期 间,西 宁 市 电 信 局

F１５０万门程控交换机的引进,西宁至格尔

木４８０路数字微波,西宁卫星地球站,“兰西

拉”、“二出疆”、海南环路光缆,GSM 数字移

动电话等重点通信工程的建设,使青海通信

设备更新换代、快速发展.各重点工程简述

如下.

一、引进程控交换

１９８４年２月,省长黄静波、副省长尹克

升与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路万福、副总工程

师李文清到邮电部向杨泰芳部长提出西宁

市引进程控电话的建议.按约定,省邮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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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分别向邮电部、省政府上报«关于西宁

市市内电话建设引进程控交换机的报告».

１９８５年２月,省邮电管理局成立以局

长傅春茂为组长,副局长赵玉普为副组长,

杨新成、李文清、贾文超、章宗贤、程鸿敏为

成员的引进工程领导小组.随后,引进办公

室主任李文清参加邮电部引进日本富士通

公司F１５０程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量３０万门

项目谈判(含西宁市电信局１万门).４月,

引进办公室副主任陈友明赴北京参加交换

机商务谈判.６月下旬,富士通公司高桥宏

率代表团到西宁与省邮电管理局李文清为

首的中方代表团谈判.２７日,双方签订«中

国青海西宁程控电话系统合同书».１１月２
日,省财经委、省计委以青财计字〔１９８５〕３０３
号批复«西宁市引进程控交换系统可行性报

告».该程控交换系统总投资人民币１４００
万元,折合美元３００万元.长途交换５００
路,投资人民币２５０万元,折合外汇额度６０
万美元,由邮电部解决;市话交换１００００门,

投资人民币１１２０万元(其中省计委３００万

元、省财经委２００万元、西宁市政府贴息贷

款１００万元、省邮电管理局自筹１７０万元、

西宁市电信局自筹２５０万元、用户集资１００
万元),折合外汇额度２４０万美元,由省计委

解决.１２月１６日,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赵

玉普率代表团赴日本东京与富士通公司签

订供货合同,合同价款按日元计算.

１９８６年６月,由于日元升值,省邮电管

理局与富士通公司在杭州多次谈判,将合同

价款按美元对日元１∶１９５的汇率折算,将

价款修改为 ２４９８１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９２９２８万元).该工程初步设计及国内配

套项目由省邮电设计所承担,其中长途交换

部 分 设 计,由 邮 电 部 北 京 设 计 所 审 核.

F１５０程控交换机设备由富士通公司提供,

并负责安装.

１９８７年７月,富士通公司技术人员开

始安装 F１５０交换机设备.１２月１５日,完

成安装、测试工作,按规定向西宁市电信局

正式移交.

１９８８年１月,该工程通过省邮电管理

局初验.３月１５日,接入西宁电信局市内

电话公众网试运行.７月３０日,通过终验,

投入运行.

二、４８０路数字微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格尔木地区以

盐化、石油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发展迅速,青

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通后,由格尔木向

西藏的物资转运业发展势头迅猛,社会各界

对通信需求与日俱增,格尔木至西宁虽然增

加了２４路出口电路,其通信瓶颈问题仍未

能缓解.

１９９２年初,省邮电管理局决定采用日

电公司(NEC)二手模拟微波设备经技术改

造后建设西宁至格尔木４８０路数字微波工

程,以解决格尔木地区通信问题.４月,省

电信传输局勘察西宁至格尔木微波路由后,

由传输局微波科刘武升拟定«西宁至格尔木

４８０路数字微波工程可行性报告»,并由省

邮电管理局向省计委提交.５月７日,省邮

电管理局向邮电部提交该工程的«工程立项

报告».该工程由西宁经共和、乌兰、德令哈

至格尔木,设备能力按２４０路１＋１设置,铁

塔或支架２０处,沿途共建２０个微波站(其

中无人值守机房约２２００平方米),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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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０万元,其中１０００万元为机房、道路等

土建项目,１２００万元为设备购置费用.６月

１５日,该工程建设方案顺利通过省邮电管

理局会审.随后,省邮电管理局委托邮电部

设计院进行设计,委托邮电部第四研究所进

行二手微波设备改造方案设计,由省电信传

输局承担微波设备、天馈线设备的改造和安

装工作.８月１日,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建设

共和、乌兰微波机房,德令哈、格尔木微波机

房由当地邮电局现有机房中调整解决.１２
月２６日,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组织工程设

计会审,邮电部电信总局工程处、邮电部设

计院、邮电部第四研究所、省邮电设计院,省

邮电管理局基建处、电信处、工程办及海南、

海西、格尔木、乌兰等沿途邮电局及省电信

传输局参加会审.

１９９３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要求省电

信传输局安排３０名微波设备维护人员到西

安邮电学院进行为期９个月的技术培训.６
月２２日,省电信传输局派员到西安邮电部

第四研究所及５０３工厂商谈二手微波设备

技术改造问题.７月２日,省邮电管理局与

８０３０６部队签订该工程１２个无人值守机房

建设协议.１１月８日,省邮电管理局通信

建设办公室核定工程安装施工费用１９０万

元,预付电信传输局材料费８５万元.省电

信传输局组织２０余人负责微波设备、数字

设备、天馈线的施工安装任务.１１ 月 ２４
日,省电信传输局按邮电部四所改造设计方

案进行日电公司(NEC)二手设备的通信电

源、高功放、微波分集口等部件改造.

西宁至格尔木沿途设西宁、泮子山、俄

博、日月山、瓦里关、共和、英德尔、新哲、哇

玉香卡、六道班、乌兰、柴凯、尕海、德南、德

令哈、２５道班、羊肠子沟、锡铁山、钾矿、格

尔木等２０个微波站.西宁泮子山和俄博２
个微波站租用省广播电视局机房,瓦里关微

波站租用气象站机房及铁塔.

共和、英德尔、哇玉香卡、六道班、乌兰、

柴凯、德南、羊肠子沟、钾矿、格尔木均需安

装高度为２０米以上传输铁塔.河北省保定

市铁塔制造厂于１９９４年３月开始安装铁

塔,１０月底全部完成.与此同时,省电信传

输局承担的各种项目也全部完成.１２月２９
日,省邮电管理局在格尔木组织西宁至格尔

木４８０路数字微波工程验收会议.会议确

认该工程电气特性指标全部合格、电路基本

正常,投入正常运行.

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西宁至格尔木４８０
路数字微波电路退网.

三、卫星地球站

为加速邮电通信建设步伐,增强全国通

信能力,尽快缓解供需矛盾,１９９５年２月,

邮电部决定在尚未开办卫星通信的１２个省

会城市(长春、太原、合肥、济南、南京、杭州、

长沙、南昌、郑州、西宁、银川、贵阳)设立国

内卫星地球站.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３日,邮电部

下发«关于西宁国内卫星地球站建设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意在西宁建设国内

卫星地球站,按１４个方向１３２０路设计,总

投资４９５０万元,要求在１９９７年底竣工投

产.省邮电管理局决定西宁卫星地球站的

建设任务由省电信传输局承担,项目负责人

为宁克强,技术总负责人为张菊民.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０日,省邮电管理局电信

处与省电信传输局共同选定在西宁市总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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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南侧１公里、南川东路西侧２００米处建

设西宁卫星地球站.１１月８日,省电信传

输局到郑州邮电部设计院商谈卫星地球站

设计问题.１２月２５日,邮电部电信总局召

集国内新建卫星地球站设计会审会议.

１９９７年６月７日,西宁卫星地球站土

建工程开工.天线基座深度－６７米.８月

２８日,进行西宁电信局至总寨地球站光缆

敷设.１０月１８日,邮电部３９所完成抛物

面天线吊装.１０月２４日,邮电部电信总局

地球站项目负责人张青山到西宁检查地球

站建设情况,对该站的建设进度和质量给予

高度好评.１２月２６日,地球站土建工程顺

利通过由省邮电管理局、邮电部设计院、邮

电部３９所、省电信传输局、西宁市电信局组

成的工程验收组的全面验收.

１９９８年初,进行地球站设备安装工作,

２月底,安装工作全部完成,调测合格,投入

试运行.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７日,邮电部电信总局在

长沙召开全国８个卫星地球站工程验收会

议.４月６日,西宁卫星地球站通过现场验

收.４月２８日,正式运行.

西宁卫星地球站采用IDR 方式,通达

哈尔滨、杭州、福州、南京、广州、昆明、拉萨、

大连,各１２０路;沈阳、北京、上海、郑州、海

口、成都,各６０路.本工程配置１２米抛物

面天线、LNA 设备、天线跟踪系统、IOD、

GCE及相关配套设施.

２０００年西宁卫星地球站开通省际电路

１３６４路,２００１年开通１３２０路,２００２年开通

４８０路.２００３年西宁卫星地球站仅开通上

海、成都、广州、拉萨４个方向３６０条电路.

２０００年后,全国陆续建成光缆传输网,卫星

传输逐渐被光缆传输取代,卫星电路逐年递

减.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青海省电信有限

公司向中国电信集团呈报«关于申请我省卫

星地球站退网的请示»获准,西宁卫星地球

站关闭.

四、“兰西拉”光缆

由兰州经西宁至拉萨光缆(业内称“兰

西拉”光缆)传输工程系国家“九五”重点项

目之一,是邮电部“八纵八横”全国光缆骨干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段工程总投资

３６６亿元,全长２７５４公里,途经甘肃、青

海、西藏三省(区)２３个县、市,穿越柴达木

盆地,翻越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其中８３０公

里为平均海拔４５００米以上的“生命禁区”,

唐古拉山海拔最高处达５２６０米,有近百公

里的坚石地段、２００余公里的冻土地带,要

穿越２００多条河流,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

环境恶劣、施工难度最大的光缆线路工程.

该工程由邮电部设计院设计.为保证

“兰西拉”光缆畅通无阻、便于日常维护,全

部采用直埋方式敷设,并引入光放大技术,

以增长光缆中继段距离,减少无人中继站设

置.工程分别采用３０芯、１８芯、８芯光缆,

初期 开 通 ２５G/s、６２２M/s、１５５M/sSDH
数字传输系统,开通初期提供长途电路２１
万路.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省电信传输局配合邮电

部设计院进行“兰西拉”光缆路由勘察,并考

察沿途机房、机站设置情况.

“兰西拉”光缆青海段从甘肃临夏经大

力加山进入青海,经循化、化隆、平安、西宁、

湟源、海晏、西海、刚察、天峻、茶卡、都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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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诺木洪、格尔木、纳赤台、五道梁、沱沱

河、唐古拉山进入拉萨.格尔木以南的纳赤

台、五道梁、沱沱河、唐古拉山新建４个无人

值守机务站.天峻至乌兰、德令哈段为“兰

西拉”光缆支线.

该工程由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总承包,

由其第一、第四、第五工程局,以及北京工程

局、省邮电建设工程局等６个单位分段施

工.第一工程局负责大力加山至海晏段,省

邮电建设工程局负责海晏至天峻段,北京工

程局负责天峻至香日德段(含察汗诺至德令

哈段),第五工程局负责香日德至格尔木段,

第四工程局负责格尔木至唐古拉山顶段,数

万名解放军官兵承担全部电缆沟挖掘及光

缆敷设任务.省电信传输局作为“兰西拉”

光缆青海段维护单位,随工逐段验收.

青海省政府对“兰西拉”光缆工程给予

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８
日,“兰西拉”光缆青海段成立以常务副省长

王汉民、副省长贾锡太任组长,省计委副主

任薛政、省政府秘书长王西明、省政府办公

厅副主任曹文虎、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陈坚任

副组长的“兰西拉”工程领导小组.

６月２５日,在西宁隆重举行“兰西拉”

光缆工程开工奠基仪式,省委、省人大、省政

协和兰州军区、省军区负责人,全部施工单

位和兰州部队官兵２０００多人参加奠基庆

典.８月３日,以邮电部副部长杨贤足为团

长的邮电部和解放军总参参谋部组成的“兰

西拉”光缆工程慰问团,在副省长贾锡太、省

邮电管理局局长陈坚、省计委副主任薛政陪

同下,慰问在“兰西拉”光缆青海段施工的解

放军指战员、邮电工程技术人员和沿途各级

地方政府.８月６日,在格尔木至唐古拉山

段邱少云生前所在团一营二连战士周光远,

因高山反应,壮烈牺牲.８月１２日,省邮电

管理局将邮电部赠送的价值３０万元的抗高

原反应药品送到海拔４７００多米的五道梁解

放军战士营地.１１月底,“兰西拉”光缆青

海段敷设工作全部完成.

１９９８年１月,邮电部传真电报要求兰

西拉工程７月底前完成.１月２２日,“兰西

拉”光缆通信设备安装工程协调会在西宁召

开,“兰西拉”光缆通信设备陆续到货.３月

１９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兰西拉”光缆题

词“军民共建兰州西宁拉萨光缆通信干线竣

工纪念”.４月１２日,信息产业部电信总局

副局长裴爱华率工作组在“兰西拉”光缆青

海段现场办公,督查光缆设备安装问题.５
月７日,光缆设备安装施工图设计会审后,

各设备安装单位立即进行设备安装.８月７
日,在海拔５２３１米的唐古拉山口举行“兰西

拉”光缆工程竣工开通庆典.信息产业部部

长吴基传致辞,并为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的

“军民共建兰州西宁拉萨光缆通信干线竣工

纪念”雕塑揭幕.９月１５日,光缆线路工程

验收合格.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８日,“兰西拉”光缆工程

通过终验,正式开通.

２００３年１月,“兰西拉”光缆工程被评

为“２００２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项目负责人

刘武升、李子坚、杨卫铭获信息产业部嘉奖.

“兰西拉”光缆建成后,成为贯通我国西

北、西南的通信大动脉,对加强西藏与内地

的通信联系,确保西藏的繁荣稳定,促进沿

线各省(区)的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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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西拉”光缆天峻至都兰段路由变更

情况说明:１９９７年３月初,省电信传输局按

邮电部设计院设计勘察都兰至乌兰光缆路

由时,发现乌兰县城以南近５０公里沼泽道

路已废弃,为今后的维护工作造成极大困

难.随即向邮电部设计院反映后,设计改由

茶卡方向.９月２６日,邮电部设计院对乌

兰至都兰光缆路由复测时,采纳传输局建

议,将该路由改由察汗诺至茶卡,新增茶卡

中继站,再由茶卡至都兰.原乌兰分路站改

由天峻分路,天峻至乌兰、德令哈,作为“兰

西拉”光缆支线.

五、“二出疆”光缆

１９９４年８月,新疆通达内地的第一条

通信光缆由乌鲁木齐经甘肃河西走廊至兰

州后,接入全国光缆通信网.为确保新疆与

内地通信安全,邮电部决定建设由乌鲁木齐

至青海茫崖—格尔木—西宁至兰州后,接入

全国光缆网的第二条通信光缆(业内称“二

出疆”光缆).

１９９６年８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由省

电信传输局勘察格尔木至茫崖段光缆路由,

并提供“二出疆”光缆青海段工程概算,由省

邮电管理局报邮电部.

“二出疆”光缆由乌鲁木齐经吐鲁番—

库尔勒—若羌—格尔木—西宁至兰州,全程

３４１０公里,青海段工程总投资９０７５万元.

“二出疆”光缆青海段海西州境内路由多为

盐钙地带,光缆沟挖掘难度较大,经省局计

划建设处张琳、刘武升与邮电部沟通,增加

工程费用近４０００万元.“二出疆”光缆由茫

崖石棉矿红山机务站(新疆管辖)进入青海

后,经花土沟—老茫崖—甘森—乌图美仁—

中灶火—河西农场至格尔木,光缆以直埋方

式敷设.由格尔木接入“兰西拉”光缆,格尔

木至兰州沿途各机房增设“二出疆”传输设

备;在青海境内设西宁、格尔木转接站,沿途

设５个分路中继站和１３个中继站,新建老

茫崖、甘森、乌图美仁、中灶火、河西农场等

５个无人值守中继站.

１９９７年,邮电部设计院对“二出疆”光

缆工程进行总体设计,省通信建设工程局承

担青海境内光缆敷设任务,邮电部工程总公

司第四工程局承担传输设备安装工作.９
月２日,“二出疆”光缆工程设计通过会审,

省邮电建设工程局５个施工队、２０００余人

参加施工.１０月３０日,青海境内茫崖红山

口至格尔木段５５０公里光缆敷设工程竣工.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８日,省邮电管理局组织

“二出疆”光缆设备安装设计会审,第四工程

局各施工队开始设备安装.１０月下旬,省

邮电管理局组织的工程验收组对“二出疆”

工程进行全面验收.１１月４日,信息产业

部在西宁召开“二出疆”工程青海段验收会

议.会议认为“二出疆”青海段光缆工程各

项指标符合设计要求,验收合格,并开通

运行.

六、海南州光缆环网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海南州邮电局利用澳大

利亚政府贷款引进的阿尔卡特６０００门程控

交换机开通运行.但海南州通信环网以及

共和县至西宁的电路均为模拟载波电路,传

输能力远远落后于交换水平,用户发展和服

务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１９９５年７月中旬,省邮电管理局决定

利用德国政府贷款建设海南州邮电局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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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７月１３~２６日,省电信传输局总工程

师张菊民与德国 WP公司微波工程师柯德

施、寇茂德按原定路由进行为时１４天的现

场考察,原定微波传输方案的局限性凸显.

８月７日,经与德方协商,省邮电管理

局决定以光缆传输取代微波传输方案.８
月９日,与德方形成“８９”备忘录.８月２４
日,张琳、张菊民到北京与德国复兴银行交

涉,海南光缆传输方案获准.８月２８日,省

邮电管理局举行 WP公司技术会商文件交

接仪式,并与德方签订供货合同.

１９９６年６月,西宁—湟中—海南光缆

数字传输网由省电信传输局承建,１０月竣

工运行.

七、数字移动电话(GSM)

１９９６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向邮电部

报送青海省数字移动电话(GSM)工程可行

性报告.９月,获准.GSM 工程在西宁设

数字交换中心(GMSC)及SIM 卡管理中心.

在西宁市城西、城东、城北、西钢,大通,海东

平安、乐都、民和、互助、湟源、循化,海南共

和,海北矿区、门源,海西德令哈、格尔木,黄

南同仁,果洛大武等地建设１８个基站(３０

个 TRX),海东湟中建设无线直放站.总投

资４９９０万元(含美金４１５万元).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９日,西宁、大通、平安、

乐都、民和、互助、共和、循化、湟源、德令哈、

格尔木、门源、玛沁、西海等１４个市、县、镇

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全省共３３个基

站(西宁１５个基站,各州、地共有１８个基

站),容量３００００线,信道４４８个.１１月２６
日,玉树州结古镇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

话.１２月８日,黄南州隆务镇开通 GSM 数

字移动电话.

１９９８年,省邮电管理局投资近亿元扩

容数字移动通信网,新建１２个基站、１２个

直放站,扩容１０个基站.至年底,全省移动

通信交换基站４８个,容量１２万门.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５日,省邮电管理局与上

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举行西宁市电

信局 GSM 数字移动通信三期扩容工程签

字仪式,新建基站２２个、扩容２３个,移动交

换机扩容７万门,总投资１亿元.至年底,

全省GSM 数字移动交换机容量１９万门,用

户８４６２６户.

第十一节　建设管理

　　邮电通信具有全程全网性质,通信建设

管理由邮电部、省(区、市)邮电管理局分级

管理.省际一级干线项目由邮电部统一安

排,由当地省(区、市)邮电管理局负责实施,

并接受邮电部领导及督查、验收.省内邮电

通信建设项目由省邮电管理局相关部门根

据全省通信建设五年规划安排本年度建设

项目;省邮电管理局各直附属单位的建设项

目,由单位报省邮电管理局审批、立项,并接

受省邮电管理局相关部门的检查、验收.

一、项目立项

省际一级通信干线由邮电部根据全国

通信建设规划直接立项,或由省级邮电管理

局根据需要和可能向邮电部直接申请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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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由省邮电管理局邮

政处、电信处根据规划安排邮政、电信通信

线路、通信设备工程项目及各州(地、市)邮

电局生产场地、生产用房等项目,或由各州

(地、市)邮电局根据当地通信需求及发展前

景,向省邮电管理局申请通信设备扩容、市

话线路扩容、职工住房建设等项目.以上省

内项目由省邮电管理局基建处(或计划建设

处)汇总,邮政建设项目由邮政处审核,通信

设备、线路建设项目由电信处审核,各类房

屋项目由基建处审核.经专业处室审核后

的项目由基建处再次汇总呈省邮电管理局

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各类计划项目获

准后,由省邮电管理局财务处(计划财务处)

以青邮计字文件下达.

二、项目实施

省邮电管理局批准的通信建设项目下

达各相关建设单位后,由各建设单位安排项

目设计、施工审批、项目招标、施工合同签

订,以及施工进度、施工质量管理等工作,并

按时向省邮电管理局相关处室上报项目统

计资料、汇报施工进度.工程项目在州(地、

市)邮电局驻地之外的则委托当地县邮电局

履行监督管理责任.省邮电管理局财务处

根据项目施工进度安排拨款,由邮政、电信、

基建等相关处室派员检查施工进度和施工

质量.

各建设单位的通信工程项目必须由邮

电设计单位承担设计任务.邮电设计单位

按邮电部颁发的通信专业设计规范进行勘

察设计,并编制工程概、预算文件.土建工

程项目由当地土建设计单位按省内土建规

定和要求进行设计.土建工程、通信工程设

计的协调问题,由建设单位召集双方协商

解决.

通信工程施工必须由具有相当资质的

专业施工单位承担,并依据设计文件,按照

邮电部颁发的通信工程验收规范施工.土

建工程施工则按省内土建工程验收规范

进行.

项目竣工后,由省邮电管理局基建处组

织财务处、邮政处、电信处、审计处等有关人

员,会同项目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当地建

设管理部门、银行等相关部门按邮电部颁发

的«邮电通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办法»和«通

信建设工程验收规范»进行通信建设工程项

目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为工程竣工.

三、竣工管理

项目竣工形成的设备、线路、房屋等资

产由建设单位维护管理,按规定进行固定资

产登记、计提折旧、建立固定资产卡片等,并

报省邮电管理局财务处备案.项目形成的

计划文件、设计图纸、施工进度报表、质量检

查记录、工程验收文件等相关材料进行整

理、汇总后,由建设单位按性质分类、归档,

并报省邮电管理局相关处室备案.

四、设计、验收规范

为加强通信建设管理,提高设计、施工

质量,邮电部基本建设局从１９７０年开始编

制、印发了通信工程设计、通信工程验收规

范,并要求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严格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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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邮电经营业务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不断涌现,省邮电管理局逐年加大投资,更新设

备,全面提升通信能力,开拓多种业务,以满足政府、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通信需求.１４
年来,全省邮电企业主要经营电报业务(公众电报、传真电报、用户电报),电话业务(市内电

话、长途电话、会议电话、农村电话、公用电话),无线寻呼业务(模拟寻呼、数字寻呼),移动电

话业务(模拟移动、数字移动),数据业务(数据电路、分组交换、计算机网络)等五大类业务服务.

第一节　电报业务

　　一、电报业务种类及资费

全省各邮电局、所办理公众电报、传真

电报、用户电报３种业务.公众电报即普通

电报是邮电部门的传统业务,１９６４年１２月

１２日,开办传真电报业务,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
日,开办用户电报业务.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邮电部电信总局颁

发«国内公众电报业务规程»对国内公众电

报业务进行全面规范.１９９０年,西宁市电

信局１２８路自动转报系统投入运行,结束了

人工转报的历史.１９９１年９月５日,西宁

市电信局开办“１１８”用户电报过网业务.

１９９３年,西宁市电信局安装使用４０线用户

电报交换机,并开通了西宁至海东、海西２３
路时分复用设备,全省各州(地、市)、县邮电

局淘汰５５型电报机新增电子电传机,通信

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１９９３年９月,全

省县以上城镇邮电局、所开通礼仪电报业

务,根据用户不同需求,分为庆贺电报、请柬

电报、慰问电报、吊唁电报和鲜花礼仪电报.

(一)公众电报资费

公众电报资费见下表.

公众电报资费
表３Ｇ１Ｇ１

资费种类 计费标准 资费(元)

天气、水情、公益电报 每字 ００７

特种、军政、公务、普通及银行系统汇款电报 每字 ００７

新闻电报 每字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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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费种类 计费标准 资费(元)

邮局办理电报汇总业务所发汇款电报 每份 １

去报译电按计费字数计算 每字 ０００５

补送来报报底 每份 ０６

注销尚未发出的电报手续费 每份 ０１

抄录去报报底
１００字以内 ０３

超过１００字 ０６

查阅去报报底或来报回单 每份 ０１

供给去报报底由用户来局拍照 每份 ０１

发报人因遗失电报收据要求补出证明 每份 ０１

零售空白发电纸 每张 ００１

注:１．天气、水情、公益电报按实有计费字数计费.
２．特种、军政、公务、普通及银行系统汇款和新闻电报计费以１０个字起算,不足１０个字按１０个字计算.
３．特急、加急的电报每字按原价目加倍计算.
４．汇兑业务所发的汇款电报的附言部分另外计字计费,以２０个字为限.
５．需分送的电报每增加一个收报名址,按原电报费(包括特急、加急)加收三分之一.
备注:电报挂号中途停用,挂号费不退.

　　(二)电报挂号资费

电报挂号资费如下:电报挂号年度资费

３０元,季度资费１０元;更改名址费每次３

元;电报挂号中途停用,挂号费不退.

(三)用户电报资费

用户电报资费(５０波特)见下表.

用户电报资费表
表３Ｇ１Ｇ２

资费种类(每分钟) 资费(元)

国内各城市间用户电报通报费 １

同一城市的用户电报通报费 ０５

资费种类(每分钟) 资费(元)

加收公众用户电报台设备使用费 ０４

公众用户电报代作孔费 ０３２

注:１．人工或半自动交换接续的用户电报通报费的计费时间以３分钟起算,超过３分钟的按实际通报分钟计算,尾数不满

１分钟的,按１分钟计算.自动交换接续的用户电报通报费,按实际通报分钟计算,尾数不满１分钟的,按１分钟计算.
２．用户挂错号码,如已与该用户做报,则按做报的时间收费,如尚未做报,人工或半自动的,收取１分钟通报费;自动交

换的,６秒钟内拆线的不收费,超过６秒钟的,收取１分钟的通报费.
３．用户电报电路接通后,无法找到主叫用户的,收取１分钟的通报费.

　　(四)用户传真资费

用户传真资费如下:开户,每次１５元;

用户传真使用费每月１３０元;申请国际国内

有权用户每月１０元.

(五)各类传真资费

其他种类传真资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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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传真资费表
表３Ｇ１Ｇ３

资费种类 计费标准 资费(元)

相片传真

甲种２５１~３５０cm２ １２

乙种１５１~２５０cm２ ８

丙种１５０cm２ 及以下 ４

三类机真迹传真 １６开纸每页 ８

资费种类 计费标准 资费(元)

文件传真 每页不超过１６cm×２２cm ５

报纸传真
每版５５cm×３９cm ４０

更正通知单每份每地 １

传真附加费 不论是否需要对方回电每份 １

注:１．相片传真长度和宽度尾数不足１cm的,作１cm计算收费.
２．文件传真不满１页的,按１页计算收费.
３．报纸传真,报纸样版已传送,由于报社原因要求重发的,照收费用.

　　上述资费是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日起,经国务

院批准,全国邮电企业统一执行的电报业务资

费标准.包含电报资费、用户电报资费、电报

挂号资费、各类传真资费、用户传真资费５种.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０日,省邮电管理局执行

国家物价局、邮电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国

内公众电报资费的通知»,国内公众电报业务

收费标准调整如下:天气、水情、公益、政务、

普通、银行汇款电报,每字０１３元,每份电报

不足１０字均按１０字计算;新闻电报每字

００５元,每份电报不足１０字均按１０字计算;

邮局汇款电报每份２元;电报挂号登记使用

费:１年６０元,３个月２０元,更改名址手续费

５元;用户电报收费:基本费每月６０元,城间

５０波特每分钟１元;同城５０波特每分钟

０５０元;传真电报资费基本不变.

二、电报业务量

１９８７—１９９８年,青海省拍发电报业务

量见下表.

青海省拍发电报业务量
表３Ｇ１Ｇ４

年份 拍发电报数(万份) 收入(万元)

１９８７ １６６５ ３０６６

１９８８ １８７８ ３７９１

１９８９ — —

１９９０ １７９７ ３８３６

１９９１ １７５２ ３７７２

１９９２ １８４４ ４１９

年份 拍发电报数(万份) 收入(万元)

１９９３ １７６ —

１９９４ １４８５ —

１９９５ １２８５ —

１９９６ １１２ —

１９９７ ９１３ —

１９９８ ６２ —

说明:１９８９年数据缺失,１９９３年后电报收入未单独统计.

　　１９９７年后,随着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

户的迅速增长、无线寻呼业务的使用及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电报业务量逐年锐减.

第二节　电话业务

　　电信部门向社会提供的电话业务有长 途电话业务、会议电话业务、市内电话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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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话业务及公用电话业务.

一、长途电话

长途电话是指发话方与收话方在不同

的市话营业区间实现的通话,执行长途电话

通话收费标准的电话业务.１９８５年４月１
日,邮电部电信总局颁发的«国内公众长途

电话业务»规定国内公众长途电话分人工或

半自动、全自动及会议电话３种.

人工长途电话是“１１３”长途台话务员,

根据发话方登记的收话人姓名、地址等信

息,由话务员多次转接通知收话人到邮电

局、所,双方完成通话的业务.

长途自动电话是由发话方直接拨打对方

的电话,完成双方通话的业务.１９８５年,全

省长途电话去话１６８３万张、来话１４５９万

张、转话３３６万张,合计３４７８万张.１９８７
年５月２０日,西宁市电信局开通至全国各大

城市和本省格尔木、大通、海西、海东、海南黄

南等地“１７３”特快长途电话.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
日,西宁市开通国际、港澳直拨电话(IDD)新

业务.１２月２０日,开通“１７４”查号业务.

青海省长途电话资费见下表.

长途电话资费
表３Ｇ２Ｇ１

资费种类
计费标准

级数 空间距离 通话时长 资费(元)

长途电话分级价目

１级 ２５公里以内 １分钟 ０１

２级 超过２５公里至５０公里 １分钟 ０２

３级 超过５０公里至１００公里 １分钟 ０３

４级 超过１００公里至１５０公里 １分钟 ０４

５级 超过１５０公里至２００公里 １分钟 ０５

６级 超过２００公里至４００公里 １分钟 ０６

７级 超过４００公里至６００公里 １分钟 ０７

８级 超过６００公里至８００公里 １分钟 ０８

９级 超过８００公里至１０００公里 １分钟 ０９

１０级 超过１０００公里至１５００公里 １分钟 １

１１级 超过１５００公里至２０００公里 １分钟 １１

１２级 超过２０００公里 １分钟 １２

长途电话销号 — 每张 ０１

遗失收据补出证明 — 每张 ０１

注:１．长途电话分人工电话、半自动电话、自动电话３种,其收费标准分别如下:
(１)长途人工和长途半自动电话基本收费时间为３分钟,不满３分钟的按３分钟计算,不满１分钟的,按１分钟计算;
(２)长途自动电话基本收费时间为１分钟,不满１分钟的按１分钟计算,超过１分钟,按实际通话分钟数计算.
２．加急长途电话按照基本价目加倍计算收费.
３．叫人和传呼长途电话除按照原挂的种类和等级计费外,另加收１分钟基本价目的附加费.
４．特种电话、紧急调度电话、预约电话按照加急电话价目计算收费.
５．周一至周六每日２１时至次日７时及假日通话,按规定价目减半计费.
此标准是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开始执行的,长途电话每分钟通话资费以发话点为圆心,收话点为半径计算空间距离,共１２
级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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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６年,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全省相继对农村通信设备进行了改造,农话

交换机普遍采用了数字程控设备,使用长途

直拨的用户越来越多,省邮电管理局经省政

府批准,按长话通话费数额加收１０％的市、

农话联网费.

１９８６年,全省长途电话业务收入５８０２
万元.

１９９３年,全省长途电信业务收入４３４４１４
万元.

１９９９年,国内长途电话３３７０２６万次,

港澳台电话１６６２８次,国际电话３９４４５次.

全省长途业务总量１６３００２４万元,国内长

途电话收入１４０８１４万元.

二、会议电话

电话会议主办方需提前向邮电局提出

电话会议申请,指定会议通达地点、会议预

定时间及会议简要内容,由邮电局安排会议

信号传输设备、准备电话会议室,在预定时

间准时召开电话会议.

(一)会议电话资费一(１９８６年)

１９８６年,会议电话资费见下表.

１９８６年会议电话资费
表３Ｇ２Ｇ２

通信费
按照每一受话地点的基本价目及通话时间的分段计费标准收费,基本收费时间为３０分钟,通话不满

３０分钟的按３０分钟计算,超过３０分钟的按实际通话时间计算

通话预先费 分别受话地点,按照预告内容字数,每１０个字按１分钟基本价目计算收费

销号手续费 分别受话地点,比照长途电话销号手续费收费

注:１．会议电话只有预定时间,没有预告内容的,不收预告费.
２．会议电话销号如预告内容已通报,收预告费不收销号手续费.

　　(二)会议电话资费二(１９９９年) １９９９年,会议电话资费标准见下表.

１９９９年会议电话资费
表３Ｇ２Ｇ３

参加方数 基本会议接入费
３０分钟以上会议费用

每分钟(元)

１０及１０以下 ４０元 １

１１~３０ ８０元 ２

３１~６０ １８０元 ５

参加方数 基本会议接入费
３０分钟以上会议费用

每分钟(元)

６１~９０ ３００元 ８

９１~１２０ ４００元 １０

１２０以上 ５００元 １０

　　会议电话在７时至１９时按规定收取,

１９时至７时按半价收取.

增加电视会议的收费,基本收费时间为

３０分钟,省际每点收取５００元,省内每点收

取４００元.超出３０分钟后,省际每分钟每

点１０元,省内每分钟每点８元.对党政机

关、国务院各部委给以适当优惠.

增加交互式会议电话的收费,会议接入

费向用户收取.基本收费时间为３０分钟,

超出部分按分钟收费.按参加会议用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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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议时间长短分６级.

１９９９年,电话会议业务量６５次.

三、市内电话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邮电部颁发«市内电

话业务规程».１９９６年１月,邮电部颁发新

修订的«市内电话业务规程»,规定市内电话

业务种类:普通电话(正机)、电话辅机及附

件、无绳电话、用户交换机、集团电话、分机、

中继线、专线、临时电话专线、公用电话、用

户终端设备(指在用户普通电话线路上加装

的三类传真机、数据终端设备)、租杆挂线、

代维设备、程控电话服务项目、电话查号、移

机、改名、过户、代办工程、选号.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９日,西宁市电信局开办

固定电话来电显示业务.

(一)市内电话资费

市内电话资费自１９８０年８月１日起执

行,其标准见下表.

１９８０年市内电话资费
表３Ｇ２Ｇ４

计费方式 住宅用户月租费(元) 住宅以外用户月租费(元)

包月制资费

１０００门以上 １２ ２０

２０００门以上 １１ １８

５００门以上 ８ １３

２００门以上 ５ ８

计费方式
基本次
(元)

月租费
(元)

超次费
(元)

基本次
(元)

月租费
(元)

超次费
(元)

计次制资费
１００００门以上 ６０ １０ ００４ １００ １６ 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门以下 ６０ ８ ００４ １００ １３ ００４

程控复式计次 ０ ７６ ００４ ０ １２ ００４

说明:表中门指当地市话交换机容量.

　　各州(地、市)、县邮电局划定市话营业

区界限,区内用户通话按正常收费,区外用

户加收区外电话费.２个区外用户收取区

间通话费.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日,省邮电管理局执行

国家计委、邮电部对邮电资费的调整规定,

市内电话费由每３分钟０１元,调整到０１２
元,允许上下浮动２０％.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日,省邮电管理局根据

信息产业部«关于调整邮政电信资费的通

知»要求,降低互联网、国内出租电路、国际

及港澳台电话资费,规范本地网营业区内电

话 资 费 和 附 加 费.按 省 政 府 青 政 办 函

〔１９９９〕６号文批复,降低固定电话初装费和

移动电话入网费,西宁市电信局实现月租费

分档收费,甲种用户每月１３６元,乙种用户

每月２１元;中继线６３元.

(二)市内电话其他费用

市内电话其他费用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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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电话其他费用
表３Ｇ２Ｇ５

类别 资费(元) 类别 资费(元)

改名、过户手续费 每号:３

注销手续费 每件:３

换机手续费 每部:３

列名费 每户每月:３

加装长途自动直拨费用
开户费:每号１５
使用费:每号每月１０

加装数据终端机、
三类传真机使用费

每月每部:１３０

选号费 每号:１０

租杆挂线费 每杆每月:０２０

管道租费
每公里每月３５元,
不足１公里按１公里计收

线路代维费
铜线 每对公里每月１９(元)

铁线 每对公里每月１６(元)

用户自
备交换
机每月
代维费

门数 自动式 共电式 磁石式

２０ １０ ８ ７

５０ ２５ ２０ １７５

１０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１５０ ６７ ５２５ ４５

２００ ９０ ７０ ６０

２５０ １０７５ ８２５ ７０

３００ １２９ ９９ ８４

３５０ １４３５ １０８５ ９１

４００ １６４ １２４ １０４

４５０ １８０ １３５ １１２５

５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２５５

分机每具 ０４ ０３５ ０４５

　　 (三)程控电话新服务项目暂行收费

标准

程控电话新服务项目的暂行收费标准

见下表.

程控电话新服务项目的暂行收费标准
表３Ｇ２Ｇ６ 单位:元

服务项目 开户费 每月使用费

呼出限制 １０ ６

热线 １０ ３

转移呼叫 １０ ３

遇忙记存呼叫 １０ ３

遇忙回叫 １０ ３

缩位 １０ ２

服务项目 开户费 每月使用费

三方通话 １０ ２

闹钟服务 １０ ２

追查主叫 １０ ２

呼叫等待 １０ ２

免打扰服务 １０ ２

缺席用户 １０ ２

　　(四)市话初装费

市内电话初次安装缴纳市话号码占用、

线路使用等费用成为市话初装费.

１９８０年,省物价局批复,全省市话初装

费企业单位收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行政事业单

位收１０００元.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日,省物价局批复,青

海省邮电管理局各州(地、市)、县邮电局执

行的市内电话初装费标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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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市话初装费标准
表３Ｇ２Ｇ７ 单位:元

地区 西宁市 州、地所在地 县城

项目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一类

普通电话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 ７５０ ３７５ ２００ ５００

过户电话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５ ７５ ７５ ７５

线路建设费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工料费 按实需工料收取

　　１９９２年,全省市内电话初装费:一级地

区单位用户每部４０００元、住宅用户３０００
元;二级地区单位用户每部３０００元、住宅用

户２０００元;三级地区单位用户每部２０００
元、住宅用户１０００元.

１９９６年,省物价局和省邮电管理局联

合发文,下调市内电话初装费标准,在１９９２
年基础上下调２０％.

１９９８年３月,省物价局批复省邮电管

理局«关于下调市内电话初装费的请示»,取

消用户分类,执行一个收费标准:一级地区

(西宁、大通、格尔木)每部１２００元,二级地

区(海东、海南、海西、海北、黄南、果洛、玉树

州所在地及海东各县)每部８００元,三级地

区(海南、海西、海北、黄南、果洛、玉树所属

县)每部５００元.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根据省物价局«关于

降低固定电话装机费和整顿部分电话资费

标准的通知»,全省市内电话初装费和电话

资费再次调整.西宁地区(不含大通县)、格

尔木市市内电话装机费每部９６２元,各州

(地、市)县市话装机费每部７６２元;对装电

话时需立杆３根以上或需架设电缆、皮线在

３０１米以上的用户,按实际消耗的工料费收

取,并收手续费１２元;电话移机工料费每部

１５０元,手续费１２元.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全省市内电话业务收

入、电话用户数见下表.

青海省市话业务收入与市话用户数
表３Ｇ２Ｇ８

年份 收入(万元) 用户数(部)

１９８６ ４７８ １５６６０

１９８７ ５４４．９ １８５７６

１９８８ ６７７．９ ２０４４９

１９８９ — —

１９９０ ９４８．２ ２３３１５

１９９１ １３３１．１ ２４３３２

１９９２ １６４７ ３２９２３

年份 收入(万元) 用户数(部)

１９９３ ２１７２．９ ４１３１３

１９９４ ２９５２ ５３８７２

１９９５ １１００５ ９１２４５

１９９６ ９６２２．４ １３４２７３

１９９７ １４９４９．４ １７０９９８

１９９８ — ２１２８５０

１９９９ ２２６２２．３ ２７５５０４

注:１９８９年数据缺失,１９９８年因邮电分营,无市话收入统计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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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农村电话

全省农村电话多年来实行服务基层、

“以话养话”原则,邮电企业多年亏损,仍坚

持服务.省政府从１９８５年开始每年向邮电

企业补贴农话费用１１０万元,１９９５年,省农

村电话局撤销,农村电话归入中央企业.农

村电话资费见下表.该标准自１９８０年１２
月１日起执行.

农村电话资费标准
表３Ｇ２Ｇ９ 单位:元

通信设备代维费

预告费 — 每一用户 ０２

销号费 — 每一用户 ０１

线路 — — —

交换机(磁石、共电)
５０门以下 每台每月 １５

５０门以上 每台每月 ２５

载波机
单路 每端每月 １２０

三路 每端每月 ５００

租杆挂线费 — 每月每线对公里 ２

租用线路
临时租用 — 每天每条 按３００分钟话费计收

整月租用 — 每月每条 按９０００分钟话费计收

经由农话线路转接的长话,收取农话计时通话费 每分钟 ０１ —

租线开载波机 单路 — 每月每套 按３００分钟话费计收

装机费 不分正机、副机、同线电话、合用电话 每部 １５

拆修机费 需要收取工料费、住宿费、交通运输费 — —

换机(单机)、更名、过户手续费 每部每次 １

　　１９８８年８月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财

政厅、省物价局、省邮电管理局联合发布«关

于调整农村电话资费的联合通知»,规定全

省执行“区内固定月租费加区间通话费和计

时通话费”２种计费办法和计费标准.这次

农话资费调整包括月租费、通话费等１０类

４９种,玉树、果洛地区暂不调整.

五、公用电话

公用电话是指当地邮电局设置在城市

街道、公共场所、居民住宅区以及农村、乡

镇、公路沿线等地供用户使用的电话.分有

人值守公用电话、投币式公用电话和卡式

(磁卡或IC卡)电话.

１９８６年初,全省１３个州(地、市)、县邮

电局装有公用电话１２５部(其中:西宁１０２
部、德令哈８部、大通３部、共和２部、门源２
部,民和、贵德、贵南、同德、兴海、都兰、乌

兰、天峻各 １ 部).１９８７ 年公用电话 １２３
部,１９８８年公用电话１５９部,１９８９年公用电

话１９９部,１９９０年公用电话２３６部,１９９１年

公用电话２５２部,１９９２年公用电话２７１部,

１９９３年公用电话３８６部,１９９４年公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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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４部,１９９５年公用电话１５２３部,１９９６年

公用电话２４０１部,１９９７年公用电话４８８４
部,１９９８年公用电话５９２５部.

１９９９年,公用电话８１８４部,其中有人

值守公用电话６２３９部、磁卡电话４１部、IC
卡电话１９０４部,农村公用电话１１３部.

(一)有人值守公用电话

有人值守公用电话可办理市内通话、本

地网间通话、国内国际长途电话、来话传呼

等,按规定收取通话费,代办手续费和来话

传呼代办费,对拨打“２００、３００、１０８、８００”等

业务的用户,按规定收取代办手续费,但不

收取通话费.

(二)投币式电话和卡式电话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８日,西宁市电信局开通

磁卡电话业务.１９９４年,海西州邮电局(德

令哈)有投币式公用电话２部.１９９５年９
月８日,西宁市电信局开办“２００”卡业务.

１．磁卡电话

１９９３年底,西宁市电信局开办磁卡电

话业务.１９９４年,西宁市磁卡公用电话１４
部;１９９５年,西宁市磁卡公用电话１８部;

１９９６年,西宁市磁卡公用电话２１部;１９９７

年,西宁市磁卡公用电话３６部;１９９８年,全

省共有磁卡公用电话机５０部(西宁４５部,

格尔木５部);１９９９年,全省磁卡公用电话

只有４１部;２００２年,磁卡电话停止使用.

卡式公用电话只向用户收取通话费,卡式公

用电话最小计费单元为０１０元,若计费尾

数不足０１０元,则按四舍五入法计费.

２．IC卡电话

１９９８年,西宁和海北开通IC 卡电话,

至年底,全省共有IC卡公用电话机３００部

(西宁２８９部,海北１１部).１９９９年底,全

省IC卡公用电话１９０４部.

省邮电管理局规定IC卡公用电话收费

标准:IC卡拨打市内电话,通话费按每３分

钟(不足３分钟按３分钟计算)收费０４０
元;拨打本地网营业区间通信费每分钟收取

０５０元,另加收通信建设附加费;拨打国

内、国际长途电话,收费标准执行国家现行

规定,另加收通信建设附加费.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国邮电电信总

局首次以“青海风光”为题材的IC卡电话卡

首发式在西宁举行,并向全国发行.

第三节　邮电无线寻呼业务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西 宁 市 电 信 局 开 通

“１２６”无线寻呼业务.１９９３年２月,西宁市

电信局开通数汉兼容无线寻呼系统.１９９５
年９月,西宁“１２６”寻呼台开播天气预报、节

日祝贺等服务项目.

１９９０年无线寻呼用户５２户,１９９１年

２９６户,１９９２年１０６９户,１９９３年３６７１户,

１９９４年７４１２户,１９９５年１３２４９户,１９９６年

２４２２９户,１９９７年４１４２７户,１９９８年５８１０１
户,１９９９年７６０５５户.无线寻呼资费:售机

费每部６００~７００元,服务费每月２０~２５
元,入网费(一次性)３０~１００元.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省邮电管理局下发

«青海省无线寻呼服务收费和改频入网管理

办法»规定.缴纳改频费,数字机每部４０
元、汉字机每部６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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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移动电话业务

　　１９９４年３月３０日,西宁市(含大通县)

２个基站、４８个信道、１２００多部９００兆容量

的蜂窝式模拟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建

成开通.当年发展用户１０６１户.１９９６年１
月１０日,平安、乐都、民和及格尔木市先后

开通９００兆蜂窝式移动电话,年底,全省模

拟移动电话４４０６部.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９日,西宁、大通、平安、

乐都、民和、互助、共和、循化、湟源、德令哈、

格尔木、门源、玛沁、西海镇等１４个市、县、

镇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

一、移动电话资费

移动电话资费见下表.

青海省移动电话资费
表３Ｇ４Ｇ１

编号 项目 收费标准(元) 说明

开户费 每号每月 ２００ 包括受理、编号、咨询

通话费

月基本通讯费 １５０ —

区内通话费 ０．５ —

长途通话费 — —

直拨有权用户登记费 — 按规定

拨打国内长途电话 — 加收国内长途通话费

拨打国际长途电话 — 加收国际电话长途通话费

其他服务费

更改电话号码 ４０ —

选用特殊号码 — 用户与相关局协商

更改用户名称 ４０ 不能转让、过户

系统服务使用登记

呼叫转移 １０ —

三方通话 １０ —

遇忙回叫 １０ —

呼叫等待 １０ —

无人接话、自动转移 １０ —

免打扰 １０ —

追查恶意呼叫 １０ —

手续费 代维手续费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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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４年,模拟移动电话入网费为每部

１５００元.

１９９７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下调数字移动

电话入网费,由每部５０００元下调为３０００元.

１９９８年４月,省物价局、省邮电管理局

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我省移动电话价格标

准的通知»规定,移动电话通话费和漫游费

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移动电话入网费由现

行每部３０００元,GSM 每部下调为１３００元、

TACS每 部 下 调 为 １５００ 元;SIM 卡 每 张

１００元.１１月,省物价局、省邮电管理局联

合发文调整全省移动电话价格标准.通话

费和漫游费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入网费西

宁市、格尔木市、大通县每部８００元,各州

(地)、县每部５００元.

１９９９年５月,西宁市电信局开通西宁

本地网模拟移动电话“大众通”业务,入网费

每部３００元,基本月租费３０元/月,主、被叫

０２０元/分钟(双向收费).

二、移动电话用户数量

１９９４年,模拟移动电话用户１０６１户;

１９９５年,模拟移动电话用户２５６１户;１９９６
年,模拟移动电话用户６４７１户;１９９７年,移

动电话业务总量４５１４６５万元,用户１４１０８
户,其中数字移动电话用户４１７８户、模拟移

动电话用户９９３０户.１９９８年,移动电话业

务总量１１２８３７１万元,用户３５２８８户,其中

数字移动电话用户２５８８２户、模拟移动电话

用户９４０６户.１９９９年,省移动通信公司业

务总量２４８０９４万元,业务收入１１２２０万

元,移动电话用户８４６２６户;６月３０日,联

通青海分公司 GSM 移动电话建成开通,年

底业 务 收 入 ３８１９ 万 元,移 动 电 话 用 户

５２３６户.

第五节　数据业务

　　为满足社会各界对数据通信的需求,在

邮电部统一部署和支持下,全省数据通信紧

跟全国数据通信网建设步伐与规模逐步发

展起来.

一、分组交换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日,西宁市电信局公用

分组交换网正式开通运行,分组交换用户

３５户.１９９４年,分组交换网完成一期扩容.

１９９５年,完成DPNＧ１００分组交换应急扩容.

１９９７年,数据通信网覆盖全省州(地、市)及

部分县邮电局.１９９７ 年,用户为 ６９１ 户.

西宁市金融、税务、商检、经贸、政府等众多

企事业单位实现了计算机联网.１９９９年,

省内公用分组交换网完成二期扩容.

二、互联网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全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

“１６３”在西宁开通.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西 宁 市 电 信 局 开 通

“１６９”多媒体业务.

１９９９年 ５ 月,省 邮 电 管 理 局 运 营 字

〔１９９９〕１０６号«关于加强公众多媒体业务的

通知»规定,自５月１５日至年底实行优惠.

１．“１６９”国内用户

开户费５０元、网络服务费４０元;因特

网用户,开户费１００元、网络服务费１００元.

２．为指定主叫号用户按访问时长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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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国内用户,开户费５０元,服务费

每小时１元;因特网用户,开户费１００元,服

务费每小时４元.

１９９９年９月,再次实行优惠:１９９９年

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０年３月３１日期间,登记

“１６３”“１６９”不收开户费;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

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使用“１６９”用

户,１~１５小时,按现行话费收取,１５~８０小

时间费用减半,８０小时以上照原价收费.

第六节　出租、代维业务

　　一、线路、电路出租

(一)线路出租

线路出租业务是单位用户租用通信线

路、交换中继线,用于自建交换机以实现各

种通信传输功能的业务.出租、承租双方签

订协议或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铁线每线对公里２２元,租杆挂线每回线

每杆公里４元;租杆挂线代维费铜线、胶皮线

每对公里２６元,租杆挂线资费铁线每对公里

２２元:对称电缆(管道、直埋)每月每４芯组每

公里３０元;光缆加挂资费同缆加芯每对每公

里每月５０元,同沟光缆每皮长公里每月１５０
元,架空光缆每皮长公里每月２００元.

本地网营业区内每条每月２００元,本地网

营业区间每条每月１６００元,省内每条每月

２２５０元,省际８００公里以内每条每月２８００元,

省际８００公里以上每条每月３１５０元.

(二)电路出租

电路出租业务,是单位用户租用通信电

路,用于自建交换机实现通信传输功能的业

务.出租、承租双方签订协议或合同,以明

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其资费见下表.

电路出租费用标准
表３Ｇ６Ｇ１ 单位:元

速率 本地网区内 本地网区间 省内
省际８００
公里以内

省际８００
公里以上

９６K １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２５０ ２８００ ３１５０

１９K １３３０ ２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３３６０ ３７８０

６４K １６８０ ２５２０ ３６４０ ４５３０ ５３５０

１２８K ２５４０ ３２４０ ５３５０ ６４８０ ７６１０

２５６K ３２９０ ４９４０ ７６３０ １０７１０ １１８６０

３８４K ４５２０ ６４３０ ９９４０ １３９２０ １６３１０

５１２K ５９００ ７８２０ １１４８０ １７０１０ １９８４０

７６８K ７９００ １００６０ １４９２０ ２２５６０ ２６１９０

１M ９３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７５７０ ２６９００ ３４７１０

２M １４３６０ １８９００ ２７９６０ ４２５９０ 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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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数据网(DDN)出租

邮电部门为用户通过 DDN 专线上网,
接入中国宽带互联网(CHINANET)的专线

接入业务.其资费见下表.

数据业务出租费用标准
表３Ｇ６Ｇ２ 单位:元

速率 本地网区内 本地网区间 省内
省际８００
公里以内

省际８００
公里以上

２M ５８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１８０ ２５３４０ ３１７１０

８M ２０９２０ ３６０００ ５１０５０ ９１２２０ １１４１６０

３４M ７５３１０ １２９６００ １８３７８０ ３２８３９０ ４１０９８０

１５５M ２７１１２０ ４６６５６０ ６６１６１０ １１８２２００ １４７９５３０

　　三、代维业务

邮电代维业务是用户自建的各类通信

终端(传真机、会议电视终端、用户光端机、

微波设备、寻呼发射机等)、各种传输设备

(光缆、电缆、用户线、明线等,及光传输终端

设备、光中继设备、卫星、微波数字复用设

备、数字交叉连接设备以及相应的网管配套

设备等)以及交换设备等委托当地邮电局维

护,双方签订代维协议或合同,以明确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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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邮电维护管理

邮电通信具有全程全网,全国一盘棋性质.通信线路、设备的维护管理采取集中统一

领导和分级负责原则.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各电信部门均按照邮电部电信总局制定的«维护

规程»进行通信线路、设备和电路的维护管理.提高维护质量,遵守维护规程和各项维护技

术指标,达到较高水平.

第一节　通信网维护

　　全省通信网络、设备维护管理为两级管

理.省邮电管理局电信处承担全省通信线

路、电路和设备维护工作的全面管理责任;

１９８７年之前,省长途线务总站负责全省长途

明线线路日常维护和全面管理,省微波总站

负责全省微波通信设备、电路的日常维护和

全面管理.１９８７年线务、微波两站合并组建

为省电信传输局后,明线线路、光缆线路、微

波通信维护管理均由省电信传输局承担;西

宁市电信局和各州(地、市)邮电局负责本局

通信机房内长途传输设备、长途交换设备、市

内电话交换设备和市内电话线路、电报设备、

数据设备、通信电源等的日常维护管理.

根据邮电部及省邮电管理局规定,西宁

市电信局作为省会局对全省通信电路、设备

维护负有业务领导、指导责任.

一、长途明线、光缆维护

１９８７年,省电信传输局负责全省长途

通信明线线路、长途通信光缆、微波通信设

备和电路的维护管理.

各州(地、市)线务站、线务段的线务员

对长途通信线路和光缆的日常维护坚持“预

防为主、防抢结合”的方针.通过巡回检查,

排除影响线路的各种不安全因素,保证畅通

无阻.明线线路发生障碍时,两端机务站负

责测试线路障碍点,并向抢修人员报告,以

尽快抢通线路,缩短障碍时间;光缆发生障

碍时,由省电信传输局派测试光缆数据、判

断障碍发生地点,并组织及时抢修.

省电信传输局维护管理制度:维护人员

岗位职责、值班人员岗位职责;线务站、线务

段、线务员责任段落划分;月线路巡回检查

和检修计划;线务员工作日志;障碍抢修进

度记录和障碍原因分析、障碍抢修过程分析

报告等.

省电信传输局制定对各线务站、段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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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考核检查办法,对各站、段维护线务员

出勤情况、作业计划执行情况、维护费用定

额使用情况、交通安全和生产安全等进行综

合考评,作为各线务站、线务段工作年度考

核指标的计算依据.每月对各线务站的工

作计划执行情况、维护人员出勤情况及当月

发生障碍情况进行考核,作为发放当月奖金

或绩效工资的依据.

此外,省电信传输局每年组织联合检查

组,检查、考核维护线务员年度工作质量,考

核评分与个人全年绩效工资挂钩.

按邮电部电信总局安排,青海、甘肃、陕

西、宁夏、新疆五省(区)电信传输局组成西

北片区,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对长途线路、

长途光缆的维护工作进行现场观摩、经验交

流和评比,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维护水平.

二、微波维护

微波设备和电路的维护管理,采取统一

领导和分级负责的原则.全程全网电路坚

持上一环节为下一环节服务的原则,各级中

心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设备和电路维护

责任到人,主要技术指标和电气性能符合技

术标准和有关规定,技术资料齐全、完整、图

纸与实物相符,保证设备和电路质量良好,

通信畅通.

各微波站对微波电路和设备维护坚持

“预检预修、防抢结合”的维护原则,通过定

期测试,发现问题苗头,预先处理,防止障碍

的发生.一旦发生障碍,组织人员尽快修复

设备和调通电路.

微波设备维护管理制度包括通则、岗位

责任制、包机包电路责任制、维修责任制、维

护作业计划、技术档案管理、仪表和工具管

理以及备品备件材料管理制度.

省电信传输局与西北五省(区)的兄弟

单位开展微波设备维护经验交流活动.参

加电信总局组织的大区间微波通信设备维

护检查评比活动.

三、州(地、市)邮电局维护

西宁市电信局、各州(地、市)邮电局是

当地通信电路、设备的维护管理责任单位,

负责管辖范围内的长途传输设备、长途交换

设备、市话交换设备、市话线路及非话设备、

通信电源的维护管理.

(一)西宁市电信局

西宁市电信局对各类通信设备的维护管

理由长途通信科、市话通信科、报务科负责.

长途通信科负责长途传输设备、长途交换设

备的维护管理和电路调度工作,市话通信科

负责市内电话交换设备、市话电话设备等管

理工作,市内电话线路维护则由市话工程队

负责,电报设备由报务科负责维护管理.

西宁市电信局作为省电信业务领导局

负责组织、指导各州(地、市)邮电局进行电

路调度、传输参数测试,安排全省各方向电

路的全程检修等事务和一条龙竞赛等工作.

(二)各州(地、市)邮电局

各州(地、市)邮电局承担本局的长途传

输、市话交换、电报通信电源及市话线路等

所有设备的维护管理工作.各邮电局通信

科负责组织维护班组机务员按照各专业维

护规程履行维护职责,定期测试各项指标,

保持各类设备的正常运行,各班组的测试、

运行报表由通信科归档备查.

各州(地、市)邮电局通信科要对所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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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局进行维护管理的组织与指导,负责全

局通信线路、电路及设备的测试、运行报表

汇总,并上报省邮电管理局电信处.

(三)县级邮电局

各县邮电局按州局通信科的安排,组织

本局长途传输、长途交换、市话交换、电报通

信电源及市话线路等所有设备的维护管理.

县邮电局电信业务指导员负责组织机务员

维护设备,保持设备的正常运行,定期测试

各项指标,上报测试、运行报表.

四、组巡调研

(一)电路组巡

按邮电部电信总局要求,省邮电管理局

电信处每２~３年组织一次省际一级干线组

巡工作.抽调维护机务员组成工作组到

“３１１”干线各机务站对载波设备传输指标进

行调测,解决基层机务站载波传输指标不达

标、影响传输质量问题.同时,承担由部队

管理的“３１０”干线各机务站组巡,以保证

“３１０”干线载波电路传输指标全程达标.

(二)问题调研

１．龙羊峡电厂３３０千伏高压输电线路

造成倒淌河至龙羊峡明线传输杂音问题

１９９０年初,龙羊峡发电厂三回路３３０千

伏高压输电线路竣工投产,倒淌河至龙羊峡

明线传输杂音严重.４月,省局电信处、海南

州邮电局、省电信传输局现场调研,经研判认

定系龙羊峡电厂３３０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相电

压不均衡,造成架空明线携带４０伏电压,产

生通信杂音.１９９６年,海南州邮电局建成光

缆环路,通信杂音问题得到解决.

２．海南至倒淌河、海南至兴海架空光缆

传输不畅问题

１９９６年８月底,省电信传输局海南线

务站反映新架设的２０芯西门子光缆传输经

常发生时断时续现象.省邮电管理局电信

处通知传输局派人员测试、监控两地光缆.

经反复测试研判认为:８月、９月间,倒淌河、

兴海两地架空光缆表皮日夜温差达５０~

６０℃,热胀冷缩使接头盒内光纤形成小圈,

影响信号传输.经处置后,虽略有好转,但

未能根治.２００１年７月,传输局将该段架

空光缆埋入地下,困扰海南线务站多年的维

护难题得以彻底解决.

第二节　维护改革

　　一、长途线路

１９８６年,全省长途明线线路和微波通

信设备分别由省长途线务总站、省微波总站

维护管理.１９８７年初,省邮电管理局将线

务、微波两总站合并成立省电信传输局后,

局内设长途线路科、微波通信科,分别承担

长途明线线路和微波通信设备、电路的维护

管理.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设西宁、海北、海

南、海西、黄南、玉树、果洛７个线务站.线

务站下设线务段,线务段下设线务员驻守巡

房.全省共有线务段２０个、线务员驻守巡

房９６处.

西宁线务站维护管理西宁、湟中、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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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大通、乐都、民和、化隆、循化及海北州

海晏、刚察通信线路,海北线务站维护管理门

源通信线路,其他各线务站维护各州范围内

的长途通信线路.１９８２年,海西线务站为解

决茶卡、德令哈、柴旦、冷湖、茫崖５个线务段

驻守线务员生活困难及子女入学问题,实行

以线务段为单位的集中维护.其余各线务站

根据需要和可能实行线务段集中维护与驻守

线务员分散维护相结合的维护方式.

线务员维护路段以驻守巡房左右２０~

３０公里为责任段落,为线务员配备摩托车

或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工作、生活条件十

分艰苦.

８０年代后期,随着中小型维护车辆的

不断增加,为改善驻守线务员的工作、生活

条件,陆续实行以线务段为单位承担２００~

４００公里线路的集中维护方式.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日,增设湟中线务段.５
月２１日,海北州线务站更名为门源线务段,

由西宁线务站管理.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为青南地区线路维护更

加方便、及时、有效,撤并、搬迁、新设了部分

线务站、段.撤销玉树线务站及多拉马康、

清水河、治多３个线务段,将维护线务员集

中到州府驻地结古镇,成立玉树线务一段、

二段,实行集中维护管理(仅保留治多、囊谦

２处驻守);花石峡线务段搬迁到玛多县更

名为玛多线务段,昌马河线务段搬迁到大武

镇更名为大武线务段.增设班玛线务段.

１９９３年,设立海东线务站承担平安、乐

都、民和、化隆、循化五县长途明线线路和光

缆的维护任务.海东线务站下设平安、化隆

２个线务段.黄南线务站更名为黄南线务

段,由海东线务站管理.

１９９８年１月,设立格尔木线务站,下辖

都兰线务段,格尔木一、二段线务段,茫崖线

务段,承担“兰西拉”“二出疆”长途光缆的维

护任务.

同年,陆续撤销海南线务站过马营、贵

南、同德、罗汉堂、龙羊峡、河卡、温泉维护驻

守点,维护线务员集中到贵德线务段和海南

线务站.撤销西宁线务站热水、大通、二十

里铺、田家寨、小峡维护驻守点,维护线务员

集中到海晏和西宁线务段.

１９９９年底,线务员全部集中到西宁、海

晏、门源、贵德、平安、化隆、同仁、共和、倒淌

河、玛多、德令哈、柴旦、格尔木、茶卡、茫崖、

大武、达日、班玛、玉树１９个州(地、市)县,

实行集中维护.冷湖、天峻、民和、互助、兴

海、久治、清水河、治多、杂多、囊谦等地仅保

留驻守点,以备不时之需.

１９９９年,全省设西宁、海东、海南、海

西、格尔木、果洛、玉树７个线务站.西宁线

务站设西宁、海晏、门源、贵德４个线务段和

多巴巡房点;海东线务站设平安、化隆、黄南

３个线务段和循化、民和、老鸦、互助驻守

点;海南线务站设恰卜恰、倒淌河２个线务

段和兴海驻守点;海西线务站设德令哈、柴

旦、茶卡３个线务段和冷湖、乌兰、天峻驻守

点;格尔木线务站设都兰线务段,格尔木线

务一段、二段和茫崖线务段;果洛线务站设

大武、达日、班玛３个线务段和久治驻守点;

玉树线务站设玛多、玉树２个线务段和清水

河、治多、杂多、囊谦驻守点.

线务站设站长１人、副站长１人,技术

员２~３人,材料员１人,会计１人;省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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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局以线务站为核算单位进行考核.线

务段设段长１人,维护线务员７~１０人(按

线务段维护段落长度核算,每２５~３０公里

配１人),配置维护车辆２辆.线务段段长

按每月巡回计划,安排维护线务员对线路路

由状况进行巡回检查,并进行预检、预修,以

减少发生障碍的概率;在发生障碍时,组织

人员进行现场抢修.

对维护人员实行补贴费包干办法.按

照邮电部电信总局«通信线路维护规程»规

定,将全省按气候状况、自然环境不同划分

为３个类别,西宁周边及东部农业区每年野

外维护天数为２３４天,海北、海南、黄南三地

为１８０天,海西、玉树、果洛三地为１５０天.

补贴标准,西宁周边及东部农业区０７０元/

天,海北、海南、黄南１１０元/天,海西、玉

树、果洛１３元/天.按天数和标准计算出

类别年补贴总额,再按地区类别分摊到每根

电线杆为００７元,每线对公里０１８~０２２
元,以每人维护工作量计算补贴费包干总

额,逐月预先按８０％发放,年终按年度综合

考核得分折算应得补贴数额.之后,对集中

维护、架空光缆、地下光缆的维护考核,均以

此为基础,予以补充、完善.该办法获省邮

电管理局１９８８年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项

目五等奖.

二、微波维护

(一)模拟微波

省微波总站设西宁微波站(２４０站)、民

和微波站(２４１站)、互助微波站(２４２站)、湟

中微波站(２４３站).西宁微波站位于西宁

市电信局主楼５层,设站长、副站长各１人,

微波和载波机务员２０余人.民和微波站位

于民和县南３０公里张家脑山顶,设站长１
人,管理员１人,微波机务员１５人.互助微

波站位于红崖子沟乡大庄村山顶,设站长１
人,微波机务员１０余人.湟中微波站位于

湟中县土门关乡上山庄山顶,海拔３００８米,

设站长１人,微波机务员１５人.１９９１年９
月,湟中微波站迁至西宁市凤凰山.

１９８７年７月１日之前,维护人员实行

驻站制,其后实行轮班制,每周轮换两次.

湟中、互助两站人员往返从西宁接送,民和

站从县城接送.

(二)数字微波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西宁至格尔木４８０路数

字微波开通后,对微波设备实行集中维护.

西宁、泮子山、湟源俄博三站由西宁微波站

(２４０站)维护;海南微波站承担日月山、瓦

里关、共和、英德尔、新哲、哇玉香卡等站的

维护任务;乌兰微波站承担六道班、乌兰、柴

凯三站的维护任务;德令哈微波站承担尕

海、德南、德令哈、２５道班、羊肠子沟等站的

维护任务;格尔木微波站承担锡铁山、钾矿、

格尔木等站维护任务.各站均为科级单位,

设站长１人,机务员１０余人.各站维护人

员还要定期对辖区内无人值守机务站进行

巡回维护.

１９９５年初,传输局成立省微波维护中

心,承担模拟、数字２种设备的技术支援和

例行检查工作.２月底,数字微波太阳能供

电系统厂家到西宁商定太阳能电池分组接

入方案.５月,各机务站完成太阳能接入与

调测.

１９９７年３月,省微波维护中心组织维

护人员紧固西宁至格尔木微波各机站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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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并涂保护漆.

三、邮电局维护

全省各级邮电局均遵照邮电部电信总

局«维护规程»规定,一人一岗、责任到人.

但青海点多量少、人员不足.１９８７年５月,

省邮电管理局召开维护工作专题会议,探讨

解决点多量少、人员不足,如何提高维护质

量问题,各州(地、市)邮电局介绍交流各自

做法及遇到的具体困难.按维护规程,值班

维护分长机、载波、市话交换、电力等４室,

载波、交换必须双人值守.按此定额标准,

需配备维护人员２０~２５人.当年,海南州

邮电局仅有１５名维护人员,值班补休问题

无法解决.经多次研究、反复探讨,将长机、

载波、市话交换、电力４个机房的告警信号灯

集中显示,实行四位一体综合值班制.１９８８
年３月,完成信号集中显示屏制作,投入试运

行.５月１日,海南州邮电局正式实施联合

值班制度.７月５日,省邮电管理局局长路

万福到海南州邮电局调研,对«四位一体联合

值班»给予高度评价.１９８９年４月,全省电

信维护工作会议认为«四位一体联合值班»利

于集中解决技术问题和设备改进、提高维护

质量、人员安排合理,为分散的看管式维护向

集中自动监测创造条件.５月２日,省邮电

管理局向全省州(地、市)邮电局印发«“四位

一体联合值班”的若干规定».

四、网络管理

１９８９年以前,全省传输和交换设备均

由各州(地、市)邮电局维护管理,各邮电局

按照«维护规程»和省邮电管理局下达的质

量指标体系履行维护管理职责.为实现全

省集中统一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建立信息

化管理极为必要.

(一)长途传输监管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西宁市电信局安装邮电

部开发的长途传输网管系统一期应用软件,

１９９４年５月升级为功能更为强劲的二期网

管软件.１９９６年,随着各州(地、市)邮电局

开通程控交换机,为西宁电信局,海东、海

南、格尔木三地邮电局安装二期网管设备及

应用软件,并在西宁市电信局成立省级网络

管理中心,实现长途传输网集中监控.１９９７
年,全省州(地、市)、县邮电局均开通程控交

换机.１９９８年,由国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的三期网管软件投入使用,省邮电管理局成

立省 网 络 管 理 中 心.１９９９ 年,全 省 各 州

(地、市)邮电局长途传输均纳入该网管系统

管理.

(二)本地网管理

１９９７年,西宁市电信局、海东地区邮电

局安装中兴公司的本地网网管系统,实现了

集中维护,减少了维护人员,提高了网络运

行可靠性.但是,该网络管理软件设计简

陋、功能单一,不具备对全省各州(地、市)邮

电局安装的中兴、华为及西门子等传输设备

进行 网 络 管 理 的 功 能;该 网 管 软 件 与

EWSD、S１２４０、F１５０、C&C０８、HJD０４、

ZXJ１０等程控交换机并不兼容,形成“一对

一”多套网管系统并存的现象.显然,以上

监控管理仅是网络管理的初始阶段.经逐

年加大投资,至２００３年底,省电信公司各本

地网的传输、交换、动力、无线市话、同步网

等最终实现集中监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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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维护质量

　　邮电部电信总局坚持年度考核各省

(区、市)通信网络与设备维护质量.随着技

术进步和新设备大量涌现,考核的范围和质

量指标体系也在不断扩展和提升.

１９８６年维护质量指标:电报投递逾限

率、长话逾限率、长话有效接通率、市话接通

率、长途电传电路合格率、长途载波电话电

路合格率、电视传送(上行)合格率.

１９８７年维护质量指标:载话电路合格

率、电传电路合格率、电报局内平均阻断

(分/路)、载话平均障碍历时(分/路)、长机

设备障碍率(次/万张)、长线百对公里平均

障碍(次/分)、长线设备完好率、长线电气特

性合格率、高频通道平均阻断(分/次)、微波

话路平均阻断(分/次)、电视(收)传送合格

率、市话每百门平均障碍(分/百门)、市话接

通率.

１９８８年维护质量指标:电报投递逾限

率、长途电话逾限率、长途电话有效接通率、

长途自动去话有效接通率、长途自动来话有

效接通率、市话接通率、长途电传电路合格

率、长途载波电话电路合格率、电视传送(上

行)合格率、农村电话有效接通率、农村电话

用户平均障碍历时、农村电话中继线路平均

障碍历时.

１９８９年维护质量指标:电报投递愈限

率、长途电话愈限率、长途电话有效接通率、

长途自动去话有效接通率、长途自动来话有

效接通率、市内电话接通率、长途电传电路

合格率、长途载波电话电路合格率、电视传

送(上行)合格率.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维护质量指标:电报投

递逾限率、长途电话逾限率、长途电话有效

接通率(人工、半自动)、长途自动去话有效

接通率、长途自动来话有效接通率、市话接

通率、长途电传电路合格率、长途载波电话

电路合格率、电视传送(上行)合格率、农村

电话有效接通率、农村电话用户平均障碍历

时、农村电话中继线路平均障碍历时.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维护质量指标:电报投

递逾限率、长途电话逾限率、长途电话有效

接通率(人工、半自动)、市话接通率、农村电

话有效接通率、农村电话用户平均障碍历

时、农村电话中继线路平均障碍历时.

１９９６年维护质量指标:长途自动来话

接通率、省内去话接通率、模拟移动电话全

网忙时接通率、长途电信一级干线电缆、光

缆、全阻次数.

１９９７年维护质量指标:长途来话被叫

用户应答次数、长途来话呼叫次数、省内去

话被叫用户应答次数、省内去话应叫次数、

模拟移动电话实际接通的次数、模拟移动电

话总的呼通次数、长途去话电路中可用电

路、长途去话电路总路数、长途电信干线电

缆、光缆全阻次数.

１９９８年维护质量指标:长途自动电话

接通率(５０％),长途电路可用率(９８％),省

内去话接通率(４２％),移动电话全网忙时接

通(４８％),一级干线光缆、电缆、微波全阻次

数(０次/百公里),主线及移动电话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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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０４４％).

１９９９年维护质量指标:一级干线光缆

全阻次数(０２次/百公里)、综合来话接通

率(５３％)、省内去话接通率(５０％)、各C３局

及大通长途来话接通率(５０％)、数据通信

质量.

第四节　维护规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邮电部为加强通信线

路、设备和电路的维护管理,不断提高通信

质量,确保全程全网通信畅通,制定了«通信

线路、设备和电路各专业的技术维护规程»,

由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电信部门在维护

管理中执行.

该维护规程规定了各级维护组织机构

和人员、维护单位之间与使用单位的关系、

维护责任段落划分等有关事项;规定了在通

信线路、设备和电路维护管理中实行技术责

任制、包机包电路责任制、值班责任制等制

度;在通信线路、设备和电路的维护管理中

对维护作业计划、设备和电路的检修测试及

附属设备的维护做出明确规定.

该维护规程在通信线路、设备和电路维

护过程中推行质量管理,通过对质量指标体

系数据的统计分析,对通信线路、设备和电

路的质量进行评定,保证各省通信线路、设

备和电路维护管理的一致性.

该维护规程还对设备管理、维护材料管

理、站区管理等做出规定,制定了全国统一

的各专业线路、设备和电路的维护技术指

标,进行评价和考核.

一、电信网维护规程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３０日,邮电部印发邮电

字(８３)１０５０号文,决定«微波技术维护规

程»和«载波电信技术维护规程(微波载波部

分)»自１９８４年５月１日起实行.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９日,邮电部印发«关于

印发电信网维护规程的通知»,邮电部编制、

修订了长途自动电话交换设备、长途人工电

话交换设备、本地网电话交换设备、长途有

线传输设备、微波通信、非话通信、本地网传

输设备、本地网传输线路、长途电信线路、卫

星通信、９００兆赫蜂窝式模拟移动电话、无

线寻呼、电信电源设备和电信机房空调设备

等１４本维护规程,自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起

施行.

１９９８年７月,中国邮电电信总局通知,

随着模拟设备的退网,大量新技术、新设备

的采用和新业务的产生,电信网的规模和技

术层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维护手段与维护

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为加强电信设

备的维护管理,使其经常处于良好状态,保

证电信网优质、高效、安全的运行,电信总局

决定颁布新的１８本维护规程,将从１９９８年

７月１日起陆续出版发行.１８本维护规程

包括长途光缆传输设备、长途光缆线路、卫

星通信、微波通信、同步网、会议电视、电话

交换、长途交换、本地传输、本地线路、电源、

空调、NO７信令、网管系统、应急通信、数

据通信、无线寻呼、移动电话运行.对每个

专业的维护规范管理,包括省局电信运营部

及各州(地、市)电信局的维护组织、维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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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本制度、设备管理、设备维护、质量管

理,机房管理和安全保密进行了规范和明

确.新的规程颁布后,原规程同时废止.

二、技术指标体系

１９９１年６月,在全国通信网络技术全

面整治的基础上,邮电部为巩固电信网整治

成果,使电信网的维护工作更加科学化和规

范化,使维护技术指标参数有一套科学、系

统的依据,决定由邮电科学研究院负责编制

«电信网维护技术指标体系».为此,召集全

国电信专业技术人员学习、研讨,征询各方

面的意见建议.经过近３年的编研,１９９４
年７月,邮电部科技司、邮电部电信总局正

式颁布«电信网维护技术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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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邮电企业管理

１９８６—１９９８年,省邮电管理局沿袭以往的管理模式,对全省邮电企业实行三级管理、两

级核算.省邮电管理局直管各州(地、市)邮电局、电信局、邮政局及直附属单位;各州(地、

市)邮电局、电信局、邮政局直管本局邮电业务及职能科室、生产部门;各单位邮电业务、职

能科室、生产部门负责对班组的管理.省邮电管理局为法人单位、一级核算单位;各州(地、

市)邮电局、电信局、邮政局及直附属单位为二级法人单位、二级核算单位;县邮电局负责本

县范围的职工管理和邮电业务经营,无法人资格.

省邮电管理局每年按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关内容对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

进行年度考核.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对本单位的县邮电局、职能科室、生产部

门进行年度考核.

第一节　经营责任制

　　“八五”至“九五”期间,随着全国改革大

潮的到来,邮电部就邮电行业深化经营体制

改革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先后出台局长负

责制、经营责任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进而

实现企业管理全面转型,向建立社会主义现

代企业制度迈进.省邮电管理局根据邮电

部的规定和要求,对邮电企业的多种管理模

式做了大胆探索.

一、局长负责制

１９８６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首先在西

宁市电信局进行局长负责制试点.西宁市

电信局根据企业存在的党政不分、职责不

清、责权分离状况,首先理顺党务、企业、工

会三者关系,明确了局长在企业的中心地

位,完成了中层领导干部的聘任工作.

二、经营责任制

１９８７年３月,根据邮电部在全国邮电

行业实行经营责任制的规定,省邮电管理局

决定从１９８７年起对所属企业实行经营责任

制,将各企业的责、权、利与通信(生产)质

量、经济效益挂钩,财务分配实行核定“利润

基数”和“上缴利润定额”２个指标,一定两

年不变,对部分企业实行超额上缴利润部分

“倒一九”分成.各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拟

定内部承包责任制,按企业自有收入计算利

润,进行分配.同时,对各州(地、市)局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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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企业实行了工资总额包干.至年底,全省

各州(地、市)邮电局和省局直属的通信企

业,已全部实行局(厂)长负责制,其中９个

企业实行了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州(地、

市)邮电局下属的１１个县邮电局也实行了

局长负责制,占全省县局总数的３０％.１１
月２６日,省邮电管理局召开深化企业改革

讨论会,就完善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和搞好

企业内部配套改革进行研讨,西宁市邮政

局、电信局,海东、海南、海西、海北州邮电局

和直附属单位局(厂)长、经理,省局机关各

处室负责人３０余人参加会议.１９８７年底,

省局直管的１６个通信企业,利润翻番的有

３个,扭亏为盈的有３个,减少亏损的有６
个.中央国营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由１９８６年

的２３４％增长到１９８７年的４９８％;产值成

本率也由１９８６年的１６６１％降低到１９８７年

的 １６４％.全 员 劳 动 生 产 率 ３３６８ 元,比

１９８６年提高了９８％.

１９８８年６月,省邮电管理局制定«关于

扩大州(地、市)邮电局权限的暂行规定»,规

定各州(地、市)邮电局有权与政府、企业联

合建设通信设施;有权决定营业网点的设置

或撤并;统配外物资可直接进货、结算;在工

资总额范围内有权决定分配形式;有权出

租、转让闲置固定资产;有权兴办第三产业

及劳动服务公司等.１０月,为进一步解放

思想,拓宽经营思路,省局局长路万福率西

宁市邮政局、电信局及部分州(地、市)邮电

局局长一行１８人赴四川、贵州、广东、深圳、

陕西等邮电部门考察学习.

三、承包经营责任制

１９８９年,邮电部在总结经营责任制的

基础上决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一是承

包经营期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３年不变.这

便于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统筹安排单位

工资总额合理使用,避免短期行为.二是由

原经营责任制规定“利润定额上交,超基数

分成”调整为“税后利润全额分成”,并将全

国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分成比例分为

“二八”和“一九”２个类型,青海系“一九”分

成之列.三是调整了部分考核指标.

１９８９年,省邮电管理局根据邮电部的

承包经营责任制原则结合全省邮电企业的

差异,划分了５个类型:一是西宁市电信局、

省电信传输局、省邮票公司、省邮电器材公

司实 行 税 后 利 润 “三 七”分 成,企 业 自 留

７０％,上交省局３０％.二是西宁市邮政局、

海东地区邮电局、海西州邮电局、省邮政运

输局、省电信器材厂、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

实行“二八”分成.三是海南、海北、黄南州

邮电局实行“一九”分成.四是玉树、果洛州

邮电局,省邮电科研设计所实行“全额留成”

(即税后利润全留给企业).五是省储汇发

行局、省邮电学校、邮电职工医院、省局机关

实行“支出计划核拨包干”办法(即计划包

干、超额不补、节约全留).４月１２日,省邮

电管理局局长路万福与１０个邮电通信企业

和３个非通信企业的责任人签订«承包经营

责任书».各州(地、市)邮电局也分别对所

属县局签订了«承包经营责任书».

１９９０年,省邮电管理局对经营承包责

任制的内容、方法及考核指标体系进行修

订.省邮电管理局制定的通信企业经营承

包责任制办法规定了各承包经营单位的责

任和权限;省邮电管理局与州(地、市)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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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间的经济分配,包括利润分配办法、折旧

及新技术发展基金提取办法;承包责任制的

考核指标及考核办法.考核指标包括通信

质量、通信数量、业务收入、经济效益这几大

类２０个指标,实行百分制计分,通信质量占

４０分,通信数量占 ２０ 分,业务收入占 ２０
分,经济效益占２０分.得分在８５分及以上

的,按规定分成;低于８５分的,每少１分扣

该局全局分成１％,最多扣２０％;对成绩突

出的单位给予奖励.

１９９２年,省邮电管理局深化改革,完善

了以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的邮电企业经营

承包责任制,补充了省局对各州(地、市)邮

电局及直属单位承包经营责任制内容,将承

包期变更为４年,与局长任期一致,调整了

省局与各承包企业税后利润分成比例.将

经济核算时原执行的省内企业产品结算价

格变更为全国统一结算价格,对各单位成本

差异系数进行了核定.除保留集中支出的

费用外,将省内自有收入全部分配给企业,

减少了二次分配的数额.

１９９３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国务院批转

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

意见的通知»,向社会放开无线寻呼、８００兆

集群电话、４５０兆无线移动通信等９种电信

业务,这是繁荣邮电经济,加速通信发展的

重大决策,也是放宽电信市场准入的标志性

举措.面对这种局面,各级邮电企业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克服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中所形成的单纯依赖行政干预、采

取垄断来发展业务的旧观念,牢固树立市场

观念和竞争意识,将企业推向市场,走出一

条企业化、商品化经营,加快全省邮电发展

的新路.７月１５日,省邮电管理局召开州

(地、市)邮电局局长及西宁地区副处级以上

干部大会,贯彻全国邮电管理局局长会议精

神.会议围绕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和邮电

部部长吴基传的讲话精神,结合青海实际,

提出转变观念,克服传统意识和官商思想,

树立市场经济新观念,确立通信建设战略,

提高通信能力的新思路.

１９９４年,青海省邮电企业以经济核算

为主的配套改革进展顺利,完善了承包经营

责任制指标,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

性.７月１３日,省邮电管理局召开全省邮

电局长座谈会,传达全国邮电管理局局长会

议精神,研究邮电业务发展经营策略,讨论

行业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改进经济核算、完

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指标体系.

１９９５年,省邮电管理局按照转换企业

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化

三项制度改革,实行并完善了承包经营责任

制.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邮电企业岗位、技能

工资制度及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的深化和

管理的进步给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企业的

经营工作普遍得到了重视.一些企业组建

了专业的营销公司和专职营销队伍,面向市

场开展调研,逐步形成通信企业的经营根基

是为社会服务的理念.

１９９７年,根据邮电部的统一部署和要

求,省邮电管理局在全省稳步实施了“按规

模分等,按效益分级”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完

善了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对邮电企业分别

进行企业法人登记和营业登记,确立了邮电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法人实体的地位.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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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邮政、电信两大专业部门根据业务发

展和市场需要,加大了专业化管理和专业化

经营的力度,调整内部作业组织和流程,改

善通信网络维护管理体制.

１９９８年１月,省邮电管理局设立“局长

特别奖”,以鼓励和表彰企业领导班子的工

作业绩.“局长特别奖”由业务收入实绩奖、

业务收入增幅奖、可变成本控制奖构成,当

年工作业绩排全省前三名的均可获此奖项.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结合邮电分营后全省电

信企业的发展和需要,省邮电管理局印发

«青海省电信企业经营责任制考核暂行办

法».根据此办法,省邮电管理局对考核总

分达到１００分的黄南、玉树、海南、海西、海

北等６家电信局及省电信传输局、省邮电建

设工程局给予表彰,对领导班子成员按正职

３０００元、副职２０００元核发奖金.对获得业

务收入实绩奖的西宁、海东、格尔木３家电

信局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核发奖金２５０００元、

８０００元、６０００元;对获得业务收入增幅奖的

海西、黄南、格尔木３家电信局领导班子成

员每人分别奖励５０００元、４０００元、３０００元.

四、多种经营

１９８６年,省政府为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

题,提倡各企业成立待业青年管理机构,做好

待业职工子女的教育、培训、就业,解决待业

子女的工作、生活问题.同时,规定待业职工

子女培训时间及参加单位服务公司组织的各

种临时性劳动的时间,均可计算工龄.

１９８８年２月,海南州邮电局成立劳动

服务公司,承担局内后勤服务、职工子女就

业前培训及日常管理工作.５月,省邮电管

理局成立了省邮电劳动服务公司,为副处级

建制,编制５人.６月,省邮电管理局召开

劳动就业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省邮电劳动

服务公司章程»«待业青年管理办法»«就业

前职业技术训练的补充规定»和«集体企业

财务管理暂行规定».部分州(地、市)邮电

局及直附属单位也陆续成立了劳动服务公

司,各州(地、市)邮电局劳动服务公司,组织

邮电职工子女,依托邮电企业开展物业管

理、职工子女就业前培训及商品零售、通信

工程建设、市话线路维护等各类服务工作.

同时,利用这些新兴力量开展多种经营活

动.如广告设计、装修装潢、基建维修、宾馆

餐饮、家用电器、通信器材、旅游等.

１９９０年９月,省邮电管理局在劳资处

设就业服务科,负责本系统待业职工子女劳

动就业管理工作.

１９９３年７月,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全省

邮电企业多种经营实施办法».

１９９４年８月,省邮电器材公司工会主

办的邮电旅行社开办营业,为全省邮电职工

提供旅游服务,并向社会开放.

１９９５年８月,省邮电管理局印发«青海

省邮电企业经济合同管理办法(试行)»,要

求县级以上邮电企业、省局机关各处室的多

种经营企业执行.１２月,省邮电管理局机

关设多种经营部.

１９９６年４月,格尔木市邮电局劳动服

务公司被劳动部授予“全国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邮电分营后,各单位多种经营工作由各

主办单位自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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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企业转型

　　１９８６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大潮的到来,解决通信瓶颈问题被列入国家

邮电改革与通信建设的快车道.通信建设

被纳入国家和各省(区、市)国民经济发展五

年规划.与此同时,为了增强通信能力,提

升管理水平,邮电企业管理理念和通信建设

方式开始转型.

一、建设转型

在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的全省邮电工作会

议上,副省长吴承志、副秘书长窦汝广先后

提出“振兴经济、邮电先行,社会各界都要支

持邮电事业”“邮电通信要搞好基础设施建

设,增强通信能力,加快长途通信传输自动

化步伐”.１９８８年,邮电部提出“统筹规划、

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十六字方

针与各级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解决制约地方

经济发展的通信瓶颈问题的思路高度契合.

１９８８年３月,在邮电部、省(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政府、企业联合投资１４００万元,

引进的日本富士通公司F１５０型万门程控电

话开通运行.万门程控的引进和联合投资举

措,具有史无前例的里程碑意义.同时,省邮

电管理局权衡轻重缓急决定重点建设海东、

西宁、海西、格尔木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通信

网,以提高这些地区的通信能力.

１９９０年２月,省邮电管理要求各级邮

电单位积极开展与各级地方政府协商联合

建设当地通信设施,提高通信服务水平.３
月,海南州兴海县政府领导到省邮电管理局

协商共建兴海县自动电话事务.４月,海南

州龙羊峡工委与海南州邮电局签订«龙羊峡

５００门纵横制交换机联合建设协议».１１
月,海南州贵南县政府筹资４０万元,用于贵

南县自动电话建设.

１９９２年２月,全省邮电工作会议强调

要利用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对邮电通信建设

的优惠、倾斜政策,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

速通信建设.省政府副秘书长杨伯英以兴

海县通信条件改善促使县办厂、矿建成投

产,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为例,强调要实

现“改革开放、治穷致富、开发资源、振兴青

海”的目标,加快通信建设的迫切性.４月,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通信建设办公室,将邮电

通信建设、扩充通信能力放在首位.５月,

省邮电管理局同海东行署、湟中县政府协商

共建湟中县２０００门自动电话问题.６月,

省政府批转省计委、省邮电管理局«进一步

加快全省邮电通信建设»的专题报告,把邮

电通信放在同能源、交通一样优先发展的地

位,多方位、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按分级负

责的原则,省内二级通信网和邮政通信设施

由省、州(地、市)、县政府负责建设;县到乡

镇的农村电话,由县政府和省农话局投资建

设;乡镇以下的通信设施由县政府筹集资金

建设.７月,省邮电管理局召开州(地、市)

邮电局局长座谈会,着重研究加快通信建

设、深化改革、搞好经营、提高效益问题.

１９９３年１月,全省邮电工作会议强调

要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提高通信能力,为青

海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各界的通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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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服务.７月,根据全国邮电管理局局长会

议精神,转变作风、树立市场经济新观念和

增强通信能力的新思路,在省邮电管理局和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州、市)邮电局设立市场

经营机构,分析、研究邮电业务市场现状,预

判市场前景,在已基本满足党政企事业单位

通信需求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个体工商户和

住宅用户.８月,大通县政府与省邮电管理

局商定共同建设大通县４０００门程控电话及

配套工程.当年,省邮电管理局全面实施青

海邮电“八五”通信建设计划,加快通信发

展,提高通信能力.除果洛、玉树州邮电局

下属的各县邮电局还使用人工电话外,全省

其余各州(地、市)、县邮电局均实现市话自

动化.

１９９４年１月,全省邮电工作会议强调

“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继续同各级地方政府

合作,共建邮电通信设施”.副省长王汉民提

出“要加快青海经济发展,首先要继续加大对

邮电事业的投入,各级地方政府既要向邮电

投入资金,还要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持.”

１９９５年,西宁市电信局引进的程控交

换机经２次扩容后,容量已达７４０００门,通

信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省内党政

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专用通信网设备陈旧、

功能单一、能力不足,且严重影响全省通信

能力、通信质量的全面提升.省邮电管理局

通过召开专用通信网单位座谈会等各种形

式宣传单位专网接入西宁市电信局通信公

众网的方便、快捷、功能多样的诸多优势.

副省长王汉民也在相关会议上要求单位专

网接入西宁市电信局公众网.８月,省监狱

局４００门纵横制交换机率先接入公众网,其

后省、市政府,铁路大院,西宁钢厂,省第一

机床厂,送变电公司的专用电话网陆续进入

公众网.不久,各单位的专用通信网纷纷接

入西宁市电信公众网.１０月,省邮电管理

局与黄南州政府协商共建黄南州程控电话

４０００门资金筹措问题.１１月,省计委批准

省邮电管理局利用日贷扩容程控电话１０万

门、完善长途传输网及数字通信电路等３项

工程,总投资３４亿元.

１９９６年２月,副省长王汉民看望西宁市电

信局职工时说:“青海邮电这两年有了历史性

的高速发展,近几年的投入超过以往４０多年

的总和,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了通信保障”.

１９９７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贯彻全国邮电

管理局局长会议“全国邮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精神,安排通信

建设、管理改革、经营服务的具体措施.

二、经营转型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省邮电管理局按照邮电部

要求取消各种检查评比活动３１项,将企业工

作重心集中到通信建设和经营管理上来.

１９９２年,省邮电管理局以深化改革、转

换经营机制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

任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总结

一、二轮承包经验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对州

(地、市)邮电局及直属单位的第三轮承包经

营责任制,承包期改为四年,与局长任期一

致,并调整了税后利润分成比例.二是经济

核算执行全国统一结算价格,对各单位成本

差异系数进行了重新核定.三是省局除保

留集中支出的费用外,将省内自有收入全部

分配给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

四是完善工效挂钩办法,实行各单位实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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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增长计划按业务量增长计划下达,１０月

按业务量的实际增长比例进行一次调整.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根据省政府«关于地方

国有农话企业划归中央邮电企业经营管理

的批复»,省邮电管理局撤销农村电话局,其

资产、人员划归中央邮电企业统一经营管

理.省政府每年１１０万元的农话资金补贴

政策保留３年.

１９９６年,省邮电管理局认真贯彻党的

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实际提出«关于

推进青海邮电两个转变的若干意见»,形成

«青海邮电生产运行体制和经营体制改革方

案»报邮电部审批,如期完成省局机构编制、

定员工作.

１９９７年,邮电系统重点加强了职工新

业务知识、市场营销、公关能力和服务礼仪

等几个方面的培训,为企业经营转型打下了

坚实基础.

三、质量管理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周恩来总理要求

邮电通信部门要做好党和人民群众的千里

眼、顺风耳.邮电通信的服务质量主要体现

在“准确、安全、迅速、方便”上.“准确、安

全”是邮电通信最重要的、首当其冲的质量

要求,信息传递内容不能有任何变化,传递

的地址和信息接收方不得有任何差错.“迅

速、方便”要求邮电部门注重信息传递的时

效性,延迟或积压用户的信息、邮件传递,会

给用户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还要尽可能

为用户提供方便的通信条件,尽可能提高邮

电网点密度,保证营业局、所的营业时间.

此外,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新设备的

运用,邮电部门提供的电路、自动电话、用户

电报、互联网等由用户自己操作使用的设

备,必须具有可靠性.

邮电通信质量的具体体现见下表.

邮电通信质量的具体体现
表５Ｇ２Ｇ１

质量
要求

邮电产品种类

传递一次性信息 提供电路

邮政
公众电报
传真电报

迟缓制、
立接制长话、
会议电话

迅接制长话
市话(农话)

自动 人工
用户电报 数据传输

迅速

作业班表

全程时限

延误率

阶段时限、
全程时限、
逾期率

接续时限、
逾期率、
退号率

接通率 接通率
平均应答

时限
信息传输速率(比/秒)

准确 差错率

差错率、
传真一次
收片完好
率、报纸传
真好版率

服务差错率、
电路合格率

电路合格率 电路合格率 电路合格率 电路合格率 电路合格率

安全
邮件损失率、
失密丢损率

— — — — — — —

可靠 — — — — 障碍次数、障碍历地、阻断率

方便 局、所分布、营业时间 — — 电话普及率、
待装历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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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管理流程

全省邮政通信的质量管理由省邮电管

理局邮政处负责.邮政处设邮政业务视察

室,配专职视察员３人,各州(地、市)邮电局

及省邮政运输局设专、兼职视察员各１人.

省邮电管理局邮政处每月根据报表进

行检查分析,发现问题,安排管理人员到现

场再检查处理.偶然发生的用户投诉,由发

生局、所处理,重大的发生局、所无力处理的

由省局邮政处处理.

全省电信通信的质量管理由省邮电管

理局电信处负责.由于电信产品的传递是

由一系列通信电路连接传递的,因此西宁市

电信局作为业务领导局通常也参与相关质

量管理工作.省局电信处也相应设置电信

业务视察员,进行通信质量管理.

各州(地、市)邮电局负责本地区、县邮

电局各类型通信传输、交换、电报、电源及线

路设备的维护,实行２４小时对通信设备的

监控,值机人员交接班时都进行设备交接班

记录,按维护规程要求,定期对在用通信设

备通信技术指标安排测试,测试结果均作记

录,作为设备完好依据.生产班组每月将通

信设备有关资料分析统计上报到通信科.

通信科将上述资料分析、汇总上报省邮电管

理局电信处.县邮电局电信业务指导员负

责本县电信质量管理工作.

省邮电管理局电信处每月根据报表进

行检查分析,发现问题,打电话向基层询问

或派出管理人员到现场检查处理.

省邮电管理局邮政处、电信处根据邮电

部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安排,对各州(地、市)

邮电局进行专项检查,保证全省邮政、电信

各项 通 信 产 品 质 量 指 标 合 格,通 信 电 路

畅通.

(二)服务质量

邮电通信服务质量主要体现在邮电局、

所经营业务品种的多寡、分布密度、电话普

及率,以及营业窗口服务规范度,用户满意

度,电话、电路用户使用满意度等内容.

１．邮政指标

总包邮件延误差错率、总包邮件损失

率,给据邮件延误差错率、给据邮件损失率,

平常邮件延误差错率、平常邮件损失率,订

销报刊延误差错率,发报刊延误差错率、发

报刊短缺率,报刊发行损失率,机要文件延

误差错率、机要文件失秘丢损率.其计算单

位为万分之一.

２．电信指标

电报投递逾限率、电报服务差错率,长

话逾限率、长话有效接通率,市话接通率、市

话装移机及时率,长途电传电路合格率、长

途载波电话电路合格率,电视传送(上行)合

格率、电视传送(下行)合格率.其计算单位

为百分之一.

３．邮电服务水平

邮电服务水平体现在邮电局所分布等

几项指标中,见下表.

青海省邮电服务水平的几项指标
表５Ｇ２Ｇ２

年份
邮电局所

(处)
邮程单程长度

(公里)
全省电话普及率

(％)
省内长途电路

(条) 乡镇通话(个) 农村通话(个)

１９８６ ２４７ １２０９２ ０３４ ２４３ ３６４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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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邮电局所

(处)
邮程单程长度

(公里)
全省电话普及率

(％)
省内长途电路

(条) 乡镇通话(个) 农村通话(个)

１９８７ ２３４ １１４７９ ０９８ ２７０ ３６６ ３４３

１９８８ ２２９ １１０１３ １０１ ２８２ ３６９ ３３３

１９８９ ２３４ １２２３２ １０８ ３０４ ３７１ ３７３

１９９０ ２３７ １２０７５ １３１ ３１１ ３７５ ３８３

１９９１ ２４０ １３５１９ １３５ ３８５ ４１３ ３９３

１９９２ ２６０ １３４７２ １４９ ４２１ ４２６ ３８８

１９９３ ３０７ １５８５１ １７２ ４５２ ４２８ ３７３

１９９４ ３５７ １６５９５ ２２１ ６１２ ４３０ ３７７

１９９５ ４４６ １７８４９ ２９９ １４９７ ４３０ ４２８

　　(三)质量措施

省邮电管理局各州(地、市)邮电局把改

善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

内容去抓.按照邮电部要求,布置邮电营业

场所的装修,建设标准化邮电局、所;制定通

信服务规范,营业服务礼仪、用语;对社会实

行电信服务承诺;组织电信服务社会监督体

系,开通“１８０”电信服务投诉电话等措施,通

过对职工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思想的教育、

开展技术练兵,提高员工素质,达到提高通

信服务质量的目标.

１．TQC与 QC小组

全面质量管理(TQC)是国家提倡的有

利于企业提高企业管理素质的科学管理办

法.省邮电管理局通信质量管理,是按照邮

电部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邮政、电信通信

生产的规章制度,及不同类型通信产品的质

量检查考核办法形成的.各州(地、市)邮电

局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并采用全面质量管理

的办法解决通信生产、维护管理、经营服务

中存在的问题.

１９７８年冬,全国邮电部门推进全面质

量管理工作试点.西宁市电信局立即成立

质量管理委员会、科(室)质量管理小组和班

组质量员的三级质量管理网.１９８２年,市

电信局制定了«西宁市电信局全面质量管理

小组(QC小组)暂行条例»,建立 QC小组

３６个.长途电话科 QC小组以提高长话有

效接通率为目标,通过PDCA 循环,长话有

效接通率从年初的７８７％提高到年底的

８６９５％,在邮电部召开的全国电信通信质

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上被评为全国电信先

进QC小组.１９８３年,省邮电系统全面质量

管理成果发表会上,西宁市电信局电报科处

理班 QC小组、长话科西宁—海南电路一条

龙 QC小组、二分局电力室 QC小组、长机

科机线班 QC小组及二分局纵横班 QC小

组获先进 QC小组称号,长话科西宁—海南

电路一条龙 QC小组获优秀 QC小组称号.

１９８７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召

开第四届 QC成果发布会.西宁市电信局

“改善服务态度,提高用户满意率”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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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省财经委评为全省优秀QC小组.１２月,

省邮电管理局受省经委委托,邀请陕西、甘

肃、宁夏邮电管理局技术人员对西宁市电信

局质量管理工作认证诊断,确认西宁市电信

局为质量管理合格企业.

１９８８年４月,在全省第五次企业技术

进步工作会议上,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李文

清获全省科技进步优秀管理工作者奖,西宁

市电信局长话科 QC小组获全省优秀质量

管理小组奖,西宁市电信局获推行全面质量

管理达标企业奖.７月,全省邮电系统全面

质量管理工作暨第五次 QC成果发布会在

海东地区邮电局召开.省电信传输局２４０
微波站等６个小组获优秀和先进 QC小组

称号.１１月,省财经委、海东行署财经处和

省邮电管理局通过综合评审,海东地区邮电

局被评为全面质量管理合格企业.

２．场所标准化

１９８６年,全省邮电营业场所均为１１
米高的标准营业柜台,保持营业场所的整

洁.１９８８年,根据邮电部对经营安全的统

一要求,全省各处营业柜台均加装不锈钢制

隔断,保证营业场所的生产安全.１９９３年,

邮电部安排标准化局所的建设,各地营业场

所拆去隔断,装修房屋,张贴电信企业标志,

形成整洁、规范、醒目的工作场所,为广大用

户提供舒适的环境及便民服务活动.

３．质量措施

１９９３年,省邮电管理局根据邮电部“上

海会议”精神,及时作了部署,制定改善服务

的阶段性目标.１１月,全省各电信营业窗

口实行营业员着标志服、挂服务牌上岗,严

格服务用语规范,并重新对外公布监督电话

和资费标准.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根据邮电部“树邮电新

风、创优质服务”活动安排,省邮电管理局在

全省开展“邮电服务质量万里行”活动,组织

工作组调查全省州(地、市)邮电局生产、营

业的通信服务质量.

１９９７年,邮电部在全国开展“树邮电新

风、创优质服务”的邮电服务年活动.全省

各邮电部门围绕邮电服务年主题,不断将

“树邮电新风、创优质服务”活动引向深入,

使通信服务得到明显改善.全省所有的通

信企业都对外实行了承诺服务.西宁市电

信局及各州(地、市)政府所在地的邮电局、

格尔木、大通邮电局实行电信服务承诺制

度,向社会公开承诺内容,主动接受用户监

督.西宁市电信局电话装移机时限从以前

的６个月缩短为２个月.３月,全省各县级

邮电局也实行电信服务承诺.４月,省邮电

管理局制定«青海省电信服务承诺组织实施

办法»,规定电信服务承诺的具体内容及组

织、实施办法.随着承诺服务的开展,电信

部门的电话装机平均历时缩短.全省电信

查询难和交费难的问题基本解决,大客户服

务工作明显加强,公用电话乱收费的情况也

得到初步遏制.

１９９８年,全省邮电部门按照省局年初

确定的“十大”服务目标,下大力气抓服务,

使邮电服务有了较大改进.承诺服务活动

走向深入.将“承诺”“践诺”结合起来,取得

良好社会效果.市话装移机水平明显提高,

装移机时限进一步缩短.

４．社会监督

１９８６年４月,省邮电管理局连续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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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西宁地区用户座谈会,听取用户意见、

建议.向全省大客户发放１０００份征询意

见函.

１９９７年８月,西宁市电信局召开由省、

市物价局,省电视台,市供电局,西宁晚报社

等单位代表参加的首次电信服务质量社会

监督员座谈会.

１９９８年３月,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召

开全省邮电服务质量用户评议工作会议.４
月,省邮电管理局投资７２万元建设的“１８０”

用户投诉集中受理服务中心通过初验,进入

试运行.全省联网的计算机综合管理系统

可实现用户对电信业务投诉的及时处理,并

对电信服务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５．邮电部监督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邮电部报话业务质量检

查组对西宁市电信局报话业务进行为期６
天的检查,肯定了西宁市电信局在电报营

业、公电处理、长话服务和执行规章制度方

面做出的成绩.

１９９０年２月,根据邮电部电信设备整

治全国电话会议精神,省邮电管理局成立了

电信设备整治领导小组,电信设备整治办公

室设在电信处.各州(地、市)邮电局、西宁

市邮政局、西宁市电信局、省电信传输局成

立以主管局长为组长的设备整治领导小组,

设电信设备整治办事机构.４月,省邮电管

理局召开全省电信设备整治工作会议,部署

各电信专业整治工作安排,对影响通信质量

的干线电路,组巡整治.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邮电部电信设备整治检

查组６个专业的检查人员,先后深入１９个

局、站(段)检查,设备整治检查得分９１６３

分,通 过 验 收;农 话 设 备 整 治 检 查 得 分

９３６７分,在西北名列榜首.

(四)质量成果

１９８７年３月,省总工会发起西宁地区

十大窗口行业优质服务竞赛活动,西宁市电

信局电报投递班、西宁市邮政局大十字支局

被评为“文明窗口”.８月,省邮电管理局联

合青海日报、省电视台、省广播电台开展优

秀邮政投递员评选,全省各邮电企业４７人

被评为优秀投递员.

１９９４年５月,省总工会授予西宁市邮

政局五四支局、海东地区乐都县邮电局邮政

储蓄班为“青海省职业道德建设先进集体”.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海东地区邮电局电信营

业班被邮电部评为“全国文明服务示范窗

口”.

１９９７年６月,矿区邮电局邮政班被邮

政总局、邮电工会全委会授予“全国邮政服

务先进集体”称号.

１９９９年９月,西宁市电信局“１１２台”被

评为“全国职工职业道德百佳班组”.

(五)邮电服务用户满意度测评

１９９６年,邮电部用户评价中心对青海

邮电用户共发征询意见函３９９９份,用户回

函２６９０份,综合考核满意度为８４４６分;其

中,邮 政 满 意 度 ８９４９ 分,电 信 满 意 度

７７８１分.１９９７年,邮电部用户评价中心对

青海邮电用户共发征询意见函３０２０份,用

户回函１５７３份,综合考核满意度８２７３分,

其中,邮政满意度 ８４１２ 分,电信满意度

８１０３分.

青海邮电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呈现逐

年上升和提高,社会各界对邮电的服务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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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满意.

四、管理信息化

(一)生产管理信息化

１９８２年,省邮电部门开始使用计算机.

１９８４年,省邮电管理局科工处设立微机室.

１９８６年３月,西宁市电信局微机室开发长

途报、话(册报)微机处理系统.１９８７年１１
月,省通信学会召开全省“微型计算机在通

信上的应用”学术交流会,各通信企业的计

算机专业技术人员４０余人参加会议.与会

代表研讨了微型计算机在通信业务应用及

开发计算机应用软件的方向与前景.１２
月,西宁市邮政局微机室在西宁高原工程机

械研究所协作下研发的“微机报刊发行业务

处理系统”通过省科协专家组鉴定,被列为

１９８８年省内科技成果.１９８８年８月,海南

州邮电局建成“３＋计算机局域网”,在邮电

业务管理、办公自动化及长途电话册报等方

面使用计算机.１１月,海东地区邮电局微

机局域网开通,使用计算机处理邮电业务.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海南州邮电局范德英开发的

报刊发行计算机应用系统投入运行,营业员

在营业柜台直接办理报刊收订业务并打印

票据,并在后台处理汇总、分类、要数、分发、

投递分配等全流程.１９９０年,省邮电管理

局除微机室的其他处室开始陆续使用计算

机处理业务、打印文件,实现办公计算机化.

１９９２年９月,青海省电信传输局建成计算

机通信网络,微机室开发职工工资发放应用

软件.

１９９３年,全省邮电各单位共有微型计

算机２１４台,其中邮政生产用微型计算机

４１台,电信生产用微型计算机３１台,管理

用微型计算机１１０台,其他用途微型计算机

３２台.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

逐渐开始在办公、邮电业务、经营管理等方

面使用计算机.

随着长、市话通信交换机程控化、分组

交换的应用,互联网的开通,各州(地、市)、

县邮电局的计算机应用得到飞速发展.

(二)办公自动化

１９９７年,省邮电管理局根据邮电部«智

能化办公信息集成系统总体规划(草案)的

要求»,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青海

邮电智能化信息集成系统工程”分三期实

施:第一期以“办公自动化”为突破口,建设

省局机关的局域网,开发应用“综合办公服

务系统”,以改善办公条件,提高办公效率与

质量,普及计算机应用,逐步向无纸化办公

推进;第二期把办公服务系统推广到省内各

州、地、市邮电局,建设省到市级两级广域

网;第三期融入已有各专业管理系统,实现

信息综合、系统集成,最终形成一个较完整

的“邮电综合信息系统”.

１９９７年４月,青海邮电智能化信息集

成系统一期工程开工,投资５６万元,在青海

省通信指挥中心大楼即邮电管理局各办公

室综合布线、配置计算机终端,建成以计算

中心为核心的计算机通信网络,开通“OA”

系统,实现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各处室办公自

动化.１９９８年７月,通过青海省科委主持、

各技术专家组成的鉴定专家组的技术鉴定.

(三)财务电算化

１９９１年６月,省邮电管理局劳资处离

退休费用统筹办公室组织马新民、贾连青等

人提出离退休费用统筹计算机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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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该项目作为邮电部劳资司与省邮电管

理局联合研制项目,由省邮电管理局马新

民、范德英承担开发养老保险电算化管理及

远程监控系统的应用软件开发工作.

１９９２年初,省邮电管理局推进邮电财

务电算化进程.５月,省邮电管理局财务处

举办邮电财务电算化培训班,各州(地、市)

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３０余名会计人员参加

培训.省邮电管理局同时为各单位相应配

置计 算 机 设 备,邮 电 财 务 电 算 化 开 始 试

运行.

１９９６年,邮电财务电算化工作在省内

各州(地、市)、县邮电局开始“人机并行”.

省邮电管理局财务处印发了相应的配套管

理办法、上机制度、人员岗位责任制等规章

制度.３月,马新民编制的应用软件第三版

定稿.６月,«邮电企业养老保险电算化管

理及远程监控系统应用软件»通过了邮电部

委托由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艾波

等９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审查、鉴定.随

后,该养老保险电算化管理及远程监控系统

应用软件在全国邮电系统推广应用.８月,

西宁市邮政局作为会计电算化试点单位,率

先通过了西北五省(区)邮电财务专家组成

的专家组对会计电算化过程中“人机并行”

情况的检查、验收.１０月,省邮电职工医院

通过省邮电管理局财务部的验收.１２月,

西宁市电信局通过省邮电管理局财务部的

验收.

１９９７年起,省邮电管理局财务处陆续

对各 单 位 财 务 电 算 化 工 作 进 行 验 收,至

１９９８年上半年,海北州邮电局、大通县邮电

局、海东地区邮电局、省电信传输局、省邮电

建设工程局、格尔木市邮电局、海西州邮电

局、省邮政运输局及黄南、海南、玉树州邮电

局的财务会计电算化相继通过验收,并按原

定时间利用新建设的数字数据网实现了省

内联网,财务会计电算化的系统软件实现了

数据、资源共享.

第三节　人力资源管理

　　省邮电管理局在推动劳动制度改革、规

范用工管理、合理调整劳动组织、促进减员

增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以保持职工队伍的长期稳定和职工素

质的持续提高.

一、职工队伍

１９８６年初,全省职工７０３０人,其中固

定工６３２３人,地方国营固定工４２１人,农民

合同工、临时工２８６人.

１９８８年８月,邮电部对全国各省(区、

市)邮电管理局实行工资总额与邮电业务总

量及实现利税复合挂钩办法.这是邮电企

业工资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通过调控

工资总额,实现减员增效的初步探索.

１９８９年,邮电部为改善邮电企业用工

管理,科学、合理地使用人力资源,以提高劳

动生产率和企业经济效益,制定«邮政工种

和电信业务工种定员示范标准(征求意见

稿)»及«关于发布邮电通信企业部分生产工

种定员示范标准(试行)的通知».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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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省邮电管理局结合青海地域辽阔、交

通不便、高寒缺氧、人口稀少、业务量小的实

际情况,参照部分兄弟省区的定员编制情

况,制定印发青海省«邮电通信企业编制定

员试行标准»(以下简称«定员试行标准»),

作为全省各通信企业定员编制的基本依据.

«定员试行标准»规定凡从事行政、生产管理

和生产服务的人员作为非生产人员,省会邮

政局、电信局和省邮电管理局直属单位按生

产人员数额的１７％配备非生产人员,其中

管理人员１３％、服务人员４％;州(地、市)邮

电局按１８％配备,其中管理人员１３％,服务

人员５％;省会邮政局、电信局及州(地、市)

邮电局每县增配１名管理人员.

１９９４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根据邮电

部«关于邮电全行业停止增员的通知»规定,

废止职工人数增长与邮电业务量增长挂钩

办法,实行劳动生产率指标宏观控制,至“九

五”末保持人员“零”增长.因此,邮电企业

职工离、退休产生的自然减员指标,主要用

于接收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及省民政厅

分配到邮电系统的转业退伍军人.

１９９６年,省邮电管理局根据邮电部关

于人员“零”增长规定,修订全省邮电通信企

业定编、定员标准.

１９９７年,按照«青海省邮电系统人员

“零”增长实施细则»,省邮电管理局坚决控

制增员,杜绝无序用工及无效用工.年末,

全省各通信企业邮电职工及聘用工为６９３６
人,比上年末减员４８３人,其中中央国有企

业减员４４８人,地方国有企业减员３５人.

１９９８年,国家劳动部和邮电部联合发

布«关于发布“邮电通信定员”劳动行业标准

的通知»,废止了１９９０年发布的«邮电通信

企业生产人员定员示范标准»,按新标准对

省会局的定员工作作了初步核定,各州、地

邮电通信企业随后也开展了定员工作.

１９９８年底,邮电分营时,省邮电管理局

按分营方案划归省邮政局生产及管理人员

３０７５人.

１９９９年,省邮电管理局直附属单位在

岗职工３２８０人(其中女性９２９人),其他从

业人员２１８人,共计３４９８人.管理人员４９４
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３３人、中级专

业技术职务１６５人、初级专业技术职务２５３
人、其他４３人;生产人员２３８７人,其中技

师、高级技师２２人,高级技术专业等级员工

４８６人,中级技术专业等级员工７３９人,初

级技术专业等级员工８５２人,其他２８８人;

服务人员１３０人,其他人员１２人.研究生

学历２人、大学本科学历１１３人、大专学历

３５７人、中专学历８３７人、高中技校８０３人、

初中及以下９１１人.

二、用工制度

(一)企业增员

１９８５年以前,邮电企业增员主要采用

社会招工办法,也包括离退休人员子女顶

替、大中专毕业生和退伍转业军人接收等渠

道解决.１９８６年,根据邮电部规定省邮电

管理局废止了离退休人员子女顶替政策.

１９９２年底,省邮电管理局按基层邮电局急

需专业,采取培训、择优最后一次向社会招

工近４０名.１９９４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执

行邮电部«关于邮电全行业停止增员的通

知»,废止职工人数增长与邮电业务量增长

挂钩办法,实行劳动生产率指标宏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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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九五”末保持人员零增长.自此以后,邮

电企业增员仅限于在自然减员指标内接收

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和省民政厅分配到

邮电系统的转业退伍军人.

(二)定员编制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根据邮电部以通信总量

核定管理人员编制的规定,省邮电管理局以

１９８５年底全省通信总量１８０３１万元为基

数,核定各州(地、市)邮电局和省邮车总站、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省微波总站等１３个

单位管理人员１１９人.

１９８７年４月,邮电部核批青海省邮电

管理局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１０８人,农村电

话处人员编制按省政府规定办理.

１９９０年,省邮电管理局组织了５０余名

经验丰富的管理、技术人员,经过近半年的

调查、登记、测算,并参考了周边省区邮电管

理局通信生产定员编制标准,结合青海地广

人稀、业务量不足的实际情况,编制了青海

省邮电通信企业编制定员试行标准,于１０
月中旬向全省各邮电通信企业颁发.各州

(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随即开展本企

业的生产岗位定员编制工作,并根据生产人

员编制数额确定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数额,

最终汇总形成各州(地、市)邮电局及各直附

属单位的人员编制数额.在省邮电管理局

将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的定员

编制审核批准后,各单位即开始安排进岗、

定员及考核事务.１９９１年２月,各州(地、

市)邮电局完成定员编制工作.

１９９３年６月,省邮电管理局调整部分

定员编制标准,下达全省通信生产、管理、服

务人 员 编 制 共 ６９４７ 人,其 中,生 产 人 员

５５５６人、管理人员１０４６人、后勤服务人员

３４５人.

１９９６年,省邮电管理局再次修订邮电

通信企业定编、定员标准,保留了１９９０年标

准中的３９个工种,补充了５个新工种,核定

全省邮电企业的编制人员为７００８人.

１９９８年,劳动部和邮电部联合发布«关

于发布邮电通信行业定员标准的通知»,废

止了１９９０年颁布的«邮电通信企业生产人

员定员示范标准»,省邮电管理局按新的标

准对省会局的定员编制作了初步核定.

(三)劳动合同制

１９９５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邮电部要求全省邮电行业学习宣传.

１０月,根据国务院«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

制暂行规定»,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关于优化

劳动组合的实施办法»,推动企业转换经营

机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用

工制度.

１９９６年３月,根据邮电部关于«邮电企

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实施办法»,省邮

电管理局制定了«青海省邮电企业实行劳动

合同制暂行办法»和«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关

于优化劳动组合实施办法»,选择海东地区

邮电局作为实行劳动合同制的试点单位.４
月,省邮电管理局在海东地区邮电局召开现

场经验交流暨全面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动

员大会.参会人员就海东地区邮电局制定

的«优化劳动组合»«企业辞退职工»«职工技

术业务等级考核»等６个实施细则进行座

谈.６月,省邮电管理局举行劳动合同签约

授权仪式.省邮电管理局长、法人代表陈坚

同西宁地区各邮电企业、各州(地、市)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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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法人代表及省局机关各处室领导４１人

签订劳动合同,并授权他们与本单位职工签

订劳动合同.至年底,全省６１个邮电企业

全部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合同制职工

７２９４人,占职工总数的９８８％,其中中央国

有邮电企业合同制职工６８０２人,占其总数

９８５％;地方国有企业合同制职工４９２人,

占其总数的９９４％.

１９９７年初,省邮电管理局继续完善劳

动合同制,规范劳动用工制度.按照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推行以企业法人同企业

工会为各方代表的集体劳动合同制.３月,

海东地区互助县邮电局工会代表同企业签

订了集体劳动合同.５月,海北州邮电局举

行集体劳动合同签字仪式.至年底,全省通

信企业４５个单位签订了集体劳动合同,占

企业总数的８６５％.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

中,全省邮电系统清理出未列入统计报表人

数５５２人,按规定转为委代办７人,转为劳

务工２７９人.１２月,同劳务输出部门签订

了合同,清退各类人员２６６人.

三、员工管理

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各邮电企业员工管

理分为干部管理、工人管理２个系列.

(一)干部管理

１９８６年,省邮电管理局负责各州(地、

市)邮电局及各直附属单位处、科级干部的

任命和管理.１９８７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

扩大各州(地、市)邮电局承包经营责任制的

权限,将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

科级干部选聘、任用的权限下放,由州(地、

市)邮电局自行任命和管理.

１．领导干部配置

１９８８年,领导干部职数配备,遵照邮电

部一正多副的规定、按通信总量分级确定领

导干部职数的办法及关于县邮电局管理体

制的要求,省邮电管理局确定西宁市邮政

局、西宁市电信局、省电信传输局、海东地区

邮电局、海西州邮电局、省邮车总站、省邮电

学校均设一正二副.其余各州(地、市)邮电

局和省局直属单位均设一正一副,省邮票公

司、矿区邮电局只设一职.县邮电局职工人

数６０人以上设一正一副,不足的只设一职.

通信企业党组、党委(总支)书记职数:西宁

市邮政局、西宁市电信局和省电信传输局设

专职书记一人,其他各州(地、市)邮电局及

直(附)属单位,不设专职党委(总支)书记.

现任党组、党委(总支)书记暂保持现状.以

后,领导干部的职数基本按此原则设置.

２．领导干部选聘

省邮电管理局干部管理,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抓住“培养教育”和“选拔任用”２个

重点环节,开展干部管理工作.

省邮电管理局对拟提拔的处级干部按

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和«邮电系统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

例»规定的六项原则、七项资格进行衡量,省

邮电管理局干部管理部门在选拔任用过程

中严格遵守选拔任用流程,对拟提拔人员进

行全面考察,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各

方面意见,尊重民意测评结果.同时,征求

拟提拔人员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的意

见,综合考察合格后,再提交省邮电管理局

党组会议,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决定,并

按干部管理规定征求地方党委和组织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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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

１９９３年,省邮电管理局印发«青海省邮

电干部工作暂行规定»«青海省邮电跨世纪

人才队伍的实施办法»«青海邮电部门设立

处级非领导职务的暂行规定»«青海省邮电

干部交流试行办法»和«青海省邮电干部调

配工作暂行规定»,对干部管理工作进行

规范.

１９９５年,省邮电管理局启用一批３６岁

以下的优秀年轻干部,使省邮电管理局处级

干部的年龄层次得到调整,结构得到优化.

根据邮电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干部分

级管理的原则,省邮电管理局下放干部管理

权限.企业的中层干部由各企业自主任用,

任免程序按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

进行.企业可根据生产、管理需要,在全省

邮电系统范围内直接调入调出干部,但是调

入西宁或调出邮电系统均由省邮电管理局

办理相关手续.各通信企业从工人中选聘

干部,按照规定的程序合理设岗,竞聘上岗,

省邮电管理局不再统一审批.

３．领导干部考核

１９８７年初,省邮电管理局先后对１７个

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省邮电管

理局机关共７７名处级干部进行了综合测

评,为每个干部建立一套较完整的考评资

料,把量化考核和微机处理数据方式引入干

部考核工作.

１９９０年,省 邮 电 管 理 局 逐 年 对 各 州

(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通信企业的领导干

部及专业技术干部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

与职称晋升和续聘工作挂钩.

１９９３年,省邮电管理局采用个人述职、

民主评议、量化打分和领导加权办法,对被

评议干部的工作态度、能力,完成工作数量、

质量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

１９９６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通信科

技的进步,迫切需要造就一支具有较高业务

素质和文化素质的人才队伍.省邮电管理

局按照“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推进

领导干部年轻化.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省邮电管理局制定«青海

省邮电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评议企业领导干部

实施办法(试行)».该办法规定对各州(地、

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领导干部每年进行

一次民主评议.职工代表大会听取领导干部

的述职,以岗位责任制为依据,对德、能、勤、

绩进行全面评议.民主评议采用面对面和背

靠背相结合,书面评议与投票测评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９０分以上为优秀,８０~８９分为称

职,６０~７９分为基本称职,６０分以下为不称

职.对不能胜任本职工作或不称职的干部,

各级工会组织可以建议省邮电管理局组织部

门对其予以免职或降职处理.

４．干部监督

省邮电管理局坚持以党组书记为组长

的干部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干

部处,由干部人事、纪检部门共同负责这项

工作.省邮电管理局党组坚持对干部实行

个别谈话的制度;坚持在各州(地、市)邮电

局及直附属单位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省邮

电管理局干部主管部门主持会议;严格控制

干部的职数及在任用干部时坚持聘用干部

的条件.

(二)技术人员管理

１９８６年初,按邮电部１９８２年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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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邮电管理局对专业技术人员按学术论文

撰写、工作年限和操作技能等方面进行综合

考评,经考评合格的,没有技术职务的晋升

初级技术职务,有初级技术职务的晋升中级

技术职务.

１９８８年３月,经邮电西北地区职称评

审委员会评定,青海省邮电系统李文清、秦

淑杰、王允维、程鸿敏、李惠林、陈友明、黄兴

永、黄淡芳 ８ 人被评定为高级工程师.４
月,戴国珺、李均科被评定为高级经济师.５
月,省邮电管理局召开全省邮电职称改革工

作会议,讨论通过«青海省邮电管理局专业

技术职务、职称分配方案(草案)»和«青海省

邮电管理局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细

则».省邮电管理局成立了工程系列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各州(地、市)邮电

局及直附属单位相应成立工程系列,经济、

统计、会计系列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全省

邮电企业职称改革工作陆续开展.１０月,

李广坤、杨华明被评定为高级会计师,王新

年被评定为高级统计师.１１月,刘文清、王

喜坤、章宗贤被评定为高级经济师.省邮电

管理局决定海南州邮电局通信工程中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和经济、统计、会计中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承担玉树、果洛两州邮电局专业

技术人员评审工作.

１９８９年１月,经省邮电管理局工程系

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张菊

民等１５人为高级工程师.４月,路万福、陈

玖生被评定为高级经济师,肖存恩、黄被三

被评定为高级会计师.６月,评定廖祯荷等

１２人为高级工程师.７月,省邮电管理局完

成了工程系列和经济、统计、会计系列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和聘任工作.按照从

实际需要设岗,坚持等额评聘的原则,经各

级评审委员会考核,先后评定出具有高级技

术职务５２人,具有中级职务３９８人,初级职

务１０６８人(其中助理级５６１人,员级５０７
人).

１９９０年,邮电部技术职称改革领导小

组对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职称改革工作进行

了验收.同时按邮电部规定,实行专业技术

人员资质评审和职务聘任分离.８月,按照

邮电部的布置,遵照政工专业职务实施条例

要求,省邮电管理局成立政工系列专业职务

评定工作领导小组.

１９９１年１月,省邮电管理局成立政工

系列高级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６月,省邮

电管理局安排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

单位专业技术中级评审委员会开展１９９１年

度评审工作.１０月,政工系列高级职务资

格评审委员会经资质认定,张子忠等３人具

有高级政工师任职资格.

１９９３年２月,根据邮电部人事制度改

革的有关文件精神,省邮电管理局印发«邮

电人事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青海省

邮电企业内部有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

和办法.共评出经济、统计、会计、工程等系

列专业技术人员６１８人,其中,高级职务３
人,中级职务２２８人,初级职务３８７人.

１９９９年,省邮电管理局各电信企业具

有专业技术高级任职资格人员３３人,专业

技术中级任职资格人员１６５人,专业技术初

级任职资格人员２５３人.

(三)工人技术管理(技能鉴定)

１９８９年８月,省邮电管理局安排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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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开展工人技术

业务等级考核工作.邮电企业中级以上工

人的技术业务等级考核的应知部分考试安

排在各单位进行,应会部分的操作考试也在

１０月份完成.

１９９０年４月,省邮电管理局实行技师、

业务师聘任制.

１９９６年,省邮电管理局制定«青海省邮

电管理局通信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实施办法(试行)»,将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职

业技 能 鉴 定 的 机 构 设 置 方 案 报 邮 电 部.

１９９７年６月,邮电部批准成立青海省邮电

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１９９８ 年 ３
月,省邮电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报经

劳动部批准,省邮电通信行业特有工种职业

技能鉴定站正式挂牌.职业技能鉴定站制

定了«青海省邮电管理局通信行业职业技能

鉴定实施办法»«青海省邮电管理局邮电企

业技师(业务师)高级技师(高级业务师)评

聘管理办法»,组织人员对青海邮电企业原

有的１７名技师、８名业务师的任职资格进

行复审并换证.职业技能鉴定站为各州

(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分期分批培训

了考评员３８名.５月,由信息产业部劳资

司和青海省邮电管理局组织的职业技能鉴

定市话线务员开始在海南州邮电局举行,邮

电局２７名市话线务员通过职业技能鉴定.

５月２５日,信息产业部邮电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在西宁举办西北五省(区)邮电职

业技能鉴定工作人员培训班.５月底,省邮

电管理局和省劳动人事厅联合转发邮电部

和劳动部«关于对无线寻呼话务员等７个职

业(工种)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关问题

的通知».８月,邮电职业技能鉴定站在省

邮电学校举行无线寻呼话务员职业技能鉴

定,西宁地区８家寻呼台３８人应试.

(四)职工培训与在职教育

青海邮电职工的培训和教育采取３种

形式:

１．管理干部培训

省邮电管理局干部管理部门筛选优秀

青年干部送邮电部管理干部学院学习,主要

为提高这部分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掌握邮电业务知识、提高生

产管理能力,为今后选拔奠定基础.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后期,邮电部邮电管理干部学院

向全国省(区、市)邮电管理局下达招生指

标,邮电职工可以自行报名,经邮电管理干

部学院考试合格后,入学脱产学习２年,考

试合格颁发大专学历证书.部分管理干部

进入省(区、市)党校学习,学制２年,考试合

格颁发大专学历证书,也可以参加省、州

(地、市)党校组织的短期培训班,参加培训

学习.

１９９４年,省邮电管理局委托邮电部干

部管理学院为全省举办少数民族管理干部

大专班,２７人参加学习,１９９６年７月毕业.

２．职工教育与培训

各州(地、市)邮电局职工经单位同意,

可参加省邮电学校为在职职工举办的特需

专业学习班,脱产学习２年,经考试合格,取

得中专学历证书.

省邮电学校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举

办过多期邮电经济管理、邮政、电信等培训

班.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海南州邮电局有１０名

职工在省邮电学校脱产学习,占该班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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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

邮电部干部管理学院、西安邮电学院及

省邮电学校也组织短期培训班,各州(地、

市)邮电局职工也可根据需要参加这方面的

培训,以提高某个方面的工作能力.

１９９３年３月,按省邮电管理局安排,省

电信传输局选派３０名职工前往西安邮电学

院进行为期９个月的数字微波通信技术学

习,以满足西宁至格尔木４８０路数字微波通

信工程建设和数字微波设备维护需求.

１９９５年,省邮电管理局举办２期科级以上

干部微机培训班,每期１５天,共６０余人参加.

３．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省局直附属单

位自行组织的邮电业务、操作技能培训

省电信传输局举办微机操作、长途线路

设计与施工、光缆接续、光纤传输测试等多

期学习班.以提高管理人员、维护线务员的

业务素质.

(五)开展业务技术竞赛活动,促进职工

业务能力和操作技能的提高

１９８６年９月,省邮电管理局和邮电工

会组织全省邮电业务技术表演赛,全省７０
余名选手进行邮政业务、电信业务、电报、长

途线路、市话电缆等１５个项目的业务受理

及操作比赛.９月２１日,省邮电工会受省

总工会委托承办的全省职工练兵比武项目

电报通信表演赛在西宁结束,全省邮电、地

矿、气象、铁路等系统的２２名选手进行人工

收发报、电传发报表演.

１９８７年３月,邮电部组织全国农村邮

电职工“多面手”知识竞赛.省农村电话局

组织各州(地)邮电局３０５名邮电职工参赛,

参赛职工平均得分７７１分.海东地区邮电

局获邮电部颁发的组织奖.乐都县邮电局

吕德明因成绩优异,被选拔为青海省代表,４
月赴青岛参加全国比赛.

１９９２年９月,省邮电管理局和邮电工

会组织的邮电部分工种业务技术表演大赛

在西宁开赛,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

通信企业的１５个代表队、１１０名业务尖子

和技术能手参加９个工种、１４个项目比赛,

３８名选手获得表彰.１０月,省总工会组织

的全省２０万名职工、１００个工种比武活动

中,省邮电系统的２０名选手参加了４个项

目比赛,１２名参赛者获奖.

第四节　薪酬管理

　　薪酬管理即传统意义上的工资管理.

邮电行业工资由基础工资与辅助工资两部

分组成.工资管理执行邮电部规定的工资

标准及发放办法,辅助工资执行部、省规定

标准及发放办法,均按“就高不就低”原则

执行.

一、工资、辅助工资

１９８５年７月,邮电部印发«邮电企业国

营大中型企业职工工资标准实施办法»,全

国各邮电企业统一执行«邮电企业干部工资

标准»和 «邮 电 企 业 工 人 工 资 标 准».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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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邮电企业干部工资标准
表５Ｇ４Ｇ１ 单位:元

等级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工资
数额

２４９ ２３８ ２２７ ２１８ ２０９ ２００ １９２ １８３ １７５ １６６ １５８ １５０ １４２ １３４ １２６

等级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工资
数额

１１８ １１０ １０３ ９６ ８９ ８２ ７６ ７０ ６５ ６０ ５５ ５０ ４６ ４２

青海邮电企业工人工资标准
表５Ｇ４Ｇ２ 单位:元

等级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工资数额 １２６ １１８ １１０ １０３ ９６ ８９ ８２ ７６ ７０ ６５ ６０ ５５ ５０ ４６ ４２

　　青海省邮电企业按国家十一类地区工

资标准执行.同时增发以本人工资为基数、

按工作地区系数计算的青海地区补贴.

１９８６年,青海省地区补贴系数如下:西

宁、大通、湟中、湟源、民和、乐都、平安、互助

１７％;贵德、化隆、循化１９％;尖扎２８％;门

源、海晏、共和、同仁３１％;德令哈、乌兰、都

兰、祁连３５％;贵南、同德、兴海３７％;刚察

３９％;天峻、泽库、河南、都兰、诺木洪４０％;

格尔木、柴旦４９％;冷湖５２％;玉树、称多、

久治５３％;茫崖５４％;囊谦、班玛５５％;玛

沁、达日、甘德、玛多６０％;杂多、治多６２％;

曲麻莱６３％;唐古拉山乡６６％.

此外,青海邮电企业按省政府规定,向

职工发放辅助工资:外勤津贴、乡邮员津贴、

高山微波站津贴、夜班津贴等;给专业技术

人员发放书报费;给医务人员发放卫生防疫

和医疗卫生津贴;还发放１９５６年实行的牧

区物价差(按不同地区每月发放４７元、７５

元、２０７元、２５６元),１９７９年实行的牧区

副食品补贴３元,１９８５年实行的煤价补贴４
元、肉食补贴１２元、冬季取暖补贴、回族伙

食补贴及房、水电补贴等.

１９８４年,省政府规定大、中专以上学历

及专业技术人员上浮一级工资,满８年后转

为固定工资.

１９８６年,青海邮电企业沿用此工资标准

及发放办法.省邮电管理局对各州(地、市)

邮电局和各直附属单位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的

办法:１９８６年工资总额在１９８５年工资基数

的基础上,根据各单位经济效益增长水平和

增员计划等因素核定.奖金的分配也按单位

经济效益增长水平,根据省局的企业奖励基

金基数进行核定.在劳动工资计划范围内,

减人不减工资总额,超计划增人不增工资总

额,节省的工资总额可以自行安排使用.

１９８７年,省政府颁发青政〔１９８７〕０２８号

文件,实行在青工作年限补贴,每月按工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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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每年０３０元标准发放.并按工作地区发

放高原缺氧临时补贴,一类地区:西宁市、海

东农业区各县、海南州贵德县每人每月８元;

二类地区:海南州(不含贵德、兴海)、海北州

(不含刚察)、黄南州(不含泽库、河南)、海东

东部地区每人每月１５元;三类地区:果洛州、

玉树州、海西西部(柴旦、冷湖、茫崖)和刚察、

天峻、兴海、泽库、河南县每人每月２７元.

１９８８年９月,全省邮电行业劳动工资

会议在海东召开.会议讨论工资总额与企

业效益挂钩方案.会后印发了«工资总额与

业务总量挂钩方案».不具备挂钩条件的单

位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工资增长率低于挂钩

单位工资增长率.

１９８９年４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实施

专业技术职务工资,一般干部工资以１９８７
年１２月份的基本工资为准,进入最低工资

档次时,超过一个级差的,只升一级.行政

领导及按副科级以上职务管理的视察员、审

计员、检查员等和享受副科级以上待遇的人

员,兼任专业技术职务后,按邮电部规定所

担任职务中较高的标准执行.

１９８９年初,青海邮电管理局完成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４月,省邮电

管理局颁发职改字〔１９８７〕０４号文件,对达

到相应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其

工资按专业技术等级工资标准发放.１１
月,省邮电管理局制定«邮电企业工资管理

试行办法»,规定职工工资由档案工资、邮电

行业工资和本企业工资组成.工人和干部

的工资达到和超过部颁工资标准最高等级

的,除国家特殊规定,一律不再晋级.职工

在达到规定的封顶工资标准时,现有工资可

作为档案工资予以保留,其本企业工资只能

同其他职工保持相同水平.干部因职务变

动时,以档案工资(不含在青２０年晋级)与

邮电行业工资之和作为基数,进入相应职务

最低等级工资.同时,对青海省邮电职工发

放一级浮动工资,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起纳

入邮电行业工资.

１９９０年５月,根据邮电部规定,省邮电

管理局决定自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起实行年工

奖励,每年０５０元,按工龄逐月发放.

１９９１年５月,国务院关于调整粮油统

销价 格 的 决 定,发 放 粮 油 补 贴 每 人 每 月

６元.

１９９２年,青海省政府颁发青政〔１９９２〕

７２号文件,发放知识分子津贴、补贴和老职

工补贴.知识分子津贴标准为每月１３元.

知识分子补贴标准:高级技术职务每月１５
元、中级技术职务８元;在牧区工作的知识

分子按所在地区每月另增发５元或８元.

对在青海工作２０年以上的职工发放老职工

补贴,每人每月１３元;在牧区工作的老职工

按所在地区每月另增发５元或８元.根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学历浮动工

资转为固定工资的通知»,省邮电管理局按

此精神,对首批享受学历浮动工资的人员,

浮动期满８年的转为固定工资.

１９９３年,青海省政府颁发青政〔１９９３〕

２７号文件,发放每人每月８元的粮价补贴.

二、岗位技能工资

１９９３年５月,根据劳动部«关于进行岗

位技能工资试点工作的通知»,省局召开全

省邮电行业劳动工资会议.会议就实施岗

位技能工资问题进行研讨,制定岗位技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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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实施方案.６月,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全

省邮电企业岗位技能工资实施办法»,该办

法规定在中央国营邮电企业执行等级工资

制的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不含未定级人

员)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岗位技能工资由基

本工资和辅助工资２部分组成.基本工资

由岗位工资和技能工资２个单元组成,另加

地区生活补贴.停薪留职人员,暂不套改,

待其返回企业并安排实际工作后再确定.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前办理离退休手续的人员

不列入实施范围.地方国营邮电企业可参

照执行.本次调整岗位工资向苦、脏、累、险

倾斜,技能工资向知识、技术、经验、能力倾

斜.邮电职工发放的工资由岗位工资、技能

工资和辅助工资三部分组成;岗位工资、技

能工资均设置生产岗位、管理和专业技术岗

位２个系列.

(一)生产人员的岗位工资和技能工资

１．生产岗位工作划分８个类别,通信生

产岗位执行二至八岗的岗位工资标准,非通

信生产岗位执行一至七岗的岗位工资标准,

后勤服务岗位执行一至六岗的岗位工资标

准.企业按职工的生产岗位发放相应的岗

位工资.

２．技能工资划分为通信生产岗位、非通

信生产岗位及后勤服务岗位３个系列、４个

类别,技能工资分为一至十二等级.以本人

工作岗位分类,以本人的操作技能、工作年

限等为依据核定相应技能工资等级.见

下表.

青海邮电企业生产岗位分类及岗位工资标准
表５Ｇ４Ｇ３ 单位:元

岗位
类别

通信生产岗位 非通信生产岗位 后勤服务岗位
工资
标准

八
火车邮 件 押 运 员、邮 运 汽 车 驾 驶 员 (长
途)、邮件转运员、乡邮投递员、长途线务
员(驻段)

— — １５２

七
城市投递员、电报投递员、汽车邮件押运员
(长途)、电缆线务员、长途线务员(不驻段)

冲压工、熔铜工、漆包线工、电镀工、喷
漆工

— １３４

六
邮件接发员、邮件分拣员、国际话务员、邮
运汽车驾驶员(市内)、长途话务员、机线
员、市话线务员、天线线务员

锻工、车工、电焊工、热处理工、钣金
工、数控冲床操作工、拉丝工、挤塑工、
绞线工、铸字工、汽车驾驶员(生产)

司炉工 １１８

五

邮电营业员、邮政储蓄员、市话机务员、电
力机务员、机要投递员、报刊分发员、报务
员、载波机务员、长途机务员、国际报务
员、话务员、查号话务员、自动转报员机务
员、无线寻呼业务员、微波机务员、卫星地
球站机务员、传真值班处理员(维修)

钳工、拉线工、镗缸工、铣工、磨工、模
具钳工、修模工、刨工、电工、焊接机操
作员、铅字排版工、凸版印刷工、裁切
工、整机测试工、机械修理工、销售员、
氧焊工、剪板工、镗工、调漆工

汽车 修 理 工、搬 运
工、维修电工、汽车
驾驶 员 (行 政)、喷
漆(油漆)工

１０２

四
机要营业员、机要分拣员、电报机务员、无
线机务员、市话测量员

线切割工,检验工,包装工,装配工,下
料工,热工仪表,电路印刷工,电气仪
表计量检修理工,摩托车修理工,裁纸
工,载波电源测试,天车、翻斗车、叉
车、铲车等驾驶员,配谐工,有色处理
工,部件焊接测试工,丝印制版工,钻
工,烫金工,装配钳工,绕线工,空调气
泵操作工,镀锡工

泥瓦工,水暖工,厨
师,炊 事 员,木 工,
理发员

８８

３４１

上编　第五章　邮电企业管理



续表

岗位
类别

通信生产岗位 非通信生产岗位 后勤服务岗位
工资
标准

三
报刊发行员、电子信函业务员、邮政机务
员、汇兑稽核员、电信册报员、传真值班处
理员(收发)

装订工、微机操作员、库工、仓库保管
员、排版工、生产调度员、校对工

服务 员、用 户 总 机
机务 员、商 店 营 业
员、保 育 员、通 信
员、经营业务员、勤
杂工、茶炉工、清洁
工、料 账 员、绿 化
工、警卫员、电梯操
作(修理)工

７４

二
报刊零售员、集邮业务员、汇兑检查员、邮
政业务档案员

描图工、水质处理工、生产统计员

图书 管 理 员、小 总
机话务员、收发员、
库工、俱 乐 部 管 理
员、库房保管员、调
度员

６２

一 — 辅助工
文 印 员、门 卫、传
达员

５１

青海邮电企业生产岗位的技能等级分类
表５Ｇ４Ｇ４

岗位
类别

通信生产岗位 非通信生产岗位 后勤服务岗位

四类

市话机务员、长途机务员、载波机务员、
国际报务员、邮政业务档案员、微波机
务员、电报机务员、无线机务员、国际话
务员、国际邮件接发员、卫星地球站机
务员、自动转报机务员、国际邮电营业
员、电力机务员、邮政机务员、市话测量
员、国际邮件分拣员

电气仪表计量检定修理工、钣金工、整
机测试工、模具钳工、机械修理工

汽车修理工

三类

邮电营业员、邮件分拣员、报刊发行员、
无线线务员、机线员、邮政储蓄营业员、
电子信函业务员、市话线务员、长途线
务员、汇兑检查员、汇兑稽核员、集邮营
业员、电缆线务员、传真值机处理员、机
要营业员、机要分拣员、邮件接发员、电
信册报员、无线寻呼业务员、邮运汽车
驾驶员、话务员、报务员、查号话务员、
火车邮件押运员、长途话务员

汽车驾驶员(生产)、销售员、数控冲床
操作工、生产调度员、镗工、热处理工、
喷漆工、挤塑工、线切割工、印刷 电 路
工、配谐工、氧焊工、修模工、装配工、丝
印制版工、铣工、漆包线工、电镀工、部
件焊接测试工、摩托车修理工、检验工、
磨工、装 配 工、微 机 操 作 员、电 焊 工、
钳工

料账 员、厨 师、理 发 师、木
工、泥瓦工、水暖工、汽车驾
驶员、经营营业员、电梯维
修工、维修电工、用户总机
机务员

二类
报刊分发员、报刊零售员、城乡投递员、
机要投递员、汽车邮件押运员、邮件转
运员、电报投递员

冲压工,锻工,裁切工,下料工,凸版印
刷工,拉丝工,空调气泵操作工,天车、
翻斗车、叉车、铲车等驾驶员,排版工,
熔铜工,装订工,校对工,裁纸工,剪板
工,钻工,镀锡工,烫金工,铸字工,描图
工,水质处理工,绕线工,库工,仓库保
管员,生产统计员,拉线工,绞线工,刨
工,包装工,铅字排版工,焊接机操作员

炊事员,理发员,服务员,调
度员,库房保管,通信员,保
管员,警 卫 员,文 印 员,库
工,电梯操作员,小总机话
务员,茶炉工,商店营业员,
绿化工,喷漆(油漆)工,俱
乐部管理员,图书管理员,
司炉工,收发员

一类 — 辅助工
门卫、传达员、勤杂工、清洁
工、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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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邮电企业生产岗位的技能等级工资标准
表５Ｇ４Ｇ５ 单位:元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工资标准

一 正 — ４１

二
副 — ４６

正 一 正 — ５２

三
副

正

四
副

正

五
副

正

六
副

正

七
副

正

八
副

正

九
副

正

二
副

正

三
副

正

四
副

正

五
副

正

六
副

正

七
副

正

八
副

正

九
副

正

十
副

正

十一
副

正

十二
副

正

一 正

二
副

正

三
副

正

四
副

正

五
副

正

六
副

正

七
副

正

八
副

正

九
副

正

十
副

正

十一
副

正

十二
副

正

一 正

二
副

正

三
副

正

四
副

正

五
副

正

六
副

正

七
副

正

八
副

正

九
副

正

十
副

正

十一
副

正

十二
副

正

５８

６４

７０

７７

８４

９１

９８

１０５

１１２

１１９

１２６

１３４

１４１

１４９

１５７

１６５

１７３

１８１

１９０

２００

２１１

２２３

２３６

２５０

２６４

２７８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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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电企业其他生产工种与通信生产工

种对应说明:

市内开箱员———城市投递员,县内邮运

员、市内邮件转趟员———汽车(市内)邮件押

运员,邮件库房看管员、火车邮箱看管员、票

款押车员、保卫值班员、机要值班员、营业安

全值班员———警卫员,干线邮运调度员、车

辆管理安技员、通信值班员———生产调度

员,报刊组织推广员———报刊发行员,营业

服务台———服务员,工程公司基建大修———

线务员(分长途、市话)(不驻段),业务宣传

员———邮电营业员,公用电话收费员、市话

催账员、电话号簿管理员、电报派送员、册报

微机操作员———册报员,设备代维员(含测

量、安装、维修)———市话机务员,票库管理

员———三岗技能二类,邮袋管理员(含理袋、

调拨、检查、缝补)———五岗技能二类,汇兑

管理检查员———汇兑稽核员,无着邮件处理

员———业务 档 案 员,集 邮 公 司 邮 票 销 售

员———集邮业务员,投递收班员———报刊分

发员,投递管 卡 员———报 刊 零 售 员,试 线

员———用户总机机务员,定额核算员———邮

电营业员.

(二)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的岗位工资

与技能工资

１．青海邮电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

设置九个等级,其相应岗位名称及工资标准

见下表.

青海邮电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工资标准
表５Ｇ４Ｇ６ 单位:元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工资标准

九 邮电管理局局长及相当职务 １９７

八 邮电管理局副局长、总工程师、主任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及相当职务 １７６

七 邮电管理局处长、副总工程师、州(地、市)邮电局局长及相当职务 １５７

六 邮电管理局副处长、州(地、市)邮电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及相当职务 １３８

五 县(市)邮电局局长 １２９

四 邮电管理局科长、县(市)邮电局副局长及相当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１２１

三 邮电管理局副科长及相当职务 １０５

二 科员、助理工程师及相当职务 ９０

一 办事员、技术员及相当职务 ７６

　　２．青海邮电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

的技能等级设置１６个等级,正副３１个档

次,其相应技能工资标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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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邮电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技能等级工资标准
表５Ｇ４Ｇ７ 单位:元

技能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工资标准 ８７ ９５ １０３ １１１ １１９ １２７ １３５ １４３ １５２ １６０ １６９ １７８ １８７ １９６ ２０５

技能等级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工资标准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２１５ ２２７ ２３９ ２５３ ２６８ ２８４ ２９９ ３１５ ３３１ ３４７ ３６３ ３８０ ３９５ ４１３ ４３０ ４４７

　　(三)省政府地区补贴系数(１９９３年５月)

西宁２５％;大通、湟中、湟源、民和、乐

都、平安、互助２６％;循化２８％;化隆、贵德

３１％;尖 扎 ３６％;门 源、海 晏、共 和、同 仁

３９％;乌兰、都兰、德令哈、祁连４３％;兴海、

同德、贵南、都兰诺木洪４８％;刚察、天峻

５０％;泽库、河南５５％;格尔木、柴旦５７％;

冷湖６０％;茫崖、玉树、称多、久治、囊谦、班

玛６３％;玛沁６８％;甘德、达日、治多、杂多

７０％;玛多、曲麻莱７２％;唐古拉山乡７５％.

(四)企业辅助工资

青海省邮电企业每月发放的辅助工资:

学历或专业技术职务浮动工资、在青工龄补

贴(每年０５０元)、高原缺氧临时补贴(按地

区为２７元、１５元、８元)、知识分子津贴(１３
元)和知识分子补贴(高级１５元、中级８元,

牧区另加５元、８元)、老职工补贴(西宁市和

农业区１３元,牧区另加５元、８元);班组长津

贴、高山微波站津贴(海拔２５００米以下０８０
元/日、２５００~３０００米１１０元/日、３０００米以

上１３０元/日)、乡邮员长途线务员机线员外

勤津贴(一类区０８０元/日、二类区１１０元/

日、三类区１３０元/日)、驻段线务员津贴

(１５０元/日)、火车汽车押运员、长途邮运汽

车驾驶员(４元/日)、天线线务员(１２元/月)、

通信工程施工人员参照长途线务员执行;生

产岗夜班津贴(２２时~８时每小时０２０元)、

值夜津贴(１元/日),技师和业务师技术津贴

(２０元/月);肉价补贴(１２元/月)、煤价补贴

(４元/月)、粮价补贴(８元/月)、牧区副食品

价格补贴(３元/月)、牧区物价差额和四定补

贴(按地区为４７元/月、７５元/月、２０７元/

月、２５５元/月);房租补贴(凭据核报)、水费

补贴(３元/户月)、电费补贴(１０度电价)、

回族伙食补贴(５元/月)、小伙食补贴(５元/

月);服务年限奖(按工作年限计算,每年１
元)、生产奖.该辅助工资自１９９３年７月１
日执行,原由省邮电管理局青邮劳字〔１９８９〕

１９４号文规定的邮电外勤津贴、误餐补贴、伙

食补贴、夜班津贴、值夜津贴、高寒津贴、艰苦

台站津贴及劳保补助、年功奖励和指定转口

局的重件提成费等停止执行.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省邮电管理局下发«关

于贯彻邮电部‹关于１９９６年邮电企业工资

工作的通知›的实施细则»,按邮电部的要

求,对１９９６年９月３０日在册且已实行岗位

技能工资的职工,通过劳动态度、工作业绩

的考核,上调技能类别工资;并对部分岗位

类别和技能类别予以调整,增设了一些类

别,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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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企业生产人员岗位等级工资调整标准
表５Ｇ４Ｇ８ 单位:元

岗位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工资标准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７０ １９０ ２１０ ２３０ ２５０

邮电企业生产人员技能等级工资调整标准
表５Ｇ４Ｇ９ 单位:元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六类 工资标准

一 正 — ９０

二
副 — １００

正 一 正 — １１２

三
副

正
二

副 — １２４

正 一 正 — １３６

四
副

正
三

副

正
二

副 — １４８

正 一 正 — １６０

五
副

正
四

副

正
三

副

正
二

副 — １７２

正 一 正 — １８４

六
副

正
五

副

正
四

副

正
三

副

正
二

副 — １９６

正 一 正 ２０９

七
副

正
六

副

正
五

副

正
四

副

正
三

副

正
二

副 ２２２

正 ２３５

八
副

正
七

副

正
六

副

正
五

副

正
四

副

正
三

副 ２４８

正 ２６１

九
副

正
八

副

正
七

副

正
六

副

正
五

副

正
四

副 ２７４

正 ２８７

十
副

正
九

副

正
八

副

正
七

副

正
六

副

正
五

副 ３００

正 ３１３

十一
副

正
十

副

正
九

副

正
八

副

正
七

副

正
六

副 ３２６

正 ３４０

十二
副

正
十一

副

正
十

副

正
九

副

正
八

副

正
七

副 ３５４

正 ３６８

十三
副

正
十二

副

正
十一

副

正
十

副

正
九

副

正
八

副 ３８２

正 ３９６

十四
副

正
十三

副

正
十二

副

正
十一

副

正
十

副

正
九

副 ４１０

正 ４２４

十五
副

正
十四

副

正
十三

副

正
十二

副

正
十一

副

正
十

副 ４３８

正 ４５２

十六
副

正
十五

副

正
十四

副

正
十三

副

正
十二

副

正
十一

副 ４６６
正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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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六类 工资标准

十七
副

正
十六

副

正
十五

副

正
十四

副

正
十三

副

正
十二

副 ４９６

正 ５１１

十七
副

正
十六

副

正

十七
副

正

十五
副

正

十六
副

正

十七
副

正

十四
副

正

十五
副

正

十六
副

正

十七
副

正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副 ５２６

正 ５４１

副 ５５６

正 ５７１

副 ５８６

正 ６０１

副 ６１６

正 ６３２

副 ６４８

正 ６６４

邮电企业管理与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等级工资调整标准
表５Ｇ４Ｇ１０ 单位:元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工资标准

九 邮电管理局局长及相当职务 ３２０

八 邮电管理局副局长、总工程师、主任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及相当职务 ２９０

七 邮电管理局处长、副总工程师、州(地、市)邮电局局长及相当职务 ２７０

六 邮电管理局副处长、州(地、市)邮电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及相当职务 ２５０

五 县(市)邮电局局长 ２４０

四 邮电管理局科长、县(市)邮电局副局长及相当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２３０

三 邮电管理局副科长及相当职务 ２１０

二 科员、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助师”及相当职务 １９０

一 办事员、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员”及相当职务 １７０

邮电企业管理与专业技术职务技能等级工资调整标准
表５Ｇ４Ｇ１１ 单位:元

技能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工资标准 １６０ １７２ １８４ １９６ ２０９ ２２２ ２３５ ２４８ ２６１ ２７４ ２８７ ３００ ３１３ ３２８ ３４０

技能等级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工资标准 ３５４ ３６８ ３８２ ３９６ ４１０ ４２４ ４３８ ４５２ ４６６ ４８１ ４９６ ５１１ ５２８ ５４１ 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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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技能等级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工资标准 ５７１ ５８６ ６０１ ６１６ ６３２ ６４８ ６６４ ６８０ ６９６ ７１２ ７２８ ７４４ ７６０ ７７６ ７９２

　　三、企业等级工资

１９９７年８月,根据邮电部«关于实施通

信企业分等分级工作的补充通知»精神,经

认真测评,省邮电管理局制定了«青海省邮

电通信企业分等分级实施细则»,全省通信

企业职工按其所在企业的等级执行相应的

等级工资.其中省局机关(含省移动通信

局)执行三级局工资标准;西宁市邮政局、电

信局,以及省邮政运输局、省电信传输局、省

储汇发行局与省电话号簿公司执行三等二

级局工资标准;海东地区邮电局执行三等四

级局工资标准;格尔木市邮电局执行四等三

级局工资标准;海西州邮电局、大通县邮电

局以及省局直属的工业、施工、供销、科研、

规划设计、医疗、学校及劳动服务公司执行

四等四级局工资标准;海南州、海北州、黄南

州、玉树州、果洛州邮电局执行四等五级工

资标准.

各邮电企业(分等分级)的工资标准见

下表.

邮电企业管理岗位等级工资系数
表５Ｇ４Ｇ１２

类别 岗位名称 系数

一 办事员、初级技术职务及相当职务 ０９

二 科员、助师、副科长、县局副局长及相当职务 １

三 科长、县局局长、中级技术职务及相当职务 １１

四 副处长、州(地、市)邮电局副局长、高级职务及相当职务 １２

五 处长、州(地、市)局长、管局副总及相当职务 １３

六 管局副局长、省工会主席、总工、主任级高工及相当职务 １４

七 邮电管理局局长 １５

邮电企业生产岗位等级工资系数
表５Ｇ４Ｇ１３

岗位分类 岗位名称 系数

二 报刊零售员 ０５

三 集邮业务员、电子信函业务员 ０６

四 邮政业务档案员、汇兑员、报刊发行员、邮政机务员 ０６

五 邮电营业员、报务员、话务员 ０７

六 邮件押运员 ０７

七 高级邮电业务营销员、投递员(城镇)电报、机要投递员 ０８

八 投递员、转运员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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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邮电企业等级工资标准
表５Ｇ４Ｇ１４ 单位:元

等级

名称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管理局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６０ — — — —

一等局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６０ １４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二等局 １９０ １７０ １５０ １３０ １１０ ９０ ７０

三等局 １８０ １６０ １４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四等局 １７０ １５０ １３０ １１０ ９０ ７０ ５０

五等局 １６０ １４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六等局 １５０ １３０ １１０ ９０ ７０ ５０ ３０

说明:自１９９７年４月起,省邮电管理局各邮电企业在工资发放表中增列等级工资单元,按相对应的等级局工资标准乘以

职工所在岗位系数为职工发放等级工资.

　 　１９９７ 年,全 省 邮 电 职 工 工 资 共 计

１０９５７６万元,同比增长１３５％.其中中央

国有及地方国有分别为 １００３４８ 万元及

９２２８ 万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１２２％ 及

３０３％.实现了工资总额增长低于业务收

入增长率和人均工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总体要求.

１９９８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对劳动合同

制职工实行工资性补贴.凡是与全省各邮电

单位正式签订了有效劳动合同的原固定职

工、合同制工人享受工资性补贴.补贴标准

为本人标准工资(学徒为生活费)的１５％.

标准工资包括岗位工资、技能工资、学历浮动

工资、企业浮动工资、企业等级工资、地区工

资补贴.邮电企业劳动合同制职工的工资性

补贴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劳动合同

制职工的工资性补贴部分列入工资总额,各

单位年终工资总额不得超过省局下达的工资

总额控制数.劳动合同制职工的工资性补贴

暂时统计在物价补贴项内.

１９９９年７月,省邮电管理局根据中国邮

电电信总局劳资〔１９９９〕１２８１号文件要求,对

电信企业工资作调整:调整部分工种的岗位

类别,取消生产八岗,将城乡电报投递员、长

途线务员并入六岗;软件开发员调为七岗;生

产岗位工资标准从１１０~２５０元调整为１５０~

３６０元,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工资标准从

１７０~３２０元调整为３００~１４９０元;取得专业

技术职称并被单位聘用的人员,岗位类别按

新的岗位工资标准执行;新参加工作人员定

级前按下列标准执行:熟练期３００元,学徒第

一年３００元、第二年３２０元、第三年３５０元,

技校毕业生３５０元;离岗上学及离岗退养人

员按规定执行新的岗位工资标准.

四、绩效工资

１９８５年,青海邮电企业按标准工资的

１２％发放奖金,人均奖金额２０５元.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各邮电企业对奖金的

分配采用出勤、工效综合评分办法按科级机

构、班组、个人逐级进行考核,按考核得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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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配奖金.邮电工业企业如省电信器材

厂实行向计件工资过度的分配制度,各州

(地、市)邮电局实行拿出部分工资加奖金的

浮动的考核办法,部分基层邮电所、邮路及

集邮、杂志零售等工种实行承包经营模式.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省邮电管理局颁发«青海

省邮电企业岗位奖励试行办法»,邮电企业员

工按职务工种实行岗位奖励,其标准见下表.

青海邮电企业岗位奖励发放标准
表５Ｇ４Ｇ１５ 单位:元

岗位序号 奖金标准 职务工种范围

１ ３５元 省局局长

２ ３０元 州(地、市)局长(处级)、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３ ２５元 县局长(科级)、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技师

４ ２１元 高级工、助理级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管理１０年以上人员

５ １８元 中级工、员级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管理１０年以下人员、从事辅助１０年以上人员

６ １５元 初级工、从事辅助１０年以下人员

　　１９９９年,青海邮电企业发放的奖金数额

约为标准工资的２８％,人均奖金额３７００元.

１９９９年,青海邮电企业职工(电信)工资

总额为７２０１９万元,人均２３８万元.

五、各类保险、劳动保护

(一)养老、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１．职工养老保险管理

１９８８年９月,省邮电管理局根据国务院

«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省政府«关于印发改革劳动制度

四个规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及省劳动人事

厅«关于印发青海省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

老保险基金有关问题解答的通知»要求,将各

邮电企业推行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邮电

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保险基金由所在单位及

个人共同缴纳,各邮电企业建立单位和个人

养老保险基金账户,按月提取和缴纳职工养

老保险金,并实现离退休费用行业统筹.该

工作由省局劳资处计算、统计,由财务处办理

财务手续.

１９９０年６月,为加强职工养老保险工作

管理,省邮电管理局成立离退休费用统筹办

公室,挂靠省局劳资处,编制２人.

１９９２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将离退休费

用统筹办公室更名为养老保险基金办公室.

省邮电管理局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和邮电部«邮电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暂

行办法»,印发了«青海省邮电企业补充养老

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实施细则».

１９９４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执行部、省

职工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办

法,职工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承担,职工调动

可转移、退休可一次性支取.

１９９７年５月,省局养老保险办公室改称

社会保险办公室.负责贯彻执行邮电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有关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

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及职工储蓄性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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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管理.

１９９８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自１月

１日起,邮电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基金全省集

中上缴.７月,邮电分营财务分账,省邮电管

理局建立健全电信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

１９９９年９月,省邮电管理局组织省邮政

局、省移动通信公司、省国信通信有限公司联

席会议,将邮电行业职工养老保险行业统筹

管理工作移交地方政府管理.移交后,各邮

电企业人事部门负责职工养老保险管理及各

种保险基金向地方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拨付,

地方政府养老保险管理机构负责职工个人养

老保险金的发放.

２．养老、医疗、公积金缴纳办法及标准

(１)养老保险

１９９３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根据邮电部

«关于邮电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的通知»,职工养老保险金实行由国家、企

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办法,暂按下列标准缴

纳:基本工资不足１００元的缴纳１元;１０１~

２００元的缴纳２元;２０１~３００元的缴纳４元;

３０１~４００元的缴纳６元;４０１~５００元的缴纳

８元;５０１~６００元的缴纳１０元;６０１元以上的

缴纳１５元.

１９９９年１月,省邮电管理局按青海省职

工平均工资的３００％为基数缴费;职工个人

以上年月平均工资的５％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

(２)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

保险

１９９２年,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和邮电部«邮电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暂

行办法»,省邮电管理局制定«青海省邮电企

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实施细则»,自１月起,职工每月按工龄缴纳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金,企业每月按同等标

准为职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金,职工办理离

退休手续时,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月缴纳标准:

０≤连续工龄＜５　缴纳２元

５≤连续工龄＜１０　缴纳４元

１０≤连续工龄＜１５　缴纳６元

１５≤连续工龄＜２０　缴纳９元

２０≤连续工龄＜２５　缴纳１２元

２５≤连续工龄＜３０　缴纳１５元

３０≤连续工龄＜３５　缴纳１８元

连续工龄≥３５　缴纳２２元

１９９６年１月,省邮电管理局提高个人储

蓄性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缴纳标准,按

档依次为５元、１０元、１５元、２０元、２５元、３０
元、３５元、４０元.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省邮电管理局调整个人

储蓄性养老保险与补充养老保险缴纳挂钩比

例为１∶４,即职工按标准缴纳储蓄性养老保

险金,企业按该标准的４倍为职工缴纳补充

养老保险金.

１９９８年８月,省邮电管理局调整个人储

蓄性养老保险与补充养老保险缴纳挂钩比例

为１∶６.

(３)医疗保险

１９８６年,全省邮电企业职工实行公费

医疗.

１９８８年,卫生部、财政部颁布«关于公费

医疗管理办法的通知»,对公费医疗开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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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１３种自费项目进行了说明.１９９０年,

省邮电管理局实行以工龄为依据增加医药费

基数的“医药费包干使用办法”.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

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自１９９９年

起,邮电企业公费医疗制度转变为社会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医疗费由用人单位和职

工共同承担,个人按工资基数２％比例按月

缴纳医疗保险金、单位按６％缴纳,基本医疗

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１９９９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做出«关于

铁路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

知»,铁路职工由公费医疗转为社会化基本医

疗保险.

(４)住房公积金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西宁市住房制度改革领

导小组批准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西宁地区邮

电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同意全省邮

电企业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职工个人与单

位各按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数额的８％缴

纳住房公积金,进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２００１年２月,省住房委员会以青房委函

〔２００１〕４号文件批准,从２０００年１月开始,全

省电信职工住房公积金单位补贴缴纳部分的

比例由８％上调为１２％,个人缴纳８％的比例

维持不变.至此,进入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

账户的比例为职工上年度年收入的２０％.

(二)劳动保护

１９８６年,省邮电管理局执行国务院和省

政府关于劳动保护用品发放标准和范围的统

一规定,由各邮电企业给本单位的线务员、机

务员、汽车驾驶员、押运员等各工种生产工人

按其工作性质分别发放工作服、大褂、工作

帽、手套、口罩、毛巾、胶鞋、雨衣、草帽、防护

眼镜、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并根据各

州、县海拔高度和寒冷程度,分三类定期给职

工发放皮大衣、皮帽、毡靴、棉皮鞋、皮手套等

防寒服装.

１９９６年,制定了«青海省邮电企业职工

个人劳保用品发放标准实施细则»和«青海省

邮电通信企业人员着装实施细则».

六、离退休待遇

(一)养老金标准

按国家相关规定,青海邮电企业职工到

达退休年龄(男性６０岁、女性５５岁)办理退

休手续时,本人为干部编制的,其参加工作时

间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之前的称为离休,之

后的称为退休;本人为工人编制的均称为退

休.离退休金由企业直接发放给离退休

人员.

１９８６年,青海邮电企业职工离退休时,

按照省政府规定,以本人离退休时的工资数

额为基数,以本人的工作年限和工作表现核

定离退休金发放比例.工作年限在４０年以

上,离退休金按１００％发放,最低按７０％发

放,部、省级劳动模范,可增发５％.

１９８８年,国务院改革劳动制度,养老保

险基金由单位及个人共同缴纳,养老保险基

金的统筹从企业负担转为企业和个人共同

承担.

１９９０年８月,省邮电管理局从老干部特

需经费和公用经费中各提取６元,为离退休

人员发放生活补贴.

１９９３年,省邮电管理局为退休职工发放

一次性生活补贴１００~２００元,为离休职工增

发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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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上调离休人

员及遗属生活补助费标准.离休人员由１５０
元增至３００元,对无生活来源的遗属发放基

本生活补助,有子女的每人每月８０元,无子

女的每人每月１２０元.

１９９６年,省 邮 电 管 理 局 根 据 邮 电 部

〔１９９６〕１１７８号文件规定,上调１９９６年９月

３０日前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离休人员: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每月增

加基本养老金１１０元;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前参

加革命工作的,每月增加９０元;１９４９年９月

３０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每月增加７０元.

退休人员: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参加工作的,

每月增加６５元;１９９３年６月３０日前退休,每

月增加６０元;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后退休,每月

增加５０元.

１９９７年７月,根据邮电部规定,上调离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本人连续工龄每满一

年每月增加１元.离休人员:抗日战争前参

加革命人员,每月增加１２０元;抗日战争中参

加革命人员,每月增加９０元;解放战争中参

加革命人员,每月增加６０元.退休人员:

１９８５年６月３０日前退休,每月增加５０元;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退休,每月增加４０元;

１９９４年６月３０日前退休,每月增加３０元;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后退休,在计入工龄后,其月

基本养老金低于４８０元的,每月增加２０元.

１９９８年７月,对上述人员调整基本养老

金.离休人员: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工作人

员,每月增加１２０元;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工

作人员,每月增加９０元;解放战争中参加革

命工作人员,每月增加６０元.退休人员:

１９９２年前退休人员,每月增加４０元;１９９２年

１月至１９９４年６月退休人员,每月增加２０
元;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后退休人员,其月基本养

老金低于６５０元的,每月增加２０元,６５０~

６７０元的补齐到６７０元,高于６７０元的不再

增加.

据统计,全省邮电职工月离退休金平均

数额,１９９６ 年 为 ６９３７０ 元/人;１９９７ 年 为

８０６７８元/人,退职人员收入４８３３元/人.

(二)护理费及配偶补助

从１９９５年７月起,对１９４３年１月１日

至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期间参加革命工作未享

受护理费的离休干部发放护理费.第一、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离休

干部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年满７０
周岁的离休干部每人每月发放护理费补贴

４９元;对去世离休干部无工作、有子女的配

偶发放生活补助费每人每月１７０元,无工作、

无子女的每人每月２６０元,并按规定享受青

海省煤、粮、肉、副食品及价格补贴等合计

２９８０元.

(三)离退休管理

１９８６年２月,省邮电管理局成立老干部

管理处,负责对离退休干部和机关退休职工

的管理与服务.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省局

直附属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由原单位管理.

１９８８年４月,老干部处撤销,老干部管理工

作由人事处承担,老干部服务由机关事务处

承担.１９８９年１月恢复老干部管理处及

职能.

１９９５年,全省邮电职工离退休管理机构

为“一处、四科、一所”,即省局离退休人员管

理处,西宁市邮政局、西宁市电信局、省电信

传输局、省邮政运输局离退休管理科及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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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宁市南川水磨的省邮电职工休养所.共

配备专职干部２０人,兼职干部１３人;配备汽

车８辆,其中离退休管理处３辆,市邮政局、

市电信局、省电信传输局、省邮电学校、海东

地区邮电局各１辆;有邮电离退休干部活动

室１１处,总面积９３３４平方米.

为使离退休人员晚年生活丰富充实,按

照邮电部规定拨给的活动经费多次调整.

１９９６年,离休干部公用经费标准由原来

的每人每年３５０元调整为５００元.

１９９９年,离休干部活动经费为每人每年

８００元,退休局级干部每人每年５００元、处级

以下干部每人每年３００元,退休工人由省局

暂定为每人每年３０元.此经费的８０％作为

公用经费,用于订阅报刊、购买图书、召开座

谈会、开展文体活动以及节假日探望等开支,

２０％作为特需经费,用于离退休干部的特殊

困难补助.

(四)离退休职工住宅

青海高寒缺氧、交通不便、工作生活条件

比较艰苦.１９８８年,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市

逯家寨省邮电职工休养所建设牧区退休职工

住宅楼２栋,８０套住房,建筑面积４４００平

方米.

１９９６年６月,省邮电管理局拨专款解决

逯家寨邮电职工休养所生活用水困难,整修

供电线路,并新建了老年活动室.１０月,省

邮电管理局决定在沈家寨原电线厂土地,修

建６栋２８８套住宅,解决从牧区退休的邮电

职工的安置问题,１９９９年建设竣工.

至１９９８年６月底,全省邮电系统共有

离休干部１９１人,其中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

４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５０人,解放

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１３７人;离休时待遇为

局级干部的４人,离休时为一般干部、享受

局级待遇的２８人,享受处级待遇的１１５人;

在省外安置６３人.共有退休干部１００２人,

其中厅级干部５人,处级干部６３人,科级干

部２２４人,一般干部７１０人.其中省内居住

６８０ 人,省 外 居 住 ３２２ 人. 退 休 工 人

１６２８人.

１９９７年,省邮电管理局离退办和省电

信传输局离退办被评为全国邮电离退休干

部工作部门先进集体.

第五节　财务管理

　　省邮电管理局及各州(地、市)邮电局分

别为一、二级核算单位.省邮电管理局负责

对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的经营状

况及财务指标的综合考核,并向邮电部上报

综合性报表.州(地、市)邮电局负责本局

(含县局)的财务会计工作,自行制定对各县

级邮电局的考核管理办法,并按规定向省邮

电管理局上报综合性报表.各县邮电局为

报账单位,设１名会计负责财务会计工作、１
名出纳负责流动资金管理.

一、制度与核算

１９８６年初,省邮电管理局设计划财务

处.１９９０年１０月,计划财务处更名为经营

计划财务处.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经营计划财务

处更名为财务处.１９９９年称为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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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制度

１９８６年,省 邮 电 管 理 局 执 行 邮 电 部

１９８０年颁发的«邮电通信企业会计制度»,

对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邮电单位按

４个专业分别核算收支差额.邮电一级干

线新增会计核算,单独设账和报表.省电信

器材厂和青海电线厂执行«邮电工业会计制

度».

１９９３年,邮电部财务司根据国家颁布

的新财务会计制度,对邮电企业的财务制度

做出修改.会计科目由原来的资金占用和

资金来源两大类改为按资产、负债、所有权

益和损益划分为四大类;新的财务会计制度

将各类邮电通信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规范

化和统一化;提高固定资产折旧标准,改革

固定资产折旧办法,在一定范围加速折旧,

通信线路设备由提取线路改造基金改为提

取折旧;改革旧的会计平衡公式,即: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实行制造成本法,改变

成本费用核算办法;新会计制度以邮政、长

途电信和市内电话３个专业作为成本核算

对象.

１９９７年７月,财政部实行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化管理,邮电部制定了«邮电部门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实施细则»和«邮电部门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考核标准»,通知各省

(区、市)邮电管理局试行.青海省邮电管理

局成立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领导小组,

要求各通信企业认真按部制定的«实施细

则»和«考核标准»实施.

１９９９年,省 邮 电 管 理 局 制 定 对 各 州

(地、市)邮电局按收支差额计划缴拨款的核

算办法.

(二)财务管理

１９８６年１月,省邮电管理局举办的邮

电通信企业普查工作会议闭幕.省邮电管

理局普查领导小组成员、普查办公室、各州

(地、市)邮电局、县邮电局、省局直属通信企

业、机关处室普查员９０人参加会议.会议

贯彻邮电部南京普查会议精神,学习掌握普

查报表填报方法,安排省内各邮电通信企业

进行固定资产普查,邮电部普查办公室派员

到会指导.７月,省邮电管理局举办邮电统

计培训班,为期４０天.省局财务处、邮政

处、电信处、农话处、基建处、人事教育处抽

调专业人员,对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

属单位学员就统计管理学、邮电业务量及产

品量统计、邮政、电信、农话、基建等业务统

计内容和方法进行培训.

１９８７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对所属企

业实行经营责任制,省局财务处为此提出经

营责任制经济挂钩办法的实施意见及财务

分配中实行的“利润基数”“上缴利润基数”,

通过研究、测算,核定各州(地、市)邮电局及

直附属单位的各项财务指标的数额与考核

办法.

１９８８年９月,全省邮电财务工作会议

在海东地区邮电局召开.会议学习有关专

用资金管理办法,交流会计决算、财务快报

工作经验,对财务工作先进单位进行表彰

奖励.

１９８９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成立财务

检查和业务检查办公室,负责全省邮电财

务、业务检查指导及管理,该办公室挂靠省

局财务处,编制１人.４月,省邮电管理局

对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开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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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法规大检查,检查内容为统计人员配置情

况、原始统计记录是否健全、登记是否完

整等.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省邮电管理局成立省邮

电管理局计算中心,编制４人,由经营计划

财务处管理,主要负责省局机关处室计算机

应用技术的推广工作.１１月,省邮电管理

局召开电话会议,安排部署邮电通信企业固

定资产清查和物价检查工作.

１９９１年２月,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固

定资产管理纳入省局对各州(地、市)邮电局

承包经营责任制考核内容.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省邮电管理局印发«全

省邮电职工出差住宿标准»,原标准废止.

１９９６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印发«青海

省邮电企业实行会计电算化替代手工记账

审批办法»,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各

通信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逐步进入应用计

算机处理的新时代.１０月,省邮电管理局

印发«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资金调度服务中心

资金调度管理若干规定»«青海省邮电管理

局资金调度存款管理办法»«青海省邮电管

理局资金调度借款管理办法»«青海省邮电

管理局资金调度服务中心会计核算办法».

１９９７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举行全省

邮电企业财务科长业务知识考试.

１９９８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部署邮政、

电信分营工作,财务部组织全省各相关邮电

企业的财务人员将固定资产清查、分离,财

务账目分离、登记等诸多事务在年底前全部

完成,保证邮、电分营进程如期进行.同年,

无线寻呼从省邮电管理局剥离出去,交给新

成立的青海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

组织全省各相关邮电企业的财务人员完成

固定资产清查、分离,财务账目分离、登记等

工作.

１９９８年邮电分营后,对海南、黄南、果

洛、玉树州邮电局实行州、县核算一体化.

１９９９年３月,按邮电部电信总局财务

部〔１９９９〕１５３号传真电报的通知要求,省邮

电管理局安排全省财务管理体制及相关问

题的调查工作.７月,移动通信业务从省邮

电管理局剥离,交给新成立的青海移动通信

公司,财务处组织全省各相关邮电企业财务

人员将固定资产清查、分离,财务账目分离、

登记等诸多事务在８月底前全部完成.

(三)核算办法

邮电通信属全程全网性质,执行邮电部

制定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业务收入结算

办法及结算价格.

１９８７年,省邮电管理局承包经营责任

制核算方法规定,税后利润按定额上缴,超

额部分“一九”分成(上缴省局１０％,企业自

留９０％).

１９８９年,邮电部制定全国统一的邮电

通信结算单价,作为企业计算自有收入的依

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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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通信产品结算单价
表５Ｇ５Ｇ１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国内产品价格(元) 国际产品价格(元)

出口平常函件 件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３８６

进口平常函件 件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３７６

转口平常函件 件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１８４

出口给据函件 件 ０１３６５ ０２３７３

进口给据函件 件 ０１１５７ ０１４５

转口给据函件 件 ００４３１ ０１０８１

出口包件 件 １０９８４ ４３９４７

进口包件 件 １３５６２ ４０８６５

转口包件 件 ０４３８８ １１５３９

出口汇票 张 ０４２７５ —

进口汇票 张 ０４６３５ —

出口报纸 份 ０００１６ —

进口报纸 份 ００１７４ —

出口杂志 份 ０００５８ —

进口杂志 份 ００７２９ —

出口邮政快件 件 ０３４１３ —

进口邮政快件 件 ０２８９３ —

转口邮政快件 件 ０１０７９ —

出口特快邮政快件 件 ２９１５７ ５７４５

进口特快邮政快件 件 ２７０７６ ５３３５

转口特快邮政快件 件 ０７６４４ １５０６１

出口机要文件 件 １００２９ —

进口机要文件 件 １５７８３ —

转口机要文件 件 １３９６６ —

铁道邮运 袋公里 ０００２７ —

集装箱邮运 袋公里 ０００４１ —

车船邮运 袋公里 ０１０７ ０００３２

航空邮运 袋公里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２２

转运邮运 袋 ０３７９８ ０９２６３

出口电报 份 ０５６０７ １４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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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国内产品价格(元) 国际产品价格(元)

进口电报 份 ０５４５５ １０５４５

转口电报 份 ０２２６７ ０７７２

出口用户电报 份 １３２５４ １４４８７

进口用户电报 份 ０８４２３ ０９９５６

转口用户电报 份 ０４０５４ ０６０５５

出口传真 份 ６８６４８ ８７９５１

进口传真 份 ８９７９０７ １０９９１７

出口长话 张 ０２９７８ １５７６８

进口长话 张 ０１７５２ １９２６２

转口长话 张 ０２２７５ ２２３７６

出口长途会议电话 张 １３４６１４ —

进口长途会议电话 张 ２４７２２８ —

转口长途会议电话 张 ２４９４９５ —

载报电路 路日 ４３７９３ —

载话电路 路日 ２３２８６ —

载话超转电路 超日 ２０２５８９ —

增音电路(６０路下) 部日 ３３７９９７ —

增音电路(６０路上) 架日 ３０４１９７１ —

微波中继电路 站波道 ５４８１４２１５４ —

架空明线 线对公里 ２７８９１７ —

长途杆路 杆程公里 ８８６０７６８ —

同轴电缆(八管) 沟公里 １２５３４４８ —

同轴电缆(四管) 沟公里 ８５２３４４６４ —

其他电缆 沟公里 ４７６３１０２４ １７３０２４０５５

进局电缆 皮长公里 ２５０６８９６ —

无线发信 千瓦时 ９１９３９ ３２１５

无线收信 部小时 ２２６６６ ２１６５４３

卫星电视信道 小时 ４８９４２３６ ９６１８０６６

卫星电报电路 路日 ４３３５４ ６１０１７

卫星电话电路 路日 ４１１１７１ ５７８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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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４年１月,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

管理水平,企业内部再分配更趋合理,以调

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和增强企业活力

等,邮电部决定对全国邮电企业实行新的经

济核算制度.新制度对全网通信业务收入

采用按结算系数进行分配,取消原来按产品

量、成本差异系数和增收提留分配办法;结

算系数为结算收入与全网业务收入之比,经

过对各局测定,确定采用各自不同的结算系

数(全省使用一个报刊发行结算收入计算系

数,其公式为报刊发行结算收入＝报刊业务

收入×９７２９％×１５６５１);各局自有收入计

算公式为企业自有收入＝(全网业务收入＋
对方付款收入—长市结算收入)×结算系

数＋市话业务收入＋邮政储蓄业务收入＋
同城特快专递业务收入＋报刊发行结算收

入＋集邮业务收入＋设备出租代维及其业

务收入＋长市结算收入＋其他补贴.

(四)资金管理

１９８６年,省邮电管理局对各通信企业

资金管理采用收支差额管理,收支两条线.

１９８８年４月,为管好用活企业内部资

金,充分发挥其使用效果.省邮电管理局成

立全省邮电资金调度中心,将邮电系统内各

单位暂不使用的建设资金集中到该中心.

中心资金用于拆借,实行有偿使用.

１９９４年,省邮电管理局根据邮电部文

件及邮电通信企业会计制度先后制定了«青

海省邮电企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办法实施

细则»«青海省邮电企业资金管理考核办法

实施细则»«青海省邮电企业集中资金管理

办法»«技术改造资金会计核算办法»«青海

省邮电企业大修管理办法»及«青海省邮电

企业技术开发费使用管理办法»,印发各州

(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执行.这些办

法的实施,对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水平、提高

资金利用率和经济效益起到积极作用.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省邮电管理局印发«青

海省邮电管理局资金调度服务中心资金调

度若干规定»«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资金调度

存款管理办法»«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资金调

度借款管理办法»及«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资

金调度服务中心会计核算办法»４个文件.

二、财务收支情况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财务

完成情况见下表.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财务完成情况
表５Ｇ５Ｇ２

年份
中央国营(万元) 地方国营(万元)

业务总量 业务收入 收支差 业务总量 业务收入 收支差

１９８６ １６８８６ ２１０５７ －１１０７５ １７７６ １５６２ －１０２１

１９８７ １８１８２ ２３７５８ －１２５７９ ２０４４ １８２３ －９４９

１９８８ ２２３９２ ３１４９７ －１４８５５ ２４０６ ２９６５ －９０７

１９８９ ２７１６９ ４００８６ －１２７５６ ２６１６ ５００４ －２３２

１９９０ ３１０３１ ４６８３９ －１８５５７ ３５３６ ５２７３ －２６１

１９９１ ５７６６２ ５８６６５ －１５４６８ ４５７１ ５７３７ －７６３

１６１

上编　第五章　邮电企业管理



续表

年份
中央国营(万元) 地方国营(万元)

业务总量 业务收入 收支差 业务总量 业务收入 收支差

１９９２ ６９８７４ ７１８５ －２３１７ ５２１８ ６３１７ －１１８２

１９９３ ８９４１６ ９６０３７ －４７３５４ ５９９４ ６９３５ －１２３５

１９９４ １０９３１３ １１２５９ －７３７８ ６６０２ ７６８２ －２１３７

１９９５ １４８５０７ ２１３２４３ －１５４１３３ ７４４４ ９２２８ －４３１６

１９９６ ２２９４６２ ２３６１０３ －１４９５４３ — １２２４５ －５０５６

１９９７ ３１３７３８ ３５７９８５ －１７０５３３ — １７３２７ －１２２５

１９９８ ４６０００４ ５４８３８１ －１７５５８９ — ２０１０ －６５６

１９９９ ３１５１０７ ４１５６６９ －１５４８２２ 本年统计数据无邮政业务量与收入

说明:１．１９９５年后,地方国营业务总量未单独计算.
２．１９９８年业务总量含邮政４８９９万元、业务收入含邮政８９１１８万元.
３．１９９９年业务总量仅为电信业务总量,地方国营财务未单独计算.

　　１９８５年底,青海邮电中央国营企业业

务总量１４７４４万元,业务收入２０４０９万

元,收支差－１１１８万元;地方国营企业农话

业务收入１４２９万元,收支差－８９万元.

三、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

青海省邮电企业的财务监督检查工作,

由省局计财处统一组织领导.每年都组织

检查小组对全省各州(地、市)、县局的财务

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发现问题及时改正,使
各单位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水平有所提高.

同时,在对各州(地、市)邮电局检查时,也抽

查部分县邮电局.各州(地、市)邮电局对所

属县局也进行经常性财务检查.

１９８９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设邮电财

务和业务检查办公室,负责全省邮电财务、

业务检查指导及管理工作,办公室挂靠省邮

电管理局财务处.

省局还根据部、省要求,成立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领导小组,对所属企业进行

大检查,以便各单位能较好地执行财经制

度,遵守财务法规和通信资费规定.促使各

单位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水平不断提高,每
年省局“三查”领导小组都要组织人员对全

省邮电单位进行检查,时间定为每年的１０
月１５日至１２月３１日,检查面４０％.省邮

电管理局还接受、配合邮电部财务司和省财

政厅的例行检查.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邮电部电信总局召开全

国电信企业资产清查电视电话会议,省邮电

管理局对全省电信企业资产清查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资产清查办公室设在财务处,清
查内容除资产清查外还包括其他应收款、备
用金、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在建

工程项目的清查登记,对在用的低值易耗品

进行全面清理,设立低值易耗品卡或清册登

记管理.
(二)内部审计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省邮电管理局设审计监

察处,各州、地(市)邮电局和省局部分直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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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单位相继成立了审计监察科.到１９８６年

底,全省邮电系统共有专职审计人员１３名,

兼职３４名.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按邮电部要求,

审计、监察分设,省局成立审计处,编制４
人.１９９０年,按照“强化审计监察的要求”,

加强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通信企业

邮电审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１９９２年１０
月,省邮电管理局编委会核定了全省１２处

邮电审计机构和４８名专职审计人员的编

制.１９９５年６月,省邮电管理局向全省邮

电系统各单位下发了«关于加强邮电审计工

作强化审计监督的通知»,重申全省邮电审

计机构设置和审计人员的配备要求.至年

底,六州一地邮电局、西宁市邮政局、电信

局、省邮政运输局、省电信传输局均设有审

计科.全省专职审计人员３５名(含省局审

计处专职人员６名),另有兼职审计人员

９名.

１．财务审计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省邮电管理局各级审

计机构共审计４４１个项目,审查出违规违纪

金额１７１７万元,其中违纪金额５１９万元,收

缴到省局１８万元,促进增收节支１１９万元.

省局审计处做到对各单位每２~３年审计一

次,海东、海西、海南、果洛、黄南等州(地)邮

电局对所属各县(镇)邮电局每１~２年审计

一次.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省局审计处对全省邮

电行业进行财务审计共１７１项.通过财务

收支审计,为企业提供了真实准确的财务状

况和会计信息,对个别单位截留收入、挤占

成本、漏缴税金以及私设小金库等违纪违规

问题进行纠正和处理.对固定资产管理,材

料管理、货币资金管理、应收应付管理、邮品

票劵管理、市话资费收取等进行检查和评

估,促进相关单位改善经营管理.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省局审计处组织州

(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单位的审计部门进

行了９４次,共３２６项审计,查出违纪金额

２８４万元,浪费、损失金额７万元,促进增收

节支１２４万元,审减工程费用１５９万元.同

时还完成２９项专项审计调查.

２．工程审计

１９８６年,省局审计处对通信企业自筹

基本建设资金进行审计.１９９２年,对基本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费结算进行审计.１９９５
年,扩展到规模较小的工程和维修改造工程

的施工费结算审计.西宁市邮政局审计了

６个支局(所)维修工程项目,施工费结算金

额共 １１８ 万 元,审 减 了 １１９ 万 元.１９９５
年,全省邮电审计人员完成企业自筹基建资

金、工程管理和施工费结算等专项审计２８
项.对各州(地、市)邮电局成本费用、专项

资金、储蓄业务、用户欠费等进行专项调查

４０项,为各单位经营提供决策依据及合理

化建议.

１９９６年,省局审计处组织西宁市邮政

局、西宁市电信局、省邮政运输局、省电信传

输局、海南州邮电局５个单位开展工程项目

审计.１９９７年有９个单位开展工程项目审

计工作.两年共完成３１个工程项目和１６５
个零星工程项目的审计任务,累计审减工程

费用１５９万元.通过对通信建设工程量、工

程费用决算及资金使用的审计,促进各州

(地、市)邮电局及直附属通信企业按施工管

理、工程费用审核、结算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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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离任与任期内审计

１９８８年４月,省邮电管理局审计处对

各州(地、市)邮电局及省局直附属通信企业

的领导实行局(厂)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至１９９９年,对局(厂)长实行离任或任期经

济责任审计已经成为全省邮电干部管理的

一项制度.通过局(厂)长离任或任期经济

责任审计,对局(厂)长任期内企业的经营管

理、财务计划及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财务

收支的真实、合法、合规性,以及资产、财产、

资金的管理状况审计、检查,对局(厂)长任

期的工作业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省局审计处共进行局

(厂)长离任或任期经济责任审计８１项.

四、固定资产管理

(一)固定资产

邮电企业为进行生产购建各种通信设

备、房屋等基本设施,称为固定资产.

通信企业生产用固定资产共１７类:

１．房屋及建筑物

２．邮政机械设备

３．包件机械设备

４．机要通信机械设备

５．报刊发行机械设备

６．电报机械设备

７．长途电话机械设备

８．短波、微波及卫星通信设备

９．市内电话机械设备

１０．长途线路设备

１１．市内电话线路设备

１２．邮政运输设备

１３．机要通信运输设备

１４．报刊发行运输设备

１５．电报运输设备

１６．长途电话运输设备

１７．市内电话运输设备

另有职工宿舍、招待所、食堂、幼儿园、

俱乐部、浴室、理发室、学校、医院、疗养院、

科研机构等非生产单位使用的各种固定

资产.

(二)固定资产管理

全国邮电通信线路、设备等固定资产是

国家所有,实行分级管理.各省(区、市)邮

电管理局受邮电部委托负责管理行政区域

内通信固定资产的管理,要保证其保值增

值;各省(区、市)内的州(地、市)邮电局受本

省(区、市)邮电管理局的委托负责管理辖区

内的通信固定资产的管理,要保证其保值增

值.县级邮电局受州(地、市)邮电局委托管

理本县的通信固定资产的管理.

固定资产的管理分为实物管理和财务

管理两部分,各州(地、市)邮电局按固定资

产实物的分类由相关部门分别安排固定资

产的实际使用维护者实施固定资产的实物

管理,保证固定资产的完好性、可使用性及

设备性能指标合格.固定资产的财务管理

则由财务部门进行固定资产信息登记、提取

折旧,建立固定资产账、卡等固定资产账务

处理.各州(地、市)邮电局财务部门还需按

会计制度要求,将固定资产的财务状况向省

邮电管理局财务处上报.固定资产实物的

使用状况,各州(地、市)邮电局也通过各专

业报 表 向 省 邮 电 管 理 局 邮 政 处、电 信 处

上报.

在固定资产管理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固

定资产实物的完好性.因此,使用维护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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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定期进行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维护处

理,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鉴于固定资产

管理由使用维护者、财务管理者联合管理,固

定资产所在地点分布广泛,省邮电管理局制

定了一系列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印发各州(地、

市)邮电局执行,通过落实固定资产管理责任

人,建立固定资产账、卡的方式,建立固定资

产账、卡、实物的对应关系,通过安排人员定

期的检查,保证固定资产管理有序进行.

(三)管理制度

１９８６年初,省邮电管理局根据邮电部

通知,召开全省邮电企业普查工作会议,安

排各州(地、市)邮电局按邮政、电信、农话３
个专业,开展固定资产的普查工作,普查结

果向省邮电管理局汇总上报.

１９９０年,省邮电管理局根据邮电部安

排,对全省邮电企业进行资产清查工作,保

证邮电企业各类固定资产账、卡、物相符.

１９９３年,全国邮电系统被国务院确定

为全国第二期清产核资扩大试点企业,按照

邮电部清产核资领导小组的组织安排,在省

局清产办的具体组织下,各州(地、市)邮电

局及直附属通信企业完成资产清查、所有权

界定、资产价值重估、资产核实、产权登记、

验收总结等各阶段的工作任务.对被集体

企业占用的资产进行了界定,签订了合同协

议,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青海省邮电管

理局清产核资工作受到了部验收组的好评,

综合得分９７９８分.

１９９６年,省邮电管理局根据前两年的

清产核资工作,理顺了固定资产的产权,陆

续出台了各项资产管理制度.全省邮电固

定资产实行了微机自动管理,从建卡至提取

折旧都由微机自动完成.

１９９８年初,为给邮电分营打好基础,省

邮电管理局财务处要求各州(地、市)邮电局

将原来的三专业核算,全部改按两专业核

算,并对固定资产卡片等进行相应修改.

(四)全省固定资产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青海省邮电企业固定资

产及资产原值情况见下表.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青海省邮电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与投资完成情况
表５Ｇ５Ｇ３

年份 基建完成投资(万元) 更新完成投资(万元) 固定资产原值(万元)

１９８６ ５３０ １０６８４ １３４９１５４

１９８７ ２６６５ １３８１１ １４９９３９２

１９８８ ４８４ ４４４５ １６５６４９

１９８９ — — —

１９９０ １２６２２ ７０７７ ２００３０３

１９９１ １４２１０５ ７６０７ ２３６９６６

１９９２ １５４０ ２０８０ ２６０３６

１９９３ ３１８３９ ４０７７ ４５２２６２８

１９９４ １８９９３ ５０５０ ６１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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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基建完成投资(万元) 更新完成投资(万元) 固定资产原值(万元)

１９９５ ３５５８ １２４１０ ８２０７８９６

１９９６ ２１０６９ １７３３０ １０６７６７５６

１９９７ ４０８２７ — １２６９４８４９

１９９８ ４２５８８１ — １９３６２３４４

１９９９ ７７２７ — １７２０２４０５

说明:１９８９统计资料缺失,１９９７年后无更新完成投资统计数值.

　　“八五”期间,全省邮电固定资产投资累

计达到５３亿元,是“七五”期间总投资的

６９倍,其中直接利用国外贷款１２５０万美

元.１９９５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５亿元,

其中自筹比例达到９８％.

青海邮电通信建设在“九五”的开头两

年中,涉及利用外资的项目:１９９６年,西宁

市６５万门市话扩容６０３７万元,海南州局

０８万门市话扩容５９３万元及西宁至海南

州光缆工程１６２０万元等３项,合计利用外

资８２５０万元;１９９７年的“兰西拉”光缆工程

青海段,利用外资７３１０万元.

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全省邮电通信建设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３８３９９８万元和

４０８２７ 万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１４３４５％ 和

４２９３％,其中用于生产性的 投 资 分 别 为

３３６７５８万元和３６０４１万元,列为计划统计

的建设项目数分别为６１项和４７项,其中累

计投资额在５００万~１０００万元的项目分别

为１０个和６个,在１０００万元上的项目分别

为６个和４个.

第六节　邮电行业管理

　　一、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按邮电部要求,省邮电

管理局成立通信行业管理处.１２月,经邮

电部和省政府授权,省邮电管理局行业管理

处对全省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专用通

信网实施行业管理,并履行统筹规划和宏观

调控职能.１９９３年,对从事经营电信业务

的非邮电单位和经营通信器材、设备的单位

和商家进行检查,处置违规行为.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邮电分营,行业管理处

撤销,其职能划归省邮电管理局法律事务公

共关系部.１９９９年８月,省邮电管理局成

立市场管理处,行使行业管理职能.

二、管理方式

１９９１年８月,省邮电管理局召开通信

行业管理工作座谈会.省政府办公厅、省财

经委、计委、财政厅、物价局等单位及各州

(地、市)邮电局、大通县邮电局、省局直属单

位、省局机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学习国务院

«批转邮电部关于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

通信秩序的请示»和省政府«批转省邮电管

理局关于加强青海通信行业管理的请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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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１９９３年,国务院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向

社会放开无线寻呼、８００兆集群电话、４５０兆

无线移动通信、国内 VAST通信、电话信息

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电子信箱、电子数据

交换、可视图文等９种电信业务.

１９９４年７月,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召

开全省邮电局长座谈会,传达了全国邮电管

理局局长会议精神,研究邮电业务发展、邮

电经营策略,讨论行业管理等问题.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省邮电管理局和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我省电信业

务市场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大通信市场的

检查、监督力度,坚决制止非法经营电信业

务行为.１２月,省邮电管理局召开西宁地

区非邮电经营单位座谈会,学习邮电部«放

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规定».

１９９６年５月,西宁市政府颁布«西宁市

通信设施及管线配套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今后西宁市所有新建建筑物一律预设

通信管线(含住宅、商业、医疗、教学、科研、

办公楼、宾馆、饭店、公路、桥梁等),对未按

规定进行通信管线设计的,不予核发«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该办法同时规定西宁市

电信局必须参与并负责各项有关建筑工程

设计图纸会审、工程竣工验收等工作环节.

１２月,省邮电管理局印发«青海省邮电大用

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要求各州(地、市)、

县邮电局对本地区大用户坚持优先、优质的

服务原则,搞好通信服务.

三、专网入公网

１９８６年初,青海省专用通信网单位有

省委、省政府、西宁铁路分局、省气象局、省

石油局、省电力局、省监狱管理局及西宁钢

厂等单位,各单位在企业内部设置市话交换

机,满足本单位职工办公、住宅通信需求,成

为各州(地、市)邮电公众通信网的补充.

１９８８年３月,西宁市电信局开通 F１５０
程控交换机,全省电话通信技术进入新的一

个阶段,以后几年,程控电话在全省得到飞

速发展,各类电话用户迅速增长.各单位专

用通信网的市话交换设备技术落后、设备陈

旧,已不能满足用户使用的需求,同时专用

通信网交换机与各州(地、市)市话公众通信

网使用的程控交换机之间的中继出现技术

障碍,面临全面改制更新或并入市话公众通

信网的选择.综合资金、技术、管理等多种

因素的权衡,各专用通信网单位均实施关闭

本单位专用网、原有用户并入当地邮电部门

市话公众通信网的措施,去满足本单位办

公、住宅各类用户的新业务需求.

１９９５年８月,省监狱管理局４００门纵

横制交换机进入西宁市话公众网,铁路大

院、西宁钢厂、省第一机床厂、送变电公司的

专用电话网陆续并入市话公众网.９月１
日,省政府办公、住宅电话并入西宁市话公

众网.

１９９６年１月,西宁市政府与西宁市电

信局签订协议,在院内开展市话户线工程.

５月,西宁市政府纵横制交换机停用,５３０余

部办公、住宅电话进入西宁市话公众网.

１９９７年７月,省电力局电力调度网、西

宁市供电局通信网与市话联网.

１９９８年９月,西宁铁路分局专用通信

网并入西宁市话公众网.１１月,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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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宁市电信局签订«专用通信网并入西宁

市话公众网协议».年底,省公安厅办公、住

宅电话进入西宁市话公众网.

１９９９年９月,西宁市电信局西钢地区

分局建成４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西钢职工住

宅电话进入西宁市话公众网.

四、市场规范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省邮电管理局行业管理

处协同省技术监督局检查西宁地区４７家电

话机销售门店,对不合格的产品分别给予批

评、罚款、没收等处罚.

１９９６年８月,省邮电管理局、省法制

局、省工商局组成通信行政执法检查组,对

西宁地区通信终端销售市场、专网交换机使

用情况和公用电话亭收费情况,进行为期４
天的通信执法检查.检查组对西宁钢厂、省

水利厅、铁路分局等８家专网单位提出整改

要求.１１月,西宁市电信局会同城西区工

商局对城西区海华、华联２家寻呼台及日

青、海威等９家通信设备销售公司进行执法

检查,依法查扣无进网许可证价值１０万元

的通信设备.

１９９７年３月,省工商局、省邮电管理

局、西宁市电信局组成联合执法组对西宁市

电话机、BP机、“大哥大”销售市场依法检

查,对１４家商店４１５部不符合进网要求的

设备及修理乱收费等问题,作相应处理.４
月,省邮电管理局行业管理处对西宁地区６
家经营无线寻呼业务的单位进行执法检查.

１９９９年２月,西宁市电信局对８名公

用电话代办户乱收费行为分别给予停机、罚

款等处罚.１１月,省邮电管理局根据国家

计委、信息产业部要求,同物价局联合公告,

终止省内移动电话“本地通”业务.

１９９９年 末,电 信 公 司 完 成 业 务 总 量

３１５亿元,实现业务收入４１２亿元;移动

公司完成业务总量２０８亿元,实现业务收

入１１２ 亿 元;联 通 公 司 实 现 业 务 收 入

３８１９万元,全省电话交换机总容量３８８
万门(含程控交换机３７万门),为１９８５年

的１６５２倍,固定电话用户２７５５万户,为

１９８５年的１８４倍.移动电话用户８４６万

户(含联通公司０５２万户),无线寻呼用户

７６万户.至此,制约全省改革发展的通信

瓶颈问题得以缓解.其间,青海邮电完成邮

电分营,运行近４８年之久的邮电合一体制

终结.青海电信将步入政企分开、市场主体

多元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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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企分开与市场主体多元化

１９９８年３月,根据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邮电改革方案,国务院组建信息产业部和

国家邮政局.年底,青海省邮政局成立,负责全省邮政通信的管理及经营;原省邮电管理局

负责全省的电信通信管理与经营.１９９９年４月,按照信息产业部部署,青海省邮电管理局

进行政企分开和移动剥离筹备工作.９月８日,完成移动剥离,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成立;

２０００年７月６日,中国电信集团青海省电信公司成立;２００１年３月２日,青海省邮电管理局

更名为青海省通信管理局.至此,运行了４８年之久的政企合一体制终结.随着１９９８年１
月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的成立,省移动公司、省电信公司、省吉通公司、省铁

通公司、省网通公司先后成立,青海通信市场主体多元化形成,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省通信

管理局的监管职能日益凸显.

图１　政企分开后青海电信管理体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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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省通信管理局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８日,国务院印发«国务

院批转信息产业部关于地方电信管理机构

组建方案的通知»,决定组建符合我国国情

的全国电信监管体系.通信行业管理实行

信息产业部与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

导、以信息产业部为主的管理体制.９月３０
日,信息产业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联合印发«关于下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

信管理局行政编制的通知»,青海省通信管

理局编制１０人.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日,青海省邮电管理局更名

为青海省通信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成立,青海通信监管体制建立.

一、工作职责

青海省通信管理局是青海通信行业的主

管机构,依法对青海通信行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通信管理局的主要职责为贯彻执行

国家关于电信行业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对本省公用电信网、专用电信网实行

统筹规划与行业管理;负责受理、核发本省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和电信设备进网管理,

会同地方价格管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监督、管理本省电信服务价格与服务质

量;保证公用电信网的互联互通和公平接

入,协调电信企业之间的经济与业务关系;

负责电信网码号及其他公共电信资源的分

配与管理;组织协调通信与信息安全、党政

专用通信和应急通信等工作;承办信息产业

部和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随着通信行业迅速发展和电信市场变化,

行业管理职能进一步拓展.监管职责为网络

与信息安全管理、互联网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

理、互联网网站备案管理、网络信息安全事件

协调处理;应急(战备)通信管理,各类公共事

件、突发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通信网应急保

障及战备动员、特殊通信;反恐维稳、净化网络

环境;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和基础公共服务;

基础电信设施共建共享、技术评估、争议协调、

统计分析、考核责任;通信业安全生产指导、监

督和检查等工作也纳入监管职责中.

二、组织机构

２０００年６月政企分离后,省通信管理

局机构也多次调整,２００５年省通信管理局

组织机构见下图.

图１Ｇ１Ｇ１　２００５年青海省通信管理局组织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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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办公室

承担办公室正常工作同时承担组织人

事、劳动工资、财务、保卫、宣传、信访等工作.

(二)市场监管处

负责省内电信市场准入管理,受理、核

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按规定监督管理电信

设备进网,确保全网通信质量;组织电信资

费管理、资费政策监督检查;维护电信用户

合法权益;监督管理电信企业互联互通及网

间结算,协调企业间的经济与业务关系;负

责电信用户申诉受理工作.

(三)网络管理处(战备应急通信办公室)

负责全省公用、专用、应急通信网的统筹

规划和信息网络建设市场监管;负责全省电

信码号、其他公共电信资源的分配管理;通信

行业信息统计工作;负责协调省内党政专用

通信网建设管理;配合部、省开展防震减灾、

防汛抗旱等突发事故的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四)网络信息安全处

２００２年９月成立,负责信息网络和信

息安全管理,组织协调省内通信网络与信息

安全,确保信息网络安全.

(五)政策法规处

在驻部和局党组纪检组监察局双重领

导下,对党组成员及全体党员执行党章、党

规、党纪以及国家行政法规情况进行监督;

受理违纪处分案件的申诉检举控告;组织党

风党纪教育培训,指导、协调全省通信行业

行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完成局党组和驻

部纪检组、监察局交办的相关事宜.

三、局属事业单位

(一)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

调中心青海分中心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信息产业部在各省(区、

市)建立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

分中心.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

术处理协调中心青海分中心成立,实行国家

中心与省通信管理局双重领导.

(二)青海省通信工程质量监督中心

根据信息产业部规定,２００１年４月,青

海省通信工程质量监督站由青海省电信公

司移交省通信管理局,更名为青海省通信工

程质量监督中心.

该中心受省通信管理局委托,负责本省

通信行业的通信工程质量监督和通信工程

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管理;负责审核

和发放本省通信行业施工设计和施工证书;

参与通信工程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会

审并负责审核概预算定额的执行情况;参与

通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含初步验收)、评定

工程质量等级.

(三)青海省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根据信息产业部规定,２００１年５月,省

电信公司将青海省邮电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移交给省通信管理局,并更名为青海省通信

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该中心实行信息产业部通信行业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与省通信管理局双重领

导.其主要职责:制定本省通信行业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实施本省通信行

业职业技能鉴定的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负

责职业技能鉴定试题的请领、保管和使用等

工作;在部的授权范围内,对特许工种的部

分试题做好命题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职

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组织职业技能竞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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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能手的评选活动;依法监督用人单

位执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执行情况.

(四)青海省专用通信局

根据国务院和信息产业部通知要求,

２００４年８月,省机构编制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研究审定同意组建青海省专用通信局,为

副厅级事业单位.由省委办公厅和省通信

管理局双重领导,负责全省党政专用通信网

的发展规划、基本建设、运营维护、技术服务

和通信保障工作,省专用通信局设办公室、

运行维护处、工程建设处３个处室.

１２月３０日,青海省专用通信局成立,

袁瑞青兼任局长.

四、通信管理局领导年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青海省通信管理局领导

名录见下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省通信管理局领导年表
表１Ｇ１Ｇ１

年份
职务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局长

副局长
—

— 袁瑞青(２００１２至

袁瑞青
(２０００５至２００１２) 章建良(２００１２至

— 贾连青(２００３７至

党组成员 — 孙文武(２００２．５至２００５．３) —

说明:２０００年６月政企分开,称邮电管理局,９月３０日后称通信管理局.

第二节　青海联通

　　１９９４年７月,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联通”)在北京成立,经营长途电

话、市内电话、无线通信及电信增值服务.

１９９７年４月,省政府函复省经贸委,同

意中国联通设立青海分支机构并挂靠省经

贸委,其通信项目建设纳入全省通信发展规

划.省经贸委主任关凤强、助理巡视员李志

坤、西宁铁路分局副局长孙维民组成联通青

海分公司筹备组.８月,中国联通聘关凤强

任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总经理,孙维民、李

志坤任副总经理.

１９９８年１月,联通青海分公司完成公

司注册,经营省内长途电话、市话、无线通信

及电信增值服务.迁入同仁路３８号新址.

公司设办公室、工程业务部、开发经营部.

一、企业经营活动

１９９９年３月,联通公司机构调整:办公

室、工程部、运营部、市场部,聘黄志强任总

经理助理兼运营部主任、李永超任工程部副

主任、李茂生任总经理助理兼市场部主任.

４月,国务院«中国联通重组与发展问题会

议»决定,将组建中的中国寻呼通信集团公

司成建制划入中国联通.６月,联通公司

GSM 数 字 移 动 电 话 开 通 试 运 行.９ 月,

“１３０”号段向社会公众放号.１２月,平安、

乐都、民和三县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

２０００年１月,青海国信寻呼有限公司划

入联通青海分公司,为联通青海分公司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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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呼事业部,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４
月,中国联通聘虞立勤任联通青海分公司副

总经理.同月,经省直属机关工委批准,中共

联通青海分公司党支部成立,李海清任书记,

李茂生任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６
月,联通青海分公司与上海西门子公司签订

«GSM 数字移动通信二期工程协议»,省长赵

乐际出席签字仪式.９月,联通格尔木分公

司成立,李茂生任总经理.同月,联通公司调

整机构,设综合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审计

室、监察室、无线寻呼事业部、数据通信业务

部、市场营销部、基础网络部、互联互通办公

室.１０月,联通格尔木分公司开通 GSM 数

字移动电话.同月,联通公司开通“１６５”拨号

上网业务,并开展主机托管、专线接入、VPN
业务.１１月,联通客户服务中心启用“１００１”

特服号码,向用户提供服务.

２００１年２月,联通新时空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青海分公司成立,虞立勤兼任总经理.４
月,按中国联通部署,联通青海分公司成立

GSM 移动电话A股上市专门工作组,公司副

总经理李海清兼任工作组组长,负责本省

GSM 资产注入中国联通在香港上市工作.

同月,联通公司开通GSM 移动电话“世纪行”

业务,联通海南、海西、海北、黄南、果洛、玉

树、大通、湟中营业部成立.５月,联通海东

分公司成立,黄志强任总经理.８月,“１２６”

“１９８”寻呼台合台运营.９月,短信中心和寻

呼系统建立交换网关,推出“两网通”业务,实

现“１３０”手机与寻呼机互通功能.１２月,联

通公司调整机构,设综合部、计划财务部、人

力资源部、综合市场部、运行监督与互联互通

部、审计监察部、党群工作部、移动通信业务

部、数据固定互联网业务部、无线寻呼事业

部、基础网络设施部、计费信息系统部,联通

公司启用“１３１”号段.１２月,联通海南、海

西、海北、黄南、果洛、玉树营业部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

２００２年１月,联通西宁、海东、格尔木营

业部开通CDMA移动通信业务,启动“１３３”

号段.中国联通聘虞立勤任联通青海分公司

总经理.２月,联通海南、海西、黄南、果洛、

玉树营业部开通 CDMA 移动通信业务.６
月,中国联通信令网集中监控系统青海工程

竣工.９月,联通西宁分公司成立,穆怀弟任

总经理.

２００３年１月,联通青海分公司调整寻呼

管理模式.撤销原寻呼事业部的综合部、财

务部、人事部等机构,并入公司相关部室;寻

呼事业部的资产隶属关系不变;寻呼事业部

设市场部、建维部,负责全省寻呼业务经营;

各州(地、市)寻呼设备、人员、财务、业务划归

当地分公司,设专人负责寻呼业务的经营管

理.公司开通 GSM、CDMA、无线寻呼三网

合一的移动虚拟网业务.３月,开通“宝视

通”中学生课堂教学业务.９月,联通格尔木

分公司在西台吉乃尔盐湖中信国安锂业公司

开发基地开通CDMA移动通信业务.联通

海西分公司成立,李明周任总经理.１０月,

联通公司首家连锁直销店“北子风暴”开业.

２００４年１月,联通青海分公司与省电

信公司签订«省内电路租赁协议».３月,联

通海南分公司成立,谯宝元任总经理.６
月,联通海西分公司为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

文台德令哈观测站提供２M 电路,实现观测

站与紫金山天文台数据实时传输.８月,联

５７１

下编　第一章　政企分开与市场主体多元化



通海东分公司与海东行署签订«海东政府信

息网接入互联网协议».１０月,联通公司关

闭“１２６、１２７、１９８、１９９”无线寻呼业务.１２
月,召开“１２６、１２７、１８９、１９９”发展历程座

谈会.

２００５年１月,联通新国信有限公司青

海分公司成立,李海清任总经理.公司设综

合部、寻呼部、客户服务部,发展经营“联通

秘书”“查费直通车”等非上市公司业务.４
月,联通公司成立终端管理中心.５月,联

通青海分公司与省移动公司签订«青海省移

动通信行业自律协议»,承诺规范经营、拒绝

恶意竞争.联通海北分公司成立,刘小平任

总经理.６月１８日,公司迁入黄河路１００

号新址.１０月,联通青海分公司与省移动

通信公司联合召开规范移动通信市场行为

的电视电话会议,两公司主管领导及经营、

客户服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１１月,联

通公司“青海省大、中专毕业生实习基地”揭

牌.１２月,联通黄南分公司成立,段武忠任

总经理.

２０００年,联通移动电话用户３２７５２户,

业务收入２８００万元;２００５年,联通移动电

话用户５４６万户,业务收入２６４２０万元.

二、组织机构

１９９８年青海联通公司成立后,省公司

管理机构多次调整,２００５年联通青海分公

司组织机构情况见下图.

图１Ｇ２Ｇ１　２００５年联通青海省分公司组织机构示意图

三、公司领导年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联通青海省分公司领导名录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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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联通青海省分公司领导年表
表１Ｇ２Ｇ１

年份
职务 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总经理

副总经理
—

关凤强(１９９７．８至２０００．１２) — 虞立勤(２００２．１至

孙维民(１９９７．８至２０００．８) — 郭春明(２００１．２至

李志坤

(１９９７．８至
１９９８．８)

— 李海清(２０００．１至

—
虞立勤

(２０００４至
２００２１)

—
武权

(２００４．１０至

第三节　青海移动

　　１９９９年４月,信息产业部印发«邮电管

理局政企分开和电信分营工作指导意见»,

决定将中国电信集团经营的移动通信剥离

出来,组建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７
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张琳任青海移动通信公

司筹备组组长,郑爱军、刘武升任副组长;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筹备组决定郑爱军、刘

武升为青海移动通信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

员.２７日,省邮电管理局召开机关干部大

会,宣布组建青海移动通信公司及青海移动

通信公司划分的人员、设备等事务.划分移

动公司人员５８５人,资产２９０３４万元(其中固

定资产２０６８４万元、流动资产８３５０万元).

同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张琳任青海移动通信

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移动公司GSM 电话

号码由１０位升至１１位.８月,省邮电管理

局根据移动剥离方案,将省邮电器材公司成

建制划归省移动通信公司.同月,省移动通

信公司遵照中国移动集团“各省(区、市)公司

均实行财务一体化管理”要求,印发«青海移

动通信公司财务管理暂行办法».９月８日,

青海移动通信公司(简称“省移动公司”)成

立,副省长贾锡太等参加庆典活动.省移动

公司设综合办公室、财务部、市场经营部、网

络发展部、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等职能部

门;生产单位设西宁、格尔木、海东、海西、海

南、海北、黄南７个分公司.租赁西宁市西大

街浩运大厦为生产、办公用房.

一、企业经营活动

９月８日,移动西宁分公司成立,朱晋

峰任总经理,设大通营业部;１９日,移动格

尔木分公司成立,李斌任总经理;２０日,移

动海东分公司成立,设湟中、湟源、互助、乐

都、民和、循化、化隆营业部,刘兴尧任总经

理;２６日,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筹备组决定郑

爱军任省移动公司工会代主席、刘武升任纪

检组组长;２８日,移动黄南分公司成立,设

尖扎、李家峡营业部,扎西任总经理.１０
月,省 移 动 公 司 与 上 海 西 门 子 公 司 签 订

«GSM 四期扩容工程设备供货合同».２８
日,移动海南分公司成立,设玉树、果洛、贵

德、龙羊峡、兴海、同德、贵南营业部,颜忠宏

任总经理.１１月,移动三产西宁金讯实业

公司成立;１１月１８日,移动海北分公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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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设门源、祁连、海晏、刚察营业部,宋占云

任总经理.１２月１８日,移动海西分公司成

立,设乌兰、都兰、天峻、大柴旦、茫崖、冷湖

营业部,沈复明任总经理.１２月,省移动公

司与省邮电管理局签订«同步时钟端口租用

协议»«本地电路租用协议»«长途电路租用

协议»«移动通信账务处理系统».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移 动 公 司 启 用 “１３６”

“１３５”号段.２４日、２８日,海西分公司先后

开通大柴旦、都兰两地 GSM 数字移动电

话.２月,移动公司计费营收账务系统建成

运行,与省电信公司实现互联互通、相互结

算.３月,贵南、同德、刚察三地开通 GSM
移动电话.同月,移动公司召开年度工作会

议,副省长苏森等领导到会讲话.移动公司

印发«调整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储存标准和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比例的通知»,从１月１
日起执行.４月,移动公司根据省政府要

求,在全省开展民主评议行风工作,在社会

各界聘请２５名移动通信服务质量监督员.

５月２２日,移动玉树分公司成立,张国栋任

总经理.６月１６日,移动果洛分公司成立,

祁争光任总经理.７月,移动公司在西宁、

格尔木开办“神州行”预付费业务.同月,省

移动公司与上海西门子公司签订«GSM 移

动通信设备五期工程供货合同».移动公司

成立工程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

会.９月,移动公司租赁电信格尔木、海东、

海南、海北分公司电缆管道各１个子管,建

设当地移动分公司 MSC与各电信分公司间

传输通道.２７日,中国移动集团决定张琳

任青海移动通信公司党组书记,郑爱军、刘

武升、李和平任党组成员,李和平兼任纪检

组长、工会代主席.１０月,移动公司设综合

办公室、市场经营部、网络部、发展计划部、

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编制６０
人.１１月,格 尔 木、海 南、海 北 三 地 移 动

GSM 交换局工程竣工、割接入网,实现与电

信、联通互联互通.同月,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公司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在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登记注册.

２００１年２月,省移动公司召开年度工

作会议.３月５日,移动公司迁入西关大街

５６号新址.５月,遵照省政府模拟移动通信

用户退网工作领导小组安排,移动公司启动

模拟移动用户退网、转网工作.１１月,移动

玉树分公司开通曲麻莱县 GSM 移动电话,

移动通信网覆盖全省县以上城镇.

２００２年１月,GPRS综合管理系统在西

宁建成.６月,移动公司实行通信网络维护

体制改革,通信设备、设施向集中监控、集中

维护、集中管理转变.９月,移动公司印发

«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才津贴标准及有关事

项».１０月,移动公司BOSS系统完成集中

化改造.１９日,移动公司举行移动服务业

务技能大赛,１６６名员工参赛.１２月,移动

公司推出移动梦网(冬日温馨)活动.

２００３年１月,移动公司完成公司综合办

公楼和青海宾馆“WLAN 和５８G”传输工

程,实现无线上网功能.计费中心完成计费

系统调测,实现手机租赁、本地通加省际漫

游、现金预存奖励等业务,在海东实现“一卡

两地通”业务.２月,移动公司召开年度工作

会议,继续实施“两战三化”,提升管理水平,

开创青海移动双领先之路.３月,省环保局

对西宁市区４０个移动基站进行电磁辐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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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并颁发«电磁辐射环境验收合格证».省

移动公司与省邮政局签订«全省邮政营业网

点代收移动话费协议».３月１５日,移动公

司在新宁广场举行“移动梦网”(冬日温馨)抽

奖活动.同月,移动公司总经理张琳调离青

海,副总经理郑爱军主持工作.省移动公司

与铁通公司签订«传输电路租用协议»,与网

通青海分公司签订«互联互通工程协议».４
月,移动公司开通客户服务绿色通道,客户拨

打１８６０呼叫中心可直接进入人工服务.５
月,省移动公司与网通青海分公司签订«电话

网网间互联及结算协议».６月,移动格尔木

分公司完成BSC电路调测,移动公司在省内

县以上城镇全部开通 GPRS系统.同月,省

移动公司与电信公司网间互联电路割接(移

动交通巷至电信古城台关口局１０条２M 电

路,移动古城台至电信古城台关口局７１条

２M 电路).１０月,移动公司印发«互联互通

工作管理暂行办法».１１月,移动公司城南

新区职工集资新建的住宅楼封顶.印发«投

资项目招投标工作管理细则(试行)».

２００４年１月,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小

莹受中国移动党组委托到省移动公司宣布

郑爱军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孔庆西任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２月,移动公司召开

年度工作会议,郑爱军作题为«以上市为契

机、以稳定求发展,求真务实、精细管理,不

断开创青海移动事业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同月,省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授予移动格尔

木分公司杜化萍“青海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

勇为英雄”称号、陈晓东“青海省维护社会治

安见义勇为标兵”称号.３月,移动公司利

用 HLR设备将新建的西关大街关口局割

接入网.民和老鸦峡隧道移动通信网络覆

盖工程竣工投产.７月,省移动公司资产注

入中国移动香港公司捆绑上市,省移动公司

更名为青海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同月,移动

公司召开“全球通”夏令营及奖学助学新闻

发布会.９月８日,青海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举办成立５周年庆祝活动,在人民剧场、新

宁广场举办文艺晚会.省内主流媒体报道

了移动公司５年发展历程.同月,省通信管

理局主办、移动公司承办的第三届“通信杯”

运动会在铁路体育馆开幕.省移动公司与

电信公司签订«网间点对点短消息互联互通

及结算协议».１１月,省移动公司与联通青

海分公司合建的共和至玉树、同德至大武、

大武至甘德至达日光缆工程竣工验收.１２
月１５日,省经委等４部门授予省移动公司

“２００４年青海企业５０强”称号.同月,移动

公司西川南路移动枢纽楼竣工.

２００５年２月,移动公司召开年度工作

会议暨市场经营工作会议.３月,召开全省

网络工作会议.同月,移动公司召开全省岗

位竞聘动员大会,开展管理岗位竞聘工作.

同月,移动果洛分公司完成达日、玛多、甘德

三县及军功镇光缆割接.４月,移动玉树分

公司开通三江源自然保护站移动基站,实现

玉树地区移动网络全覆盖.５月,省政府召

开“村通电话工程”领导小组会议,郑爱军总

经理介绍村通工程建设情况及面临的问题.

６月,移动公司召开行风建设工作会议.８
月２日,省“村通电话工程”推进大会在互助

县包刘村举行.省委副书记白玛、副省长徐

福顺、中国移动总工程师李默芳等到会并为

移动基站开通剪彩.同月,移动公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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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 VIP客户自驾游”活动.１０月,移

动海西分公司冷湖镇营业厅开业,移动公司

各县级营业厅全部开业.１１月,移动公司

开通河南县多松乡 VSAT 卫星电话,填补

了全省卫星电话通信空白.１２月,省政府

授予移动公司“青海省村通电话工程先进单

位”称号.同月,中国移动集团在成都召开

“村通电话工程”总结表彰暨誓师大会,青海

省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获突出贡献二等奖.

２０００年,移动电话用户１４８１万户,业

务收入１１２２０万元;２００５年,移动电话用户

７７０１万户,业务收入６０３３２万元.

二、组织机构

１９９９年９月,省移动通信公司成立后,

公司管理机构多次调整,２００５年管理机构

设置见下图.

图１Ｇ３Ｇ１　２００５年青海省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组织机构示意图

三、公司领导年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领导名录见下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领导年表
表１Ｇ３Ｇ１

年份
职务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总经理

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

—

张琳(１９９９．７至２００３．３) — 郑爱军(２００４．１至

郑爱军(１９９９．７至２００４．１) 孔庆西(２００４．１至

刘武升(１９９９．７至

— 李和平(党组成员)(２０００．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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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青海电信

　　２０００年６月,省邮电管理局完成政企

分开后,省电信公司完成工商注册,获准经

营省内固定电话、数据通信及互联网业务

等.地址:西宁市长江路９３号.７月６日,

青海省电信公司成立,葛凡任总经理、邝剑

萍任副总经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才旦、

省政协副主席蔡巨乐为公司揭牌.

一、企业经营活动

省电信公司设办公室、法律事务部、市

场经营部、运行维护部、计划建设部、人力资

源部、财务部、审计室、安全保卫部、离退休

人员管理办公室及党群部门.直附属单位

有西宁市、海东地区、海南、海西、海北、黄

南、玉树、果洛、格尔木市９家电信分公司和

省数据通信公司、省电信传输局、省通信建

设工程公司、省邮电规划设计院、电信技术

支援中心、电话号簿公司、省邮电职工培训

中心.８月,电信公司启动“家庭上网”业

务,是继“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又一项互

联网应用业务.同月,电信公司印发«劳动、

人事、分配制度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安排意

见»,并在省电信传输局西宁线务站、西宁分

公司、省公司市场经营部进行“三项制度”改

革试点.９月,省电信公司与省移动通信公

司签订格尔木、海东、海南、海北四地电信分

公司向当地移动分公司出租电缆管道１个

子管的协议,解决电信、移动网间互通问题.

同月,省委办公厅与电信西宁市分公司举行

省委交换机以虚拟方式进入西宁市公众网

签字仪式.西宁市千门以上用户交换机全

部并入电信公众网.１１月,副省长马培华

到公司调研,就加快数据通信发展、推动全

省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提出具体要求.１２
月,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关于青海电信实业

公司组建方案的批复»,电信公司实现主辅

分离,将省邮电通信建设工程公司、省邮电

规划设计院、省邮电职工培训中心及公司各

直属单位、公司后勤辅助部门,以及清理整

顿后的多种经营部门组建青海电信实业公

司.同月,省电信公司与中国银行青海分行

签订«业务合作协议»,推动通信与金融两大

行业广泛合作.

２００１年１月,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关于

青海省电信公司与西宁市电信分公司合并

的批复»,省电信公司对“省、市公司合一”管

理机构进行调整,设八部两室,人员编制

１９０人,电信西宁市分公司改称西宁业务

部,生产管理机构也作相应调整.同月,省

公司就“省、市公司合一”制定省«公司机关

员工竞争上岗实施办法»,９人成功竞聘公

司中层岗位.同月,电信格尔木分公司在唐

古拉山乡开通程控电话.２月,电信公司编

委会调整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机关１４４
人,西宁业务部３５人).同月,省电信实业

公司与西宁电信实业公司签订«置换协议»,

西宁电信实业公司撤销.４月,省电信公司

与上海贝尔公司在西宁业务部新业务演示

厅举办“一线通”(ISDN)业务推介会.电信

黄南、海西、海北分公司市话计费方式由包

月制改为复式计次制.青海第一套省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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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卡“昆仑行２００卡”向全省发行.５月,电

信公司印发«对外投资管理办法(暂行)»,规

范企业投资行为,加强对外投资管理.６
月,省电信公司与电信实业公司签订«物资

供应、施工、设计合作框架协议».７月,电

信公司印发«绩效工资分配暂行办法».同

月,省电信公司与电信实业公司签订«通信

线路设备代维协议»«通信线路设备代维管

理办法».８月,省电信公司举办联谊会,５
家主流媒体参加,就电信改革、建设发展、通

信服务面临的问题进行座谈.９月,省电信

公司与电信实业公司签订电信业务«代营代

办协议».１１月１４日,昆仑山发生８１级

地震,电信公司“兰西拉”光缆在海拔４７００
米的昆仑山口被拉断,障碍历时１５１８分钟.

２００２年１月,省电信公司上年度上缴

税利１６５５万元,获“２００１年度上缴税利大

户企业”称号.２月,省电信公司与西宁特

殊钢集团公司签订«西钢５０００门电话并入

电信公众网协议».３月,电信公司就全省

电话号码升至７位召开新闻发布会.５月,

电信公司实施薪酬制度改革,以岗定薪、岗

变薪变.同月,中国电信启用企业新标识.

７月,鉴于“省、市公司合一”运转产生的弊

端,电信公司重新调整省、市公司机构,恢复

电信西宁市分公司及下属各职能部门称谓

及职能.８月,电信公司印发«绩效考评评

价办法».９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

公司企业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试行)»«青

海省电信公司企业服务质量检查评分标准»

«青海省电信公司职工住房货币化分配实施

细则».同月,电信西宁、海西、海东、格尔木

分公司为当地铁通分公司开通IP电话,接

入码为“１７９９０”“１７９９１”.１１月,电信公司

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员工职业发展管理办

法»«青海省电信公司竞争上岗实施办法»,

建立以岗位管理为核心,能上能下、能进能

出 的 用 人 机 制.为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开 放

“１７９０１”主叫直拨IP电话业务.

２００３年１月,省电信公司获“２００２年度

青海省上缴税收先进企业”称号,公司按规

定为员工增发一个月标准工资.同月,省电

信公司与网通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网间互联及结算协议».２月,电信公司成

立“小灵通”扩容指挥部,将无线市话“小灵

通”推向全省各州(地、市)县.印发«青海省

电信公司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青

海省电信公司通信项目招投标管理实施细

则».３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补充规定的通知»

«青海省电信公司员工绩效管理实施细则».

开通电话 QQ 聊天业务,固定电话、“小灵

通”、电 话 卡、校 园 网 和 公 用 电 话 拨 打

“９６１６１”接入码,即可通过“１６８”联网平台进

入 QQ聊天室.西部矿业公司锡铁山通信

站并入电信公众网.４月,省电信公司与深

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数字程控交

换机流动培训班.同月,电信西宁市分公司

１９８７年引进的富士通 F１５０程控交换机退

役.省电信公司与青海日报社签订«局域网

建设协议»(报社投资,电信公司承建),与建

行青海分行签订«话费代收协议».５月,省

电信公司向卫生系统防治“非典”捐款２０万

元.同月,电信西宁市分公司开通“宽带极

速之旅”业务、“阳光数据”网站.６月,省电

信公司与网通青海分公司签订«省内电路租

２８１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用协议»«西宁市管道租用及光缆代维护协

议».同月,青海微波通信完成历史使命,电

信公司举行微波干线退网仪式.７月,省电

信公司与青海金融系统开展新业务交流活

动,介绍“４００８一码通”新业务.与省委机

要局联合举办机要通信网技术研讨班,交流

数据、传输应用新技术.电信公司在第四届

“青洽会”上演示“一线通”“天翼通”“小灵

通”及无线上网等新业务.同月,电信公司

成立西宁本地网BPR流程重组领导小组和

协调小组,推行流程重组工作.８月,根据

中国电信建设“四个渠道”要求,省电信公司

印发«关于电信实业公司线路维护、装拆移

机人员由主业聘用管理的决定»,将装、拆、

移机及线路维护工作收归主业.９月,电信

公司撤销数据通信公司,成立企业信息化

部,保障公司信息化系统和计费系统安全运

行.同月,电信公司在市场经营部成立合作

服务处,负责与其他电信运营商互联互通协

调工作.１０月,省电信公司被中国消费者

协会评为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诚信单位.同

月,省电信公司与省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企

业员工年金保险协议»,员工退休后保险公

司按月发放企业年金.１１月,电信公司成

立省电信实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同月,

省电信公司与省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签订«水电专网与电信公众网联网协议».

１２月,电信公司第二长途枢纽楼竣工(楼高

９８米、２０层,建筑面积３２９１８平方米),投资

１５亿元.同月,省电信公司与青海武警总

队签订«武警总队二级网组网协议».

２００４年１月,电信公司员工医疗保险

由二级核算变更为一级核算,为员工发放基

本医疗保险卡.省电信公司被省政府授予

“青海省上缴税收先进单位”称号.同月,电

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百元业务收入

工资含量挂钩办法(试行)».２月,电信公

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实时计费采集系统

管理办法»,将电信数据按月采集改为实时

采集.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建设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青海省电信公司通信项目招投

标管理实施办法».召开服务质量监督员座

谈会,聘请社会各界服务质量监督员２２名.

３月,省电信公司与省地税局签订«通信业

务全面合作框架协议»,与工行青海分行签

订«代收话费协议».同月,按中国电信集团

上市要求,省电信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更名

为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简称“省电信公

司”),全省设各州(地、市)、县及茫崖、大柴

旦、冷湖、龙羊峡、李家峡等３７家分公司.５
月,卫通青海分公司成立,承担卫星通信业

务及部分基础电信业务,隋军任总经理,地

址:西宁市长江路９３号.６月,省电信公司

与省邮政局签署«通信业务全面合作框架协

议»«邮政住宅楼宽带网建设协议»«代收电

信资费协议».７月,电信公司印发«关于执

行股份公司薪酬标准的通知»,调整公司上

市企业及直属单位在册员工岗位工资标准.

印发«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章程»,从经营宗

旨、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和董事会、监事会、

财务核算、用工制度等方面做出规定.同

月,省电信公司与省气象局签订“小灵通”气

象短信合作协议.电信公司“信之缘”俱乐

部举办“诚信沟通、夏日之旅”活动,省党政

军、金融保险、科教文卫、采掘制造系统６８
家大客户参加活动.８月,省电信公司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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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局签订«通信业务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加快全省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９月,省电

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中、高级

管理人员职业操守守则»,与中行青海分行

签订«全面长期合作框架协议»,与省移动公

司签订«网间点对点短消息互联及结算协

议».１０月,据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批复,省

电信公司关闭西宁卫星通信地球站.１１
月,省电信公司印发«关于对青海省电信传

输局维护体制进行改革的决定»,将原州

(地)线务站、段划归当地电信分公司管理;

西宁线务站更名为西宁光缆维护中心、西宁

管道维护中心;省电信传输局设综合管理

部、维护管理部.１２月,电信公司财务部、

人力资源部由二级管理变更为一级管理.

省电信公司成立中国电信集团黄页信息有

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将原青海省电话号簿

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整建制划转至中国

电信集团黄页信息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

(简称“黄页青海分公司”).同月,省党政专

用通信网从省电信公司剥离,划归省通信管

理局.省电信公司与省政府办公厅签订«青

海省人民政府专网线路租用项目协议»,建

立以办公厅为中心连接省级各部门、各州

(地、市)政府的政务网络.

２００５年１月,省电信公司被省政府评

为“２００４年度上缴税收先进企业”.同月１８
日,电信公司迁入西宁经济开发区金汇路

２９号新址.３月,电信公司开展“爱岗敬业,

推动企业转型,实施精确化管理,进一步提

高执行力”大讨论.４月,省电信公司与深

圳中兴公司联合举办２期以“企业竞争战略

与执行力、团队训练、情境领导”为主题的高

级管理研讨班.向全省推广“小灵通”七彩

铃音业务.同月,省电信公司与省气象局签

署«业务合作备忘录».５月,电信海北分公

司为全州开通电视节目传输.同月,中国电

信黄页信息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更名为青

海省电信有限公司黄页信息分公司.６月,

电信西宁分公司承建的西宁市公安局综合

业务通信网交付使用.７月,省电信公司与

青海电视台举行业务合作签字仪式.８月,

电信公司在全省开办电信缴费卡业务,电话

用户缴费更加方便、快捷.９月,电信公司

举办电信员工业务知识、综合技能竞赛.１０
月,按照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企业战略转型目

标,电信公司制定«青海电信企业战略转型

初步实施计划»,举办本地网资源管理系统

应用竞赛.１１月１８日,省电信公司举办全

省固定电话用户突破１００万户庆典.同月,

省电信公司与中兴通讯有限公司签订«固网

智能化合作协议»,全面开展通信网络转型.

１２月,电信公司“互联星空”青海门户网站

向电信用户开放.同月,省电信公司被省政

府评为“２００５年度上缴税收先进企业”.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中国卫通除卫星转发器

出售出租外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

卫通青海分公司并入电信公司.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固定电话用户３７５６
万户,业务收入４８９６８０３万元;２００５年,固

定电话用户 １０２７ 万户,业务收入 ７１０１４
万元.

二、组织机构

青海省电信公司成立后,组织机构多次

调整,２００５年省电信公司组织机构组成情

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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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４Ｇ１　２００５年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机关部室

三、公司领导年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领导名录见下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领导年表
表１Ｇ４Ｇ１

年份
职务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总经理

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

党组书记

—

葛凡(２０００．５至２００３．８) 杨建青(２００３．８至

邝剑萍
(２０００．５至２００１．４)

— 曲俊贤(２００１．１０至

— 杨建青(２００１．２至２００３．８) —

— 邢仁平(２００１．１０至

— 李正龙(党组成员)(２００１．２至

— 葛凡(２００３．８至

第五节　青海铁通

　　西宁铁路分局西宁、格尔木２个电务段

共同承担兰州至西宁至格尔木铁路沿线通

信网建设、维护任务,保障铁路运输与管理

的通信需要及铁路分局机关、各直附属单位

与职工住宅通信服务.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铁道部及所属各铁路局

(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中国铁道通信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铁通”)成立,是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经济实体.

２００１年２月,兰州铁路局召开组建中

国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青海、

宁夏三省(区)分公司会议,西宁铁路分局成

立以副局长杨树林为组长的铁通青海分公

司筹备组.４月２３日,中国铁道通信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分公司(简称“青海铁

通”)成立.经营国内外长途电话、市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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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IP电话、数据传输、互联网、视讯等基础

电信业务及电信增值业务;继续承担铁路运

输、管理的通信服务任务.西宁铁路分局将

西宁、格尔木２个电务段的通信资产、设备

及人员整建制划归青海铁通.人员７７９人

(西宁通信段３５８人,格尔木电务段３９７人,

其他２４人),资产８７３８１８万元(含流动资

产９２２４万元).

一、企业经营活动

中国铁通决定晏德录任青海铁通党委

书记,边志刚任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徐小

明、杨发忠任副总经理.５月,铁通青海分

公司设西宁、格尔木两地通信段.６月,铁

通公司计费管理一期工程设计审查会在北

京召开.该工程设省级计费中心,在西宁

长途局、西宁汇接局设采集点,在第一、二、

三营业厅设收费和业务受理系统.同月,

铁通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完成青藏铁路

开工庆典声像同步传输任务.９月,铁通

公司中铁寻呼台开通西宁、格尔木两地“超

级寻呼”业务.同月,格尔木通信段改制为

铁通格尔木分公司,何成法为负责人.１０
月,铁通公司与省电信公司西宁本地电话

网、长途电话网实现互联互通.１１月,铁

通格尔木分公司与电信格尔木本地网实现

互联互通.

２００２年１月,铁通公司通信业务部更

名为计划建设部,市场部管理的工程建设

项目除互联互通项目外,全部移交计划建

设部,原通信业务部的通信业务与设备维

护由网络运行部管理.３月,铁通公司成

立西宁经营部、工程公司、驻北京办事处,

计费中心、技术专指中心、调度中心、客服

中心;成立西宁、海东、湟源、民和、乐都、海

北、海南铁通营业部.４月,铁通公司为格

尔木至拉萨铁路建设南山口、干沟、小南

山、纳赤台、五道梁等１９个青藏铁路施工

点安装开通３６部电话.５月７日,青藏铁

路巴燕车站东侧山体滑坡,坠落土石２０万

立方米,造成铁路运输、通信中断,铁通公

司组织抢修通信线路,开通静像传输设备,

为铁路顺利抢修提供保障.同月,铁通公

司与电信海东、海西本地网实现互联互通.

６月,铁通公司成立通海商贸技术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通海电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７月,铁通格尔木分公司完成铁路专网程

控扩容２０００门后,总容量达６０００门,并由

单模块局升级为管理模块局.同月,铁通

公司在德令哈、柯柯与电信实现互联互通,

在格尔木实现与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的互

联互通.８月,铁通公司承建的兰青铁路、

青藏 铁 路 ６４ 个 站 区 调 度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DMIS)开通运行.９月,铁通格尔木分公

司寻呼台收购中北格尔木寻呼台、华英寻

呼台;铁通西宁寻呼台收购西宁民航寻呼

台.１０月,铁通公司德令哈市２０００门程

控交换机竣工运行.

２００３年２月,铁通公司与青海网通签

订«长途业务合作协议»,与建行青海分行签

订«代收费协议»(自４月１日起,省建行４１
处营业网点开办代收铁通话费业务).３
月,铁通公司中标承建信息产业部第二批

３２个城市３５G 频段地面无线接入西宁市

系统工程.印发«２００３年工效挂钩管理办

法».４月,铁通公司与海北州城建局签订

«建设西海镇城域网及户线工程协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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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铁通公司在海东乐都地区装机、放号.

铁通“９６５００”省内长途记账卡业务推向市

场.６月,铁通公司与省石油管理局签订

«格尔木石油基地３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以端

局方式接入铁通通信网协议».同月,铁通

公司成立多元经济管理中心,海东分公司、

西宁经营部整合为铁通西宁分公司,铁通格

尔木分公司更名为格尔木通信段.７月,铁

通公司完成铁道部在拉萨召开的青藏铁路

工程建设电视电话会议拉萨主会场及西宁、

五道梁、沱沱河、当雄、那曲各分会场的信号

传输服务.８月,根据中国铁通营销体制要

求,铁通公司推行区域经营制和客户经理

制.９月,铁通公司成立西宁铁道通信服务

中心,负责铁道专用通信事务.铁通公司通

信网络实现西宁、格尔木、德令哈、海北(西

海)、海南(共和)及湟源、大通、平安、乐都、

民和、互助等地全覆盖.１０月,铁通公司承

办“青海通信杯”第二届职工运动会,省内通

信行业８支代表队、２４０名员工参赛.１１
月,铁通公司承建青藏铁路西宁至哈尔盖新

一代智能化调度集中系统工程场强测试.

２００４年１月,铁道部将铁道通信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移交国资委,更名为中国铁通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通”),铁道通信

信息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更名为中国铁通

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简称“青海铁

通”).同月,铁通公司将通海商贸有限公司

更名为青海铁通实业公司.３月,铁通公司

迁入西宁市七一路３１８号(租用).４月,铁

通公司召开网运工作会议,确定网络运行维

护制度和考核办法.同月,铁通公司开通青

藏铁路西宁至哈尔盖１６个车站地面电台声

控记录仪;开通察尔汗、锡铁山、德令哈、柯

柯、天峻、湟源６个车站客票联网系统.５
月,铁通公司检查青藏铁路西宁至哈尔盖段

CTC系统,全线１７个车站(其中１０个站无

人值守)实行调度智能化管理.６月,西宁

铁路分局并入青藏铁路公司,铁通公司将青

藏铁路公司调度系统接入铁道部.８月,铁

通公司开通青藏铁路公司列车调度会议系

统,西宁至格尔木沿线各车务段及支线均可

随时报告生产运营情况.１０月,铁通公司

与青藏铁路公司签订«铁路运输通信服务合

同».１１月,铁通公司与联通公司完成西宁

至格尔木６２２M 传输通道置换.同月,铁通

公司承担的青藏铁路公司与铁道部运输局

干线调度系统竣工,开通干调分机２９部,模

拟电话１７部,完成兰州备环迂回实验.

２００５年２月,铁通公司将西宁铁道通

信服务中心改置青藏铁道通信事业部,设格

尔木、柯柯、西宁３个通信段,实现铁路通信

专网分类管理.３月,铁通公司青藏铁路公

司专用移动通信系统(GSMＧR)、通用分组

无线服务技术(GPRS)通过多项测试.４
月,铁通公司海南、海北两地营业部与联通

本地网互联互通.５月,铁通公司开通海北

(西海镇)宽带接入业务.铁通公司成立数

据业务发展中心,承担互联网及数据业务的

全部工作;成立 GSMＧR技术维护中心.同

月,铁通公司与青藏铁路公司对双方用地和

房产进行划分.兰青铁路和青藏铁路３２
处、４７１８０３９平方米土地划归铁通青海分

公司,共同使用土地为３４５３４２平方米.６
月,根据中国铁通实业公司«关于开展公司

实业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铁通公司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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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通实业公司.７月,铁通西宁本地网铁路

专网长途区号由“０７４１”改为“０７５”.同月,

铁通公司与青藏铁路公司签订«２００５年度

铁路运输通信服务合同»,金额４１８５万元.

１０月,铁通公司撤销西宁分公司,西宁地区

业务由省公司直管.１１月,青藏铁路格尔

木至拉萨段工程竣工,铁通公司成立拉萨通

信段筹备组,以承担铁路沿线１２００公里的

通信线路维护工作.１２月,铁通公司开通

电话自动停复机系统,可与话费语音催缴系

统结合,自动处理相关业务.

２００５年,铁通固定电话用户 ９１２ 万

户,宽带用户９４１６户;电信业务收入５０１１
万元.

二、组织机构

２００１年４月,铁通青海分公司成立后,

管理机关多次调整,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管理

机构见下图.

图１Ｇ５Ｇ１　２００５年铁通青海分公司组织机构示意图

三、公司领导年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铁通青海分公司领导名录见下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铁通青海分公司领导年表
表１Ｇ５Ｇ１

年份

职务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总经理 — — 宋宜宏(２００２．３至

副总经理

党委书记

—

边志刚
(２００１．４至２００２．３)

—

徐小明(２００１．４至

杨发忠(２００１．４至

晏德录(２００１．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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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青海网通

　　２０００年９月,吉通网络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分公司成立,经营计算机网络业

务、IP电话等电信业务,经理为赵孝宁,地

址:西宁市新宁路２０号.

２００１年７月,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业内称“老网通”)青海分公司成立,经营省

内IP电话、互联网等业务,刘成可为负责

人.１１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对中国电信再

次拆分(南北拆分).按照属地原则,北方

１０省(区、市)电信公司划归中国网通,南方

２１省(区、市)电信公司划归被再次拆分后

的中国电信;中国电信长途骨干网以光纤数

和信道容量进行划分,北方１０省(区、市)的

长途网７０％划归中国网通,其余３０％划归

中国 电 信;南 方 ２１ 省 (区、市)的 长 途 网

７０％划归中国电信,其余３０％划归中国网

通;允许在对方区域建设本地网,经营固定

电话业务.

２００２年９月,中国网通西北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在西安成立.１２月,中国网通西

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简称“青

海网通”)成立筹备组,李恒久任组长.１２
月３０日,青海网通完成工商登记,获准经营

除无线业务外的全部电信业务.地址:西宁

市南大街１７号(租用).

一、企业经营活动

２００３年２月,网通公司与青海电信签

订«网间互联工程协议»«省内电路租用协

议».同月,成立网通海东、格尔木分公司

(各设综合部、市场运营部、网运建设部).４

月,中国网通决定李恒久任青海网通党组副

书记,李生奎任党组成员、纪检组长;中国网

通西北公司决定李恒久、李生奎任青海网通

副总经理,李恒久主持工作.青海网通与中

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老网通)

签署«融合问题备忘事宜».２２日,网通青

海省分公司成立,省委副书记白玛、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贾国明、省长助理徐福顺以及

省、市各部门领导、网通西北公司董事长裴

爱华等参加庆典并讲话.５月,中国网通西

北股份公司同意青海网通设综合办公室、计

划财务部、网建维护部、市场经营部.７月,

网通公司开办电信业务.网通公司与团省

委合建的“青海共青团”网站开通.省委副

书记白玛、省总工会主席马福海等到场祝

贺.同月,网通青海省分公司与中国网络通

信(控股)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老网通)、

吉通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

(简称“青海吉通”)完成融合重组.８月,网

通公司与青海民惠房地产公司签订«房屋以

租代购合同»,融资租赁坐落在西宁市昆仑

路９号锦绣城１７、１８层,有２５６２平方米办

公、生产场地.９月,网通公司与西宁湛清

电子公司合资开办“网通家园”旗舰店.

２００４年１月,网通公司与网络先锋互

联网会所合作经营的“网通家园”五四大街

直营店开业.７月,根据中国网通集团通

知,撤销中国网通集团北方通信有限公司、

南方通信有限公司和国际通信有限公司,撤

销中国网通集团西南、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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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撤销中国网通(控股)有限公司各地分公

司,成立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青海分公

司.青海网通设综合与法律部、财务部、人

力资源部、网络建设部、网络运维部、市场经

营部(内设互联互通处)、大客户服务中心、

支撑共享中心、西宁维护中心、采购与物流

中心.９月,网通公司与省体育大队签订

«语音及互联网专线接入服务协议».１１
月,网通公司迁入昆仑路９号新址.

２００５年６月,网通公司２００５年度第一

批客户接入项目竣工,投资４５１０８万元;１２
月,第二批客户接入项目竣工,投资４２９３
万元.

２００５年,网通公司固定电话用户１７０００
户,业务收入２５２０万元.

二、组织机构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青海网通成立后,组织

机构多次调整,２００５年网通青海省分公司

组织情况见下图.

图１Ｇ６Ｇ１　２００５年网通青海省分公司组织机构示意图

三、公司领导年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网通青海省分公司领导名录见下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网通青海省分公司领导年表
表１Ｇ６Ｇ１

年份
职务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总经理 — 李恒久(２００３．４至

副总经理 — 李生奎(２００３．４至

注:２００４年７月前,称中国网通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以后称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青海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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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电信通信建设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拥有全省长途传输、市内电话、数据及互联网等综合通信网络;联通

公司刚开始建设西宁及海东地区各县长途传输网络,建设西宁、海东 GSM 移动通信基站;

移动公司依靠租借电信公司电路组成长途传输网络,在各州(地、市)、县建设基站、开通移

动业务.各电信公司积极筹措资金,建设各自的长途传输网络、市话交换与移动交换设备、

基站及附属电源设备,扩大通信网络覆盖面,新增电信新业务,满足政府、企业及人民群众

通信服务需求.

２００１年４月,铁通青海分公司成立后,依托兰青、青藏铁路通信传输网络,建设铁路沿

线固定电话通信网,发展电话用户;建设无线调度通信网络,为铁路运输提供专业通信

服务.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网通青海分公司成立后,除新建部分光缆外,依托划分的长途光纤,形成

网通省内长途传输通信网络;在西宁、格尔木等城镇建设固定电话通信网络,向社会提供通

信服务.

省内各电信公司通信建设由各集团公司统一安排计划、资金、采购、签订合同与决算,

各省负责子项工程建设工作.

第一节　电信公司通信建设

　　１９９９年底,电信公司基本建成以西宁

为中心,通达各州(地、市)、县光缆线路,形

成SDH/PDH 传输通信网络;长途、市话交

换全部程控化,互联网遍及全省各县、镇.

２０００年起,电信公司建设重点如下:陆

续建设光缆环路,采用波分复用技术,提高

传输通道能力和速率,配置传输自愈电路设

备,提高长途传输网络的通信能力和可靠

性;继续扩充长、市话交换设备容量,满足政

府、企业、群众对通信的需求;建设无线市话

网络,满足固定电话移动使用需求;配套网

络管理、电信计费、业务受理及“１００００”号查

询服务等应用系统,提高经营管理与服务用

户能力.

一、长途通信传输网络

省电信公司优化传输网络组织、完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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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布局,加快光自愈环路传输网络建设.

２００１年,电信公司建设高速传输网络

工程,采用SDH２５G分插复用设备组成２
纤或 ４ 纤 自 愈 环 路;利 用 ３２ 波 ×２５G

DWDM＋SDH 技术改造传输网络,形成电

信公司东环、南环、西环、北环、果洛环及青

南链路高速通信传输网络.

２００３年,电信公司“兰西拉”“二出疆”

光缆SDH 传输设备扩容,新建兰州至西宁、

格尔木至考干(若羌北)WDM 系统工程.

２００５年,电信有限公司对高速传输网

东环、南环、西环、北环３１个局站扩容,新增

一套２５GSDH系统,开通FE１００M、１５５M、

６２２M 电路,县局到州(地、市)分公司至少

开通一个FE１００M 或１５５M 电路.

(一)长途通信光缆建设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投资２６０万元,新建

平安—乐都—民和光缆;投资２５４万元,新

建民和—循化—同仁光缆;投资３１５万元,

新建同仁—泽库光缆;投资６４万元,新建扎

巴—康阳—尖扎光缆,形成黄南光缆环路.

２００１年,电信公司投资２７０万元,新建

平安—互助—大通光缆,形成东环北线;投

资６６０万元,新建门源—祁连光缆,形成北

环北线.

２００２年,电信公司投资１４８万元,新建

湟中—拉脊山光缆;投资６００万元,新建贵

德—贵南—同德光缆;投资６６０万元,新建

同德—大武光缆,形成西宁—果洛环路东

线;投资７００万元,新建花石峡—达日光缆;

投资４９０万元,新建大武—达日光缆;投资

８００万元,新建班玛—久治光缆,形成果洛

光环路及东方向达日—班玛—久治光缆.

２００３年,电信公司投资５４６万元,新建

玉树—治多光缆;投资４２０万元,新建倒淌

河—黑马河光缆;投资４７５万元,新建黑马

河—茶卡光缆,形成青海湖南岸光缆通道;

投资７３５万元,新建天峻—乌兰—德令哈光

缆;投资５１８万元,新建德令哈—柴旦光缆;

投资３１０万元,新建柴旦—锡铁山光缆;投

资５７０万元,新建锡铁山—察尔汗光缆,形

成德令哈—格尔木环路西线;投资４６９万

元,新建柴旦—马海光缆.

２００４年,投资４８０万元,新建电信西宁

市分公司市内第二传输网.

(二)采用波分复用技术、开设宽带设备

等方法,提高传输通道能力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投资５２０万元,扩容

西宁—格尔木SDH 传输设备.

２００１年,投资４１００万元,采用３２波×

２５GDWDM＋SDH 技术对现有传输网进

行改造.

２００３年,投资２１８１万元,利用兰州—

西宁—拉萨光缆,新建兰州—循化—西宁

３２/４０×２５G WDM 系统、兰州—西宁和兰

州—西宁—拉萨各１套２５GSDH(１＋１)

系统,利用兰州—永登—西宁光缆,新建兰

州—西宁１套２５GSDH(１＋０)系统.

２００４年,投资８５９万元,建设兰州—西

宁、格尔木—考干 WDM 系统 工 程;投 资

３４６万元,用于兰州—西宁—拉萨 SDH 系

统扩容;投资７２８万元,用于兰州—西宁—

乌鲁木齐 WDM 系统扩容;投资５５０万元,

用于高速传输网SDH 系统扩容.

２００５年,投资３００万元,实施高速传输

网优化工程,建成以西宁为中心的东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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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西环、北环和青南环光自愈传输网络.

西宁 至 各 州 (地、市)均 开 通 ２５G 高 速

电路.

(三)通信传输网络环路

东 环:西 宁—大 通—互 助—平 安—乐

都—民和—循化—化隆—平安—西宁及循

化—黄南—尖扎—李家峡—平安２段环路,

保证西宁至海东各县及黄南州通信可靠性.

南 环:西 宁—湟 源—共 和—兴 海—同

德—贵南—过马营—贵德—湟中—西宁环

路,保证了西宁至海南州及州内各县通信可

靠性.

西环:西宁—湟中—倒淌河—黑马河—

茶卡—都兰—香日德—诺木洪—格尔木—

察尔汗—锡铁山—柴旦—怀头他拉—德令

哈—乌兰—天峻—刚察—西海—海 晏—西

宁环路,保证了西宁至格尔木、海西州除冷

湖、茫崖外各县、镇的通信可靠性.

北环:西宁—大通—门源—青石嘴—峨

博—祁连—默勒—西海—海晏—西宁环路,

保证了西宁至海北及州内各县通信可靠性.

青南环路及支线:西宁—海南—兴海—

花石 峡;花 石 峡—达 日—甘 德—大 武、达

日—班玛—久治;花石峡—玛多(以上为果

洛州范围)—清水河—称多—玉树;玉树—

治多—曲麻莱;玉树—下拉秀、下拉秀—杂

多、下拉秀—囊谦(以上为玉树州范围).西

宁至玉树、果洛州所在地传输２５G 电路,

州到县为１５５M 电路.

２００５年,青海电信长途通信网络组成

情况见下图.

图２Ｇ１Ｇ１　２００５年青海电信长途通信网络示意图

　　二、市内电话

２０００年初,电信公司固定电话用户已

经达到２７５５万户,但用户需求尚未得到满

足,因此,电信公司加快各州(地、市)、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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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机容量扩容,同时采用PHS技术,开通无

线市内电话,满足广大用户需求.

(一)市话交换机扩容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投资２６０万元,扩容

西宁市分公司南川分局５０００门;投资５２０
万元,建设朝阳分局１５０００门交换机设备;

投资２６４万元,改造湟中局农话４０００门;投

资２６５万元,扩容大通局６０００门;投资２８０
万元,扩容黄南州分公司４５００门;投资２２０
万元,扩容海西州分公司５０００门;投资２６０
万元,扩容海东地区分公司平安３０００门及

软件升级;投资６４０万元,扩容格尔木市分

公司１００００门.

２００１年,电信公司投资６００万元,新建

大通局东柳、铝厂模块局;投资４００万元,扩

容格尔木市分公司２３０００门;投资３５０万

元,新建大通局后子河、煤矿、东峡、河东模

块局;投资４５０万元,扩容海东地区分公司

乐都局１２０００门;投资１４０万元,建设海南

州分公司兴海赛什唐通信工程;投资１００万

元,扩容玉树州分公司四县市话交换机.

２００２年,电信公司投资７５０万元,扩容

西宁市分公司建国路等 ５ 个分局交换机

１８０００门;投资５００万元,新建湟中、大通、

湟源三县乡镇模块局及配套电源、传输设

备;投资 ３１０ 万元,新建西宁市格尔木路

５０００门交换机及配套设备;投资２７０万元,

扩容西钢模块局;投资２４５万元,更新湟源

局程控交换机;投资７５万元,改造果洛州分

公司班玛、达日、花石峡程控交换机;投资

５０万元,扩容黄南州分公司李家峡、泽库交

换机;投资５８０万元,完成西宁市南川东路、

阳光小区、机场、乐家湾,海东地区分公司乐

都局雨润、洪水模块局建设.

２００３年,电信公司投资４５０万元,新建

西宁市分公司大通局桦林等六乡模块局.

２００４年,电信公司投资７３５万元,扩容

格尔木市分公司交换机７５００门;投资４２５
万元,完成海东地区分公司乐都局城南等７
个模块局、传输线路及配套设备.

２００５年,电信公司投资２１０万元,新建

格尔木市分公司唐古拉山乡１０２４门、郭勒

木德乡８３２门模块局.年底,电信公司本地

网市话交换机容量１２５５７万门,电话用户

达到 １０２６９ 万户,农村电话用户 １１５７６０
户,公用电话５３３万部.

(二)“小灵通”建设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电信公司为满足用户固

定电话移动使用的要求,采用PHS技术,投

资９０００万元,在西宁市建设无线便携电话

“小灵通”通信网,２０００年３月建成使用.

２００１年,投 资 ３８００ 万 元,完 成 西 宁 中 兴

PCS系统扩容(建４个 ANU、４６个 CSC、

６３３个大基站、５４个小基站),覆盖西宁市

２１平方公里,容量５万用户.

“小灵通”手机广泛使用,成为电信公司

应对移动通信企业、实现固定电话移动使用

的良好手段.２００３年２月,电信公司成立

“小灵通”扩建指挥部,投资３７００万元,新建

省内无线市话“小灵通”通信网络,覆盖各州

(地、市)、县３７个地区,面积２０９平方公里,

新增无线用户７５万户.

２００４年,电信公司投资９９５万元,对无

线市话网络扩容与优化、新增容量２１１万;

投资１８７３万元,扩容西宁市分公司无线市

话２２６ 万线;投资 １１６５ 万元,扩容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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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县无线市话１２１万线;投资１２００
万元,扩容无线市话三期工程４５万线;投

资１２９５万元,扩容西宁外８个本地网８５３
万线.

２００５年,电信公司陆续建成无线市话

接入网１８７个、基站１９６５个,容量４３９万

线,“小灵通”用户３３７７万户.

(三)“大灵通”建设

电信公司采用 ETS４５０M 无线接入网

技术(大灵通),为通信线路没有到位的农村

用户提供通信服务.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投资７８０万元,新建

海西州分公司、海南州分公司及海东分公司

ETS４５０M 无线接入网.

２００５年,“大灵通”用户１０８万户.

三、数据通信网

(一)DDN与 ATM 网

２０００年初,DDN 网络覆盖西宁、海东、

海南、海西、海北、黄南、玉树、果洛、格尔木

等州(地、市)及部分县,共４３个节点,金融、

税务、商检、经贸及政府等部门均实现计算

机联网.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投资 ９９５ 万元,对

DDN网二期扩容.新增西宁市韵家口、康

乐、中庄、马坊、发讯台、二十里铺、西钢、省

公司楼、杨家寨、二十中、省工行１１个节点,

扩容古城台、建国路、大十字、小桥４个节

点,新增大通铝厂节点.

２００１年,电信公司投资 ４０５ 万元,对

DDN网三期扩容,扩容西宁市６１局、８２局,

杨家寨,玉树,格尔木５个节点.

２００２年,电信公司为扩大数据网络覆

盖及结构完整,采用 ATM 电路仿真技术整

合DDN网络,投资５８０万元,建设 ATM 网

络整合DDN网络一期工程,设西宁市古城

台、大十字、建国路、杨家寨,德令哈市,格尔

木市６个 ATM 交换点.

２００３年,青海ATM 网古城台核心节点

与国家骨干 ATM 网互联,实现省际业务的

转接.

２００４年,投资１４０万元,扩容 ATM 骨

干网络,新建海东、海西交换点.

２００５年,电信公司因ATM 网络属单节

单链,安全性能不高,投资１７４万元,扩容

ATM/FR网络中继,新增大十字交换点,与

古城台交换点组成双链路与国家 ATM 骨

干网互联.

(二)固定互联网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新建海东、海南、海

西、海北、黄南、格尔木“１６３”节点,扩容西宁

节点,容量达２５０００户;同时,将“１６３”“１６９”

网改造升级,采用统一的用户管理及计费结

算系统,网络采用双星型结构,西宁为汇接

点,下设６个接入点(果洛、玉树经海南交换

点接入),西宁至各州(地、市)开通中继电路

１０１条、总带宽３２２M,西宁汇出点与国家骨

干网互联,新增２条１５５M 电路,宽带提升

２０倍;互联网端口数３８１２个,互联网拨号

服务器端口３３２４个.

２００１年,电信公司对网络优化,传输速

率提 高 至 ２５G;主 干 设 备 间 传 输 速 率

１０００M,各州(地、市)传输改为１５５M;通过

防火墙接入系统,增加了系统安全性.

(三)电信宽带IP城域骨干通信网

２００１年 １２ 月,电信公司投资 １７５ 万

元,新建西宁、格尔木宽带IP城域骨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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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城域网建成２５G环形网络,新建古城

台、大十字、建国路、朝阳、大通、湟中、湟源

及格尔木城域网,建 ADSL２６个节点;在西

宁建设２０个LAN用户小区.

２００２年,电信公司投资３８９万元,对宽

带IP城域骨干网优化,解决网络传输瓶颈,

增强网络安全措施.

２００３年,电信公司投资４０７万元,对宽

带IP城域骨干网实施 MPSLVPN 工程和

西宁 ADSL扩容(４０６８线).海东、海南、海

西、海北、黄南各新增 CＧ３７４５路由器１台,

大十字、古城台 CＧ６５０９升级,新增 CＧ７２０６
路由器为 ADSL及 VPN 接入,２台 CＧ４００６
路由器为宽带接入,改进网络层可扩展性及

灵活性.互联网中继电路带宽５G,IP骨干

城域网带宽２G.

２００４年,电信公司投资１５０万元,对宽

带IP城域骨干网改造扩容,海东、海西各更

新CＧ４５０７R交换机１台,海南、海北、黄南各

更新CＧ３５５０Ｇ４８ＧEMI交换机１台,增强了各

节点汇接能力及交换数据流量;宽带IP城

域网中继电路总带宽５G,互联网中继电路

宽带４G.

２００５年,电信公司投资７５万元,将电

信宽带IP城域骨干网调整为大城域网,西

宁设国家骨干网 CN２边缘节点,网络调整

后,宽带IP城域网中继电路总带宽１６G,互

联网中继电路宽带１０３１G.

四、综合业务系统

２０００年,青海通信网络扩展、交换传输

设备增多,电信用户的快速增长及电信业务

种类迅速增加,省电信公司及时安排相应的

网络管理、计费结算、业务受理等计算机管

理系统建设,使青海电信业务管理、计费查

询、经营决策得到极大提高,装、拆、移机,收

费及业务查询等业务管理及通信服务得到

技术支撑.新建计算机应用系统:

(一)本地网综合计费系统

２０００年９月,电信公司建设省内本地

网计费账务系统,该系统具备实时计费、联

机处理、综合结算、账务处理和分摊结算等

功能,为用户提供客户综合账单与灵活、方

便的交费和查询方式,能提供各种电信业务

统计分析报告,为电信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依

据.该系统由省计费结算中心、本地网计费

账务中心及各州(地、市)、县营业厅组成.

各本地网均设１套计费账务系统,省公司设

计费汇总结算系统.经专家小组技术交流、

招投标等程序,中望商业机器有限公司中

标.１１月２７日,省电信公司与中望商业机

器有限公司签订«本地网综合计费系统工程

合同»,投资２００８万元.２００１年５月,本地

网综合计费系统正式使用.２００４年,电信

公司投资３５０５万元,完成计费联机采集和

计费账务系统扩容;投资４４０万元,完成综

合结算系统扩容.

(二)电 信 业 务 处 理 系 统 (新 “九 七 工

程”)

２０００年９月,电信公司建设省内电信

业务处理系统(新“九七工程”),将各本地网

固定电话从营业受理、定单调度、配线配号、

机线资源和综合查询等有关工作按流程组

合,并将各类信息与计费系统连接,实现固

定电话业务按流程计算机管理.１１月,电

信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合同,投资２０００万

元.２００１年６月,新“九七工程”实现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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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投入运行.

该系统采用统一的业务受理平台,各本

地网内营业网点均能受理电信业务,利用统

一的地理信息库对号线资源进行分配,统一

定单、统一调度、统一机线管理与查询.该

系统经DCN网将各本地网综合运用平台统

一到省公司,实现为省公司管理部门提供经

营决策信息.系统实行分级分权管理,设

省、州(地、市)、县、支局(所)４级权限.电

信公司数据集中在西宁局储存,各本地网计

费账务系统通过 DCN 网向“９７”系统提取

数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省 电 信 公 司 本 地 网

CRM 开通,“新９７”系统被更新.

(三)固网智能化工程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省电信有限公司与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签约,投资９０００万元,实

现固定电话网智能化,满足用户对彩铃、混

合放号、移机不改号、一号通(同振、顺振)、

综合预付费等业务需求,完成IDN、IDC网

络优化整合工程.

(四)NO７信令集中监测系统

２００４年,省电信公司 NO７信令集中监

测系统竣工投产.NO７信令集中监测系统

平台结构分三层,第一层为信令数据采集处

理层,完成信令数据的实时采集、解码、统计

和生成呼叫详单记录和事务详单记录;第二

层为数据处理层,完成数据的计算、整理、组

织和存储;第三层为应用层,完成数据的表示

和呈现.高级信令转接点(HSTP)设置在西

宁,链路监测包括 HSTP/LSTP、长途接入、

汇接局、网关、智能网等;整个监测系统由远

端收敛部分、集中采集中心和监测中心三部

分组成,在组网时将采集中心与监测中心设

在同一机房或同一局域网内;省中心集中设

置信令数据采集及数据处理设备,各本地网

SP及STP负责信令链路中继的输出.西宁

古城台安装３台DXC１６收敛设备,西宁建国

路、海东、海南、海西、海北、格尔木、黄南、果

洛、玉树各安装１台DXC１６收敛设备.

(五)建设使用的其他应用软件系统

大客户管理系统:实现大客户业务受

理、信息管理、营销管理、客户经理管理、合

同管理、项目管理、知识库管理、经营分析、

系统管理等.

电信经营分析系统:实现对各类主题的

分析,如业务分析、客户分析、服务分析、市

场分析、营销分析、财务分析等.

综合客服系统(“１００００”系统):提供了

一个统一的面向客户的服务和业务窗口,集

中受理用户对电信业务的需求,为用户提供

一个电信业务综合性服务窗口.

五、网络管理信息化

１９９９年５月,黄南、海北建成本地电话

网,省内各州(地、市)电信局均建成本地电

话网,青海电信组成长途通信传输网与各州

(地、市)本地电话网二级网络体制.长途通

信传输网及各本地网的网络管理随之走上

议事日程.

(一)本地网网管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电信公司新建西宁、海

南、海北、海西、格尔木本地网网管,采用大唐

公司 MsNet２０系统,接入 EWSD、S１２４０、

F１５０、C&C０８、HJD０４、ZXJ１０６种型号交换

机.网管系统具有故障管理、维护管理、性能

管理、配置管理、网管管理、本地网自动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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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系统,通过“９７”子系统与计费账务系统互

联,实现欠费自动停机等功能.由省网管中

心网管系统及西宁、海南、海西、海北、格尔木

５个本地网网管系统组成,各本地网以州

(地、市)局为中心,通过 TCP/IP协议,由数

据库服务器、数据采集机、“９７”接口机、前台

操作机组成网管局域网,对各型交换机集中

监控管理与数据采集.果洛、玉树的C&C０８
局经由海南本地网接入.

本地网网管情况,见下表.

本地网网管情况
表２Ｇ１Ｇ１

地区
机型

EWSD S１２４０ F１５０ ZXJ１０ HJD０４ C&C０８
总计

西宁 ５ ３ １ １ ２ ３ １５

海南 ０ １ — — — ５＋２ ８

海西 ２ — — — １０ — １２

海北 １ — — — ２ ３ ６

格尔木 １ ２ — １ — １ ５

注:５＋２表示海南地区加入了果洛州、玉树州２个C&C０８机型,西宁、海北的 HJD０４本次暂不接入网管.

　　２００３年,电信公司实现省与州(地、市)

本地网网管系统纵向联网.９个本地网实

现交换、传输、电源、无线市话、ADSL、同步

网等各专业的集中监控,实现将全省传输、

交换设备及网络集中监控.其中:长途一、

二级干线系统,DDN,X２５,ATM 等数据专

业及“小灵通”的网管由西宁承担.各本地

网设网络监控岗、运行分析岗、综合维护岗、

资源管理岗和各县分公司现场值守岗.５
月,电信西宁分公司将 TS及动力环境监控

系统并入本地网网管系统,实现动力、交换

集中维护管理.

(二)长途传输网网管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西宁市电信局使用邮电

部组织开发的长途网管系统(一期).１９９４
年５月,升级为功能更强的二期网管应用软

件.１９９６年５月,省网管中心、海东、海南、

格尔木各邮电局安装相应的二期设备及应

用软件,实现省网管中心与电总网管中心及

各州(地、市)邮电局网管联网运用.１９９８
年,国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三期网管应用

系统,主机为 HP小型机,实现省网管中心

对省内长途电话网运行实时集中监控.其

功能包括性能管理、故障管理、配置管理、路

由数据一致性检查、交换机操作等功能.

２００２年,中国电信集团公司长途网管升级,

投资２８８万元,青海网管中心新增运行维

护、工单管理、WEB信息发布、话务控制、路

由管理等功能.

(三)其他专业设备网管

１．PDH 传输网网管

２００１年８月,电信公司长途通信 PDH
传输网网管工程竣工投产,新建 RT设备安

装在西宁分公司传输机房监控室,中国普天

信息产业集团下属北京奥普泰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承建.

２．SDH 传输网网管

２００２年,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建设全国

８９１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传输网SDH 网管系统,电信网管中心设在

上海,新建富士通、西门子网管系统,调整朗

讯、NECSDH 网管系统,延用三层结构方

案(SDH 网络级管理层、SDH 网元级管理

层、SDH 网元层),２００５年９月竣工.

３．青海 NO７信令网网管

２０００年,电 信 公 司 实 施 对 LSTP 及

NO７信令网进行网管的信令网网管设备

安装工程,覆盖５个本地网以及省内长途

网,以准直联方式组成两级信令网.使用华

为公司 C&C０８STP程控交换机.其建设

地点及容量见下表.

NO７号信令网网管情况
表２Ｇ１Ｇ２

设备地点 覆盖本地网 容量

东部LSTP
平安

互助
海东、黄南

６４

６４

中部LSTP
古城台

建国路
西宁、海北

９６

９６

南部LSTP
共和

贵德

海南、果洛、
玉树

６４

６４

东部LSTP
德令哈

格尔木

德令哈、
格尔木

６４

６４

４．数据通信网网管

２００１年９月,电信数据通信网(DDN)

二期扩容工程青海网管中心建成投产.信

息产业部北京设计院设计,爱立信公司提供

设备供应和系统集成,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

安装.

５．IT网管

２００５年 １２ 月,省电信有限公司投资

３５０万元,建成IP网管系统,形成省内 DCN
网络和５７台交换机设备与客户端监控网

络.实现网络、主机、中间件、数据库及业务

支撑系统集中监控与管理.

六、通信房屋与住宅

(一)电信局所建设

２０００年:西宁市分公司数据通信楼,投

资４７６０万元,其中３３３２万元由电信总局承

担,其余由省邮电管理局自筹,包括非话机

房、网管中心、计费中心等,建设面积７０００
平方米(一层营业厅１４５０平方米,二层为多

功能营业场所,三层为机房,四、五层为综合

用房);海南州线务站通信生产楼,投资２５０
万元,建筑面积２５８６平方米;贵德县电信局

住宅综合楼,投资２３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４９６
平方米,共２个单元６层,一层用于车库和

仓库;贵德县电信局通信生产楼,投资２１０
万元,建筑面积８５４１３平方米;黄南州分公

司综合通信楼,投资 ２６０ 万元,建筑面积

２７００平方米;黄南州分公司泽库县电信局

通信楼,投资６０万元,建筑面积４６０平方

米;海南州分公司贵南县过马营镇通信楼,

投资８１万元,建筑面积１０１０平方米;格尔

木市分公司模块局机房,投资１２０万元,征

地２６５平方米,建筑面积６５２平方米;格尔

木市民主巷模块局机房,投资８５万元,建筑

面积６１３平方米;海北州分公司热水、默勒

通信机房,投资３９万元,热水机房建筑面积

１０６平 方 米、默 勒 机 房 建 筑 面 积 １９０ 平

方米.

２００１年:黄南州分公司河南县电信局

通信楼,投资６０万元,建筑面积３８４平方米

２层;黄南州分公司综合住宅楼,投资５４０
万元,建筑面积３８８２平方米,共４个单元６
层;果洛州分公司玛多县电信局通信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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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１２０万元,建筑面积７６４平方米;海东地

区分公司循化局白庄电信所通信楼,投资

２３３万元,建筑面积１４３平方米;公伯峡电

信生产楼,投资４６万元,征地面积１８００平

方米,建筑面积３５８平方米;海西州分公司

综合楼,投资３１５万元,征地１８００平方米,

建筑面积１５７３平方米;大通县电信局后子

河机房,投资６万元,建筑面积７０平方米;

省电信传输局果洛线务站班玛线务段综合

楼,投资７０万元,建筑面积４９４６平方米;

省电信传输局西宁线务站门源线务段综合

楼,投资８０万元,建筑面积９００平方米.

２００２年:省电信传输局西宁线务站海

晏线务段综合楼,投资８０万元,建筑面积

８０９平方米;西宁市分公司南川东路机房,

投资１４５万元,建筑面积６５０平方米;西宁

市分公司大堡子镇机房,投资８３万元,建筑

面积２４０平方米;西宁市分公司马坊机房,

投资１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３３１平方米;玉树

州分公司曲麻莱县电信局综合楼,投资７０
万元,建筑面积４９８平方米;省电信传输局

海东线务站综合楼,投资２３８万元,建筑面

积２９１５平方米;西宁市分公司城南新区通

信楼,投资５２０万元,建筑面积３０８５平方米

５层框架.

２００３年:海晏路通信综合住宅楼,投资

１２５０万元,征地１３３公顷(２０亩),住宅面

积９４２８０８平方米,共７个单元７层,一层

通信营业厅１４４６０７平方米;西宁市分公司

格尔木路模块局机房,投资１４５万元,建筑

面积６８９５７平方米;海东地区分公司民和

县电信局新区模块机房,投资７２万元,建筑

面积６２４平方米.

２００４年:大通县电信局营业综合楼,投

资２２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４００平方米;海北州

分公司祁连县电信局冰沟、卡力岗机房,投

资５万元,建筑面积各２５平方米;玉树州分

公司襄谦县电信局营业综合楼,投资５０万

元,建筑面积３３９２９平方米;第二长途通信

枢纽楼,投资４９９５万元,其中３４９６万元由

电信总局承担,其余由省电信公司承担,建

筑面积１１０００平方米２０层,包括长途交换、

传输,市话交换,无线、数据机房及维护管

理、辅助管理与电力机房,北京城建四公司

施工;电信公司综合办公楼,投资６０００万

元,征地６４７公顷(９７亩)(征地费用１７００
万元),建筑面积１８５４０平方米,全框架结

构,地上８层、地下１层,设计单位为省建筑

勘察设计研究院,监理单位为青海省百鑫工

程监理公司,施工单位为江苏南通三建集团

有限公司;省电信有限公司办公附属楼,投

资１５０万元,建筑面积６５６平方米;格尔木

市分公司电信枢纽楼,投资２８３９５万元,征

地１７５７９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８０００平方

米８层框架,裙楼３０００平方米;海北州分公

司青 石 嘴 机 房,投 资 ８０ 万 元,建 筑 面 积

７５１３５平方米;海南州分公司兴海电信局

通信楼,投资１５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０２１４１
平方米.

２００５年:西宁市分公司湟源县电信局

综合楼,投资６０万元,建筑面积４３５平方

米;格尔木市分公司河西模块局,投资２７５
万元,建筑面积２２０３３平方米;郭乡模块

局,投资７２万元,建筑面积４０平方米;海

西州 分 公 司 德 令 哈 市 河 西 模 块 局,投 资

３０９万元,建筑面积２４平方米;西宁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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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购置黄河路模块局,投资２０６万元,建

筑面积５１５平方米;海南州分公司同德县电

信局石藏寺机房,投资３万元,建筑面积２０
平方米.

(二)住宅楼与公寓楼建设

２０００年:祁连县电信局住宅楼,投资９７
万元,建筑面积８８５平方米,共１个单元４
层;柴旦电信局住宅楼,投资１５７万元,建筑

面积１１３０平方米;冷湖电信局住宅楼,投资

１８７万元,建筑面积８８５平方米,共２个单

元４层.

２００１年:电信公司投资１４７万元,购置

西宁市东台小区住宅楼１１套;海西州分公

司住宅楼,投资１８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５５０平

方米,共２个单元５层.

２００３年:海南州分公司兴海县电信局

公寓楼,投资１２０万元,建筑面积９６０平方

米,共２个单元３层;海西州分公司冷湖电

信局公寓楼,投资６３１万元,建筑面积５２６
平方米;天峻县电信局公寓楼,投资７０万

元,建筑面积５２６平方米;乌兰县电信局公

寓楼,投资１１１万元,建筑面积１０３７平方

米;黄南州分公司河南县、泽库县电信局公

寓楼,各投资９０５万元,建筑面积各６９２平

方米;果洛州分公司甘德县电信局公寓楼,

投资８５万元,建筑面积６５１１２平方米;久

治县电信局公寓楼,投资８５万元,建筑面积

６２６７４平方米;玉树州分公司治多、曲麻莱

公寓,共投资 １１０ 万元,建筑面积 ７４９ 平

方米.

第二节　联通公司通信建设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联通青海分公司建设

GSM 移动通信网络,１０ 月建成投产.至

２００５年底陆续建设 GSM 六期工程,向社会

各界提供 GSM 移动通信服务.

２００１年２月,联通新时空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青海分公司成立,建设 CDMA 移动

通信网络.至２００５年底,陆续建设 CDMA
移动通信工程三期.

一、长途传输网

１９９９年４月,联通公司建设西宁—大

通１２芯架空光缆４１公里,西宁—平安—乐

都—民和１２芯架空光缆１２０公里,西宁市

内１２芯光缆５１公里,８芯光缆１４１公里,应

用SDH 传输设备组成西宁市内光传输环

路,西宁—大通、西宁—民和２条传输链路.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联通公司建设西宁—湟

源光缆５１公里,西宁—互助光缆３８２９公

里,西宁总寨—湟中光缆１４９公里,将联通

GSM 移动通信网络扩大到西宁市区划范

围.建设格尔木市内光传输环路,建设格尔

木移动通信网络.

２００１年６月,联通公司建设民和—循

化１２芯光缆１４３６公里,湟源—西海镇１２
芯光缆５１公里,大通—城关—门源１２芯光

缆１２０６４公里,扎巴—康杨—李家峡、尖扎

１２芯光缆４９８６公里,尖扎—同仁１２芯光

缆５８４４公里,平安—扎巴—化隆—循化—

同仁１２芯光缆１９３８６公里,湟源—共和１２
芯光缆９８８６公里,GSM 移动通信网络延

伸到海东地区各县、黄南及海南、海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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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公司租用电信１１个２M 电路解决玉树、

果洛、刚察等地长途电路缺失问题.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联通公司 GSM 四期工

程竣工,新建海东、大通、海晏、湟中、贵德、

同仁、循化、共和等地光缆７２３公里.８月,

投资６３９６２万元,新建西兰光缆西宁—海

石湾段工程,全长１３１４８公里(管道１３０５
公里),形成联通公司出省传输通道.

２００３年６月,投资４９４３万元,新建西

宁—湟源—西 海—刚 察—天 峻—乌 兰—德

令哈—怀头他拉—锡铁山—察尔汗—格尔

木２４芯光缆(２０芯长途、４芯本地网),其中

市内管道１８５２公里、租用西湟高速公路管

道４４９６公里、直埋８２２０３公里、架空７６６１
公里(含锡铁山岔路至大柴旦光缆),形成联

通公司西部传输网络;CDMA二期工程建设

贵德—过马营—贵南光缆１５０公里.

２００４年,联通公司与移动公司联合建

设,新建共和—兴海—花石峡—玛多—清水

河—玉树光缆,组成西宁至玉树２５G 传输

链路,从清水河站以６２２M 接入称多;新建

同德—军功—果洛光缆,组成西宁至果洛

２５G传输链路;新建果洛(大武)—甘德—

达日光缆,直埋光缆７８２公里;６月,联通公

司建设西宁市昆仑路至黄河路通信管道,构

成同仁路、黄河路机房间传输通道.

２００５年,联通公司调整省内二干线路,

新建察汗诺—茶卡光缆３８公里、绿草山—大

柴旦光缆６公里.联通公司长途通信网络覆

盖省内各州(地、市)与部分县.见下图.

图２Ｇ２Ｇ１　２００５年联通青海分公司长途通信网示意图

　　二、移动交换设备

(一)GSM 交换设备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联通公司 GSM 一期工

程竣工,投资６４７４５２万元,在西宁市新建

GSM 移动中心局(同仁路机房)交换机容量

１５万门;建设西宁１６个基站、２个直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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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厂、大通县民贸公司),海东４个基站、１
个直放站(民和镁厂),开通西宁、大通、平

安、乐都、民和县 GSM 移动电话.

２００１年３月,联通公司 GSM 二期工程

竣工,投资６１８３万元,扩建西宁移动交换容

量２万门、海东移动交换容量１万门,新建

格尔木移动交换机１万门;新建海东、格尔

木BSC及基站４１个;新建光缆２３５公里,

在西 宁 组 建 ２４ 芯 光 缆 环 网,形 成 SDH

６２２M 自愈环网２个、SDH１５５M 自愈环网

２个;组建格尔木通信网络;新增ATM 用户

端口３套、IP电话网路由器６台及接入网网

关、IP网关等设备.

２００２年４月,联通公司 GSM 三期工程

竣工,投资１５４８５２９万元,新建移动端局

(同仁路)MSC２,容量８３５万门,新建独立

HLR容量１０万户;扩容短消息中心、能力３
万BHSM;扩容基站３８个、新建基站３７个;

新建１２芯架空光缆８１４公里、２４芯光缆

３４８公里;在西宁市形成３个２５G 主环

(环１、环２、环４)和升级后的２个６２２M 环

(环３、环５).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联通公司 GSM 四期工

程竣工.投资１３６３５万元,新建西宁业务区

４个BSC、８６个BTS及５个微蜂窝,扩容３
个 GSC、２９个 BTS;新建交换机容量１０万

门;新建基站６５个;新建２５G 传输设备７
套、１５５M/６２２M 传输设备６８套,扩容２５G
传输设备 ３ 套、１５５M/６２２M 传输设备 ２５
套;新 增 传 输 网 管 系 统 １ 套;新 建 光 缆

５５８４６公里及电源设备.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联通公司 GSM 五期工

程竣工,投资４８１１０６万元,新增 MSC２交

换机容量４２万门;新建西宁业务区９００M
基站２４个、１８００M 基站２６个,格尔木业务

区１８００M 基站１２个.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联通公司 GSM 六期工程

竣工.投资５０６８万元,扩容西宁 MSC１４２
万门、MSC２１８万门;格尔木 MSC版本升

级;新建９００M 基站５０个、１８００M 基站１个、

微蜂窝２个、直放站２３个、一体化基站３４
个,扩容调整９００M 基站５２个.

２００５年,联 通 公 司 建 有 ３ 个 MSC、

HLR,西宁 MSC１/TMSC２/GMSC１/LSTP１/

SSP１/HLR为综合局,下挂３个BSC,覆盖海

东、海南、海北、黄南、果洛、玉树６个本地网,

容量８８万户、HLR１０万户.西宁 MSC２/

TMSC２/GMSC２/LSTP２/SSP１为综合局,下

挂５个BSC,覆盖西宁本地网(含大通、湟中、

湟源三县),建有独立的 HLR０２,容量３３万

户、HLR３８万户;格尔木 MSC/HLR为独立

局,下挂２个BSC,覆盖格尔木、海西本地网.

(二)CDMA移动交换设备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联通公司新时空CDMA
一期工程竣工,投资３３９６４万元.新建１
个 MSC(同仁路机房)、容量３万门,新建２１
个BTS、容量３３８３万线;新建１套计费系

统,用户容量为５万户;互联互通、直放站、

电源、维护仪表、车辆和其他配套工程.１２
月,中国联通批复联通青海分公司 CDMA
项目一期工程.

２００２年 １０ 月,联通公司投资 ４９９ 万

元,建设格尔木以南青藏铁路沿线 CDMA
通信网络,新建沱沱河、五道梁、雁石坪３个

宏蜂窝基站和纳赤台、西大滩、大风山３个

微蜂窝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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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９月,联通公司CDMA二期工程

竣工,投资９１１４万元,新建西宁电源工程(新

建局用开关电源１１套、蓄电池组３组,新增

开关电源模块９个、基站蓄电池组２２组),西

宁业务区交换工程(扩建 MSC７万门、新建

独立 HLR１５万户),西宁业务区基站工程

(新建宏蜂窝基站７８个、远端模块６个),格

尔木业务区交换工程(新建移动交换机２万

门),西宁传输工程(新建架空、直埋光缆１９５
公里,新增６２２M、１５５M 传输设备１０端),西

宁市内通信管道５０公里,贵德至过马营至贵

南长途光缆１５０公里.２００３年１月,联通公

司向中国联通申请追加老鸦峡、湟源峡部分

基站建设,投资列入二期工程.

２００４年６ 月,联通公司投资 ４６８１５４
万元,建设CDMA三期一阶段工程(交换和

基站).新建 BSC２套、PCF２套,新建９１
个基站(西宁华侨大厦、桥头电厂,海北默

勒,贵德河东,湟源和平、巴燕、大华,海南曲

沟,玉树囊谦,果洛班玛、达日农行,循化白

庄,互助双树等６２个宏蜂窝基站,湟中共

和、海晏金滩、贵德尕让、称多清水河、互助

北山、化隆群科等２９个微基站,互助南门峡

１ 个 射 频 拉 远 单 元 ),新 增 容 量

１２８４１２ErL.１２ 月,联 通 公 司 投 资

７８４５５６万元,建设 CDMA 三期第二阶段

工程(含基站设备、传输设备、电源设备、配

套 工 程、移 动 综 合 网 管 二 期 工 程 及

CDMA１X分组网).新增SDH６２２M 设备

６端、１５５M TM 设备２６端、１５５M ADM 设

备１７端、扩容光口板３２块,完成共和至玉

树、同德至果洛长途传输网络;新建２４套

４８V基站直流供电系统(２３台２００A开关电

源、１台４５A 开关电源,２４台过压保护装

置、２２组５００Ah蓄电池组、２４组４００Ah蓄

电池组、１组１００Ah蓄电池组),２３套２千

瓦 UPS,２台１５千瓦移动油机;新建基站机

房２２个、租用机房３个,新建地面塔１７座、

拉线塔２座、增高架４座、新增抱杆２７套;

新增基站机房空调４６台;新增基站监控单

元２３个、４７处基站市电引入.扩容西宁、

格尔木、海东BSC各１套,新建宏蜂窝基站

３４个、微蜂窝基站２７个、射频拉远９个,扩

容宏基站６个、微基站１个,新增无线容量

４６万户.其中 CDMA１X 分组网工程于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竣工.

三、本地网

(一)西宁业务区

１９９９年４月,联通 GSM 一期工程,初

步形成西宁(含大通)、海东本地网.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联通 GSM 二期工程,西

宁本地网基本建成.

２００１年 ９ 月,联通公司投资 ２０２２ 万

元,建设接入网一期工程.新建多业务接入

设备１套、无线接入设备２套、多业务接入

单元１５套、低档路由器 ２ 套;新建 ６２２M

ADM 设备１２套、１５５M ADM 设备４套;新

建接入网网管系统２套、测试仪表１套及工

程维护车辆１辆;新建通信管道３６７公里、

架空光缆９４５公里.

２００４年３月,联通公司投资１５１８万元,

建设接入网二期工程.新建骨干汇接层节点

１个、接入节点３０个;新增IP超市话吧系统

１套、网管系统１套;新建光缆２４芯１６公里、

１２芯１２公里、８芯１０公里,电缆６２公里及

相应电源及配套设施.６月,联通公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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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７万元,建设西宁本地网传输工程.新建

１５５M 光设备９端、２５G 光设备２端,扩容

２５G光设备１端、１５５M 光设备升级至６２２M

１５端、６２２M 光设备升２５G３端;新建１２芯

架空光缆５３７公里、１２芯管道光缆８８公

里、２４芯架空光缆５公里、２４芯管道光缆

９０４公里、３６芯管道光缆２７公里、４８芯管

道光缆１７公里、管道４０２公里.

(二)格尔木业务区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新建格尔木 GSM 移动

网络.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联通公司扩建格尔木市

内传输通道.

２００３年,联通公司投资６２５９６万元,建设

格尔木本地传输网工程,新建１２芯光缆３９５
公里、６芯光缆４３２公里;新建 SDH１５５M

ADM设备１６端、SDH１５５MTM设备５端.

２００５年,联通公司投资４１４５６万元,扩容

格尔木本地网,新建SDH１５５M 传输设备６
端、PDH传输设备６套,１３G小微波设备３对

端,综合配线架１０端;新建２４芯管道光缆

１８１公里、１２芯管道光缆２５９公里.

四、其他项目

(一)室内分布工程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联通公司CDMA室内分布

一期工程竣工.新建湟中甘河滩、蚂蚁沟水

库、海子沟古城村、互助五十乡、平安红崖子沟

小寨村、乐都高家庄、刚察县青海湖农场、鸟岛

宾馆、海北海塔尔煤矿等６２套室内分布系统,

新建光缆２８７公里及１５个直放站外电引入.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联通公司 GSM 网室内分

布一期工程竣工,投资１９９４８万元,新建室内

分布设备６４套(西宁神力大厦、建银宾馆、北

孚酒店、湟中饭店、天桥鞋城、省工商银行、商

贸大厦、商业巷青百超市、地下商城、洞天商

城、胜利路电子市场、西宁浴池、广电大楼,格

尔木人防家乐超市、联通大厦、购物中心)、室

内直放机２０套、微蜂窝一体化基站３４套,新

增传输FSO设备１７套、PDH设备６套、光缆

９４８公里、小微波设备１套.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联通公司 GSM 网室内分

布二期工程竣工,投资４２９６１万元,建设室内

分布设备５８套(烟草公司、锦绣城、创新大厦、

小商品批发市场、京跃华酒店、省地税局、交通

科技大厦、电力宾馆、成林大厦、在水一方、西

域钱柜、永和大厦、青百超市、西宁书城、银龙

酒店等),其中直放站４３套、微蜂窝基站６套.

１１月,联通公司CDMA网室内分布二期工程

竣工,新建省人民医院、二医院、西宁华德花园

广场、国贸大厦、联通大楼、黄河水电、八一火

锅城、平安良诚宾馆、海北热水三矿、格尔木广

电大楼、青港宾馆等４５套室内分布设备,信源

彩蜂窝３４套,远端模块１１套,FSO 设备１０
套,光缆３１公里(项目及费用包含在CDMA
三期二阶段工程中).

(二)CDMA位置定位系统

２００３年６月,联通公司建设CDMA位置

服务系统二期定位系统,新增参考接收机１０
台、磁盘阵列１台、接入路由器３４台、数据库

系统１套、应用服务器９台、应用软件７套、终

端设备２４台等.

(三)数据通信网VOIP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数据通信网 VOIP五期青

海工程竣工,投资５４９万元,新增、扩容IP电话

网关、前置交换机终端设备等.

２００５年７月,数据通信网VOIP骨干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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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程竣工,投资２０８８８万元,西宁节点新增

网关３台ESP卡７块、格尔木节点ESP卡２
块,西宁节点CISCO７２０６路由器主控板升级.

(四)IP承载网

２００３年,联通公司投资１４２万元,建设IP
承载网青海二期工程.新增接入服务器４E１、

以太网交换机１台,安全系统软硬件(含防火

墙)１套,扩容计算机系统１套.

２００４年３月,投资２５９８５万元,建设IP
承载网青海三期工程(２００５年８月竣工).西

宁节点扩容７２０６路由器３台及网络缓存器等

设备与软件,格尔木节点新增７２０６路由器１
台及以太网交换机１台.６月,投资２８万元,

建设IP承载网四期青海工程,新增带宽接入

设备１台、以太网交换机２台.

２００５年,联通公司建设IP承载网四期汇

接层网络工程一阶段,新增吉比特路由器１２
台、中档路由器２台,扩容板卡路由器５９台.

３月,联通公司IP承载网(１６５)青海五期工程

竣工,投资１００万元,新增流量监测系统１套、

网苑服务器２台.

(五)数据通信网ATM

２００２年 １ 月,联 通 公 司 数 据 通 信 网

ATM 青海三期扩容工程竣工,投资５８８万

元,西宁节点与格尔木节点扩容 CBX５００交

换机、BSTDX９０００交换机板卡５块,新增２个

节点霞光告警系统与带外网管系统.

２００３年 ６ 月,联 通 公 司 数 据 通 信 网

ATM 四期青海工程竣工,投资１７５万元,扩

容ATM 设备１套,新增ATM 设备１套、网

管设备１套.

(六)前置交换机工程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联通前置交换机五期青

海工程竣工,投资３３６万元,新增网管工作站

１台、中兴前置交换机２台;扩容前置交换机

２５１个E１、网管１套、智能平台软件１套.

(七)城域综合业务网

２００３年９月,联通数据通信网(会议电

视)二期工程竣工,投资２９６万元,新增视频

交换设备３６端、视频网关设备８０端、语音

网关设备２个 E１等,亚信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等承建.１２月,联通城域综合业务网

三期青海工程竣工,投资３６９万元,新增话

音接入设备３０台、终端接入设备５５台;扩

容话音接入设备１４台等.

五、综合计费等应用系统

(一)综合业务与计费系统

１９９９年７月,联通公司 GSM 计费系统

竣工.

２００１年６月,联通综合电信业务支撑

系统青海客服一期工程竣工,投资１８５３万

元,建成联通公司客服中心和２个州(地)客

服中心.１１月,联通综合电信业务支撑系

统青海 GSM 计费三期及综合营业账务处

理一期工程竣工,投资９４９万元.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联通综合电话业务支撑

系统综合营账及统计二期青海工程竣工,投

资２５３１万元,新增服务器４台、磁盘阵列１
台、数据库软件２套、应用软件４套、中间软

件１套、终端设备５套、扩容各类服务器４
台及相应电源、配套设施等.联通公司综合

电信业务支撑系统青海 GSM 四期计费工

程、青海综合结算二期、客户服务二期、网管

及网络安全一期、大客户管理系统一期工程

竣工,投资１４２３万元.

２００３年 １２ 月,联通公司投资 １９９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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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建设综合电信业务支撑系统缴费平台一

期青海工程,新建各类服务器２台、磁盘阵

列１台、数据库软件１套、应用软件１套等.

投资９３７万元,建设联通公司综合关口局一

期工程.

２００４年４月,联通公司投资１６９万元,

建设综合电信业务支撑系统短信计费青海

二期工程,新增短信计费结算主机２台、磁

盘阵列１台、管理工作站１台、数据库系统

软件１套、应用软件１套.１２月,投资１８７
万元,建设综合电信业务支撑系统“１９３”

“１７９１１”计费青海一期工程,新增采集机１
台、应用软件１套、MQ工具软件１套、升级

服务器１套.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联通公司投资１４０万元,

建设综合电信业务支撑系统营账、计费、结算

青海四期工程,新增应用软件１套,扩容磁盘

阵列１套、应用软件１套.投资９７万元,建

设综合电信业务支撑系统CDMA计费青海

二期工程,新增应用软件２套,升级应用软件

１套.投资４０３万元,建设综合电信业务支

撑系统营账、计费、结算青海五期工程,新增

应用软件２套、服务器２台,扩容服务器２
台、磁盘阵列１台、应用软件２套.

(二)综合结算系统

２００４年,联通公司投资３９３万元,建设

综合电信业务支撑系统结算青海一期工程,

新增结算服务器２台、磁带库１台、数据库

系统软件１套、应用软件１套.

２００５年,联通公司投资２１５万元,建设

综合电信业务支撑系统结算青海二期工程,

新增联机指令服务器２台、局域网交换机１
台、各类应用软件３套,扩容磁盘阵列１台.

(三)网管系统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联通综合网管一期工程

竣工,投资３８１５３万元,新增数据库服务器

１台、应用服务器１台、Web服务器１台、以

太网交换机４台、路由器４台、操作终端８
台、打印机１台、磁盘阵列１台及相应软件.

投资９１３５万元,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企

业信息一期青海工程.

(四)信令网集中监测系统

２００２年６月,联通信令网集中监测系

统青海工程竣工,投资３６１万元,新增数据

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等设备.

２００３年２月,联通公司投资２６１万元,

建设网络运行监控系统信令网监测青海一

期工程,新增青海信令网监测中心站１个、

信令采集站２个(西宁、格尔木),开通１３６
条采集线(西宁１０８条、格尔木２８条),新增

SUN中心服务器１套、ZXT信令采集系统

２套,安装 GPS系统１套.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联通网络运行监控系统

信令网监测三期工程竣工,投资２９９万元,

新增应用服务器２台、磁盘阵列１台、以太

网交换机２台、信令采集机３台、图形工作

站８台、路由器２台.

(五)短信与会议电视系统

２００２年４月,联通无线数据综合业务

二期工程青海短消息网关竣工,投资３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３年６月,联通短信三期工程竣工,

投资９９万元,新建服务器１台,扩容SS７信

令网关２套.９月,联通数据通信(会议电

视)二期工程竣工,投资２６５万元,新增视频

交换设备３６端、视频网关设备８０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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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信综合楼

(一)联通青海省分公司通信综合楼

２００３年,联通公司投资４７６０万元,购置

青海亚楠房地产开发公司黄河路１００号综合

楼,建筑面积１３５３２平方米,作为联通公司综

合通信楼.为联通 G网交换局、汇接局、长

途局、关口局,C网交换局及联通信息系统中

心(含G网、C网和移动短信计费、综合结算、

综合营账及统计、容灾、缴费支付、客服服务、

网管和网络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大客户管理

系统),一层设黄河路营业厅.

(二)联通西宁分公司大通综合通信楼

２００３年 １２ 月,联通公司投资 ４００ 万

元,购置大通县解放路、建设路口桥头镇农

资公司商场一部分为联通大通县综合通信

楼,建筑面积１０８７平方米,四层框架与砖混

结构.其中购置费２００万元,改建及装修等

费用２００万元.一层为营业厅、油机房、配

电室、电力电池室,二层为大客户室、GSM
及CDMA 终端超市,三层为机房与新业务

演示厅,四层为管理用房.

(三)联通西宁分公司同仁路通信综合楼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联通公司投资２４００万

元,购置西宁市同仁路３８号中国银行青海

省分行古城台支行综合办公大楼作为西宁

分公司通信综合楼,建筑面积４８００平方米.

(四)联通西宁分公司生物科技产业园

通信楼

２００３年 ９ 月,联通公司投资 １１８８ 万

元,新建生物园区综合通信楼,占地面积

４０００平方米,５ 层全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２９００平方米、辅助建筑２５０平方米,２００５年

竣工.

(五)联通海东分公司通信楼

２００２年,联通公司投资１０８８８４万元,

建设 海 东 分 公 司 通 信 综 合 楼,建 筑 面 积

３４００平方米(古驿大道１３３号).２００３年竣

工投产.

(六)联通海南分公司通信综合楼

２００５年８月,联通公司投资６５０万元,建

设海南分公司综合通信楼,为四层框架结构,

建筑面积２２００平方米(恰卜恰镇顺风巷１号).

(七)联通海西分公司通信综合楼

２００４年１月,联通公司投资５２６６万

元,建设海西分公司通信综合楼,为４层框

架结构、局部５层,建筑面积２１４２平方米

(德令哈市祁连路１９号).

(八)联通海北分公司通信综合楼

２００２年１１ 月,联通公司投资 ２４２０１
万元,购置海北州工商银行综合楼(西海大

街)为联通海北分公司综合通信楼,建筑面

积１１８６平方米.

(九)联通黄南分公司通信综合楼

２００５年７月,联通公司对黄南分公司

院内４８８平方米小楼装修,用于临时办公和

今后单身职工周转房.批复装修费用１０万

元(同仁县德合隆北路４６号).

(十)联通果洛营业部综合楼

２００４年７月,联通公司投资３４０万元,

建设果洛营业部综合楼,征用果洛州团结路

宽３０米、深５０米,１５００平方米土地,建设三

层全框架通信楼１栋,建筑面积６００平方米.

一层营业厅１００平方米、通信机房８０平方

米,二层为办公用房,三层用于单身宿舍.

(十一)联通玉树营业部综合楼

２００４年９月,联通公司投资３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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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玉树营业部综合楼,为三层框架,建筑

面积６００平方米.一层营业厅１００平方米、

通信机房８０平方米,二层为办公用房,三层

用于单身宿舍(结古镇琼龙路１９３号).

(十二)联通格尔木分公司通信综合楼

２００３年,联通公司投资１６２４１１万元,

在格尔木购置框架结构半成品楼改建为通

信综合楼,建筑面积７００３平方米(格尔木市

八一中路５５号).

第三节　移动公司通信建设

　　１９９９年９月,省移动通信公司接收模

拟、数字移动通信设备和移动通信业务.其

通信设备资产虽属于省移动通信公司,但安

装移动设备的机房,中继传输电路均为租

用,通信电源为合用.移动公司在向用户提

供移动通信服务时,将原有移动通信组织结

构调整,通过建设、改造,逐渐形成青海移动

独立运行系统.同时,省移动通信公司在省

内各州(地、市)、县重新组织全省移动通信

经营、服务网点.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根据中国移动集团公司

提出“租用、购置、合建、自建”方针,移动公

司陆续租赁、购置、新建移动通信生产机房

和营业管理用房;建设省至州(地、市)、县光

缆,组织移动长途传输通信网络;将安装在

电信机房内的移动通信设备迁改到移动通

信机房;在省内６大交换区增加通信能力、

发展容量,在交通沿线建设移动基站,形成

移动信号全覆盖;建设计费、时钟、网管、信

息、办公自动化系统,提升移动通信网络质

量;组织省内移动业务营收、服务网点.

一、租赁、购置及新建机房、营业用房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移动公司租用浩运大厦９~

１３楼层作为办公地点,部分楼层安装移动通信

设备.投资７５４万元,新建格尔木市移动通信

机房、营业场所及印刷厂、自来水公司、购物中

心、三角地、炼油厂６处基站.

２０００年,移动公司购置西宁市西关大

街５６号作为移动公司办公楼,部分楼层安

装移动通信设备,完成机房、消防、水电暖、

营业厅等配套工程.投资１８３５２万元,建

设海东平安镇移动通信住宅综合楼,建筑面

积２５１４ 平方米(其中生产用房 ５８８ 平方

米);投资３０８万元,购置互助威远镇东街

０２１公顷(３０８亩),建设移动机房;投资

６０万元,购置循化城西储蓄所房屋,作为移

动工作场所;投资８６万元,购置海南州贵德

县河西乡政府院落建设移动机房;投资２２
万元,购置兴海食品加工厂院落建设移动机

房;新建共和办公住宅综合楼,建筑面积

８９２平方米,贵南县营业厅７０平方米,同德

县办公、住宅２５０平方米;投资１２４８万元,

建成海西德令哈移动通信综合楼,建筑面积

１１７０平方米(生产用房７８０平方米);投资

５６万元,购置祁连县妇幼保健站土地０１６
公顷(２４亩),建设移动通信综合楼,建筑

面积４６０平方米(生产用房２００平方米);投

资１１０万元,购置门源县０２公顷(３亩)土

地,建设移动通信住宅楼;投资１６０万元,建

设黄 南 同 仁 移 动 通 信 综 合 楼,建 筑 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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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０平方米(通信生产用房１２１０平方米);

投资５４万元,购置李家峡土地０１５公顷

(２２亩),建设移动机房楼,建筑面积４６０
平方米;投资３４万元,购置尖扎土地０２３
公顷(３５１亩),建设移动机房;投资１２０万

元,建设果洛大武镇移动综合住宅楼,建筑

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通信生产用房８１０平方

米;投资１２６万元,建设玉树结古镇移动通

信住宅楼,建筑面积１２６０平方米(通信生产

用房８７０平方米);投资共８０万元,建设称

多、杂多、治多、曲麻莱移动机房各５００平

方米.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投资１６００万元,建

设西宁市城南新区移动通信楼,一层为营业

用房,二至四层为通信机房,建筑面积４０００
平方米;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在朝阳东路器材公

司院内建成移动通信楼,一层为电力、进线

机房,二至三层为移动通信机房,建筑面积

２５００平方米;投资１６００万元,在西宁市玉

树路与湟中路口新建移动通信机房楼,一层

为电力、进线机房、营业场所,二至六层为移

动通信机房及综合通信机房,七层为宿舍用

房等,建筑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现为“１００８６”

服务用房.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在西川南路建设西

宁移动通信枢纽交换传输楼、数据楼.传输

楼８０００ 平方米、投资 ４２４０ 万元,数据楼

７８３６平方米、投资４０７４万元.信息产业部

北京邮电设计院设计,江苏省武进建筑安装

总公司施工,青海省百鑫工程监理公司监

理,２００４年建成投产.

２００５年,移动公司投资３６０万元对西

关大 街 房 屋 及 电 源 设 备 进 行 改 造;投 资

５３９４万元对果洛州玛多、甘德、达日、班

玛、久治五县生产用房建设及浩运商厦１０
层房屋改造.

二、长途传输网络

１９９９年,移动分营时,省移动通信公司

租用省电信公司“兰西拉”光缆中两对光纤

组建移动中继２５G和６２２MSDH 传输网,

设多巴１站、２站,湟源１站、２站,海晏基

站,西海基站(MSC 和１个基站),刚察１
站、２站,天峻基站,乌兰基站,德令哈基站

(MSC和５个基站),茶卡基站,都兰基站,

格尔木基站(MSC和３０个基站)等,开通西

宁至格尔木移动通信.

２０００年,移动公司建成湟源—共和架

空光缆;租用省电信公司格尔木、海东、海

南、海北分公司所属电缆管道管孔中１个子

管,建立移动 MSC 与电信互联互通传输

路由.

２００１年４月,移动公司租用省电信公

司“兰西拉”光缆西宁—格尔木１对纤芯、天

峻—乌兰—德令哈１对纤芯,作为西宁至青

海西部传输中继通道;投资４７８８万元,新建

海南州共和—兴海—同德—贵南—贵德架

空光缆环网６７６公里,安排SDH 传输设备

费用６８７万元;投资１２０４万元,建成海北光

缆１７０公里,安排SDH 传输设备费用３５０
万元;投资１０４１万元,建成西宁市内中继光

缆１４７公里,安排SDH 传输设备费用４８０
万元.投资４３９８万元,建设西宁城域网(含

西关大街、浩运大厦、康乐新村、朝阳东路各

交换局房);投资６００万元,新建格尔木、海

南、海北及其他州(地、市)接入网.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投资１６７４万元,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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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广电沿兰青铁路建设的光缆,在西宁—民

和段使用２对光纤,组成西宁至民和中继传

输通道;投资２２７６万元,完成西宁至湟中、

大通、湟源SDH 传输网建设(其中新建西宁

至湟源架空光缆５４公里);投资２２７５万元,

完成海东、海西、格尔木本地SDH 传输网建

设;投资２２５万元,新建大通—互助—平安

光缆６５公里;投资３１１万元,新建民和—官

亭—循化光缆９２公里;投资１６１万元,新建

西宁至多巴南北环路５２公里,新建湟中—

贵德—拉西瓦光缆１３０公里、阿岱—化隆—

循化８２公里光缆.

２００３年,组建西宁至湟源、大通、湟中

SDH１５５M 光缆传输系统;组建西宁—互

助—平安—乐都—民和—循化—化 隆—平

安SDH２５G自愈环传输系统;组建共和—

兴海—同德—贵南—贵德—湟中—西宁—

湟源—共和２５G自愈环传输系统;在格尔

木建设SDH１５５M 接入网环路,连接８个

基站.

２００４年,移动公司与联通公司同沟建

设光缆,组建共和—兴海—花石峡—玛多—

清水河—玉树２５G 链路(称多以６２２M 速

率从清水河接入);建设同德—军功—果洛

２５G链路组成青海南部移动通信传输网

络;建设同仁—泽库—河南光缆;建设格尔

木—茫崖红山光缆、格尔木—德令哈光缆;

建设德令哈、果洛、平安、互助、乐都城域网.

２００５年,省移动通信公司形成西关大

街—西川南路—朝阳—浩运—康乐组成的

西宁市中继传输通信网络;组成西宁—平

安—乐都—民和—官亭—循化—同 仁—泽

库—河南青海东部传输网络;西宁—西海—

刚 察—天 峻—茶 卡—都 兰—格 尔 木 及 天

峻—乌兰—德令哈的西部自愈环路传输网

络;茶卡—都兰、格尔木—宗加本地网传输

网.移动长途通信网络组成情况见下图.

图２Ｇ３Ｇ１　青海移动长途通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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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GSM 移动通信

(一) 移 动 公 司 GSM 移 动 通 信 设 备

搬迁

２０００年２月,移动公司计费营收账务

处理系统建成运行.８月,在西关大街移动

公司新建第二移动交换汇接局 TMSC２兼

MSC,容量８万门;新建格尔木(５万)、海东

(３万)、海南(２万)、海北(１万)移动交换中

心;完成格尔木移动通信设备搬迁.

２００１年８月,移动公司 GSM 网络升

级,支持 GPRS业务;完成古城台 TMSC１
与西关大街 TMSC２间中继传输.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新建西关大街机房

HLR/AUC、朝阳机房 MSC/VCR(兼GMSC);

将电信公司古城台机房GSM移动通信设备搬

迁至西关大街机房,原１２万 MSC/VCR设备

移至浩运、朝阳、西关大街机房各４万,拆除并

停用模拟TACS 移动电话设备.

２００４年,新建移动关口局.

(二)GSM 建设与扩容

１９９６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向邮电部

申请建设公众数字移动通信工程.９月,省

邮电管理局按邮电部«关于青海省 GSM 数

字移动通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西宁建 GSM 数字交换中心(GMSC)及SIM
卡管理中心,新建城东、城西、城北、西钢、大

通、平安、乐都、民和、互助、湟源、循化、共

和、矿区、门源、德令哈、格尔木、同仁、大武

１８个基站(３０个 TRX),湟中采用无线直放

站.总投资４９９０万元.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９日,西宁、大通、平安、

乐都、民和、互助、共和、循化、湟源、德令哈、

格尔木、门源、玛沁、西海镇等１４个州(地、

市)、县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１１月２６
日玉树州结古镇开通 GSM 数字移动电话,

１２月８日黄南州隆务镇开通 GSM 数字移

动电话,１９９８年海东地区化隆县,海北州祁

连县,海西州乌兰县,黄南州李家峡、尖扎县

相继开通 GSM 数字移动通信.

１９９８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投资近亿

元扩容建设 GSM 数字移动二期工程,新建

１２个基站、１２个直放站,扩容１０个基站.

１９９９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投资４４４２
万元,扩容建设 GSM 数字移动三期工程,

新建基站２２个,扩容基站２３个,扩容移动

交换机７万门,规模达到１２万门.

２０００年 ６ 月,移动公司投资 １６００ 万

元,扩容建设 GSM 数字移动四期工程,扩

容移动基站１９个、新建１１个.１０月,投资

１５４４万元,建设 GSM 五期扩容工程,建设

西宁郊县、海东地区及黄南州移动通信网,

新建基站３２个、扩容基站１４个,新增载频

１１４个,新增交换容量１６万门.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投资２４００６万元,进

行GSM 六期扩容工程建设,MSC新增容量

２８万门、扩容１２万门.１１月６日,玉树州

曲麻莱县开通数字移动电话,GSM 移动通

信网络覆盖全省县以上城镇.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投资１３００万元,建

成GSM 七期扩容工程,新增２８个基站、３９２
个载频.５月１５日,移动公司建成湟源峡

GSM 网络,１０９国道民和至湟源公路沿线

实现 GSM 移动信号无缝覆盖.

２００３年２ 月,移动公司投资 １３７０８５
万元,建成 GSM 八期扩容工程,新建朝阳

局移动交换１２万门;西宁新建基站８个、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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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基站１４个,新建湟源、大通边际网基站

３２个,互助、乐都、民和边际网基站３９个,

循化、化隆边际网基站１７个,海南边际网基

站１７个,海西、黄南、玉树、果洛边际网基站

３７个;全省 GSM 移动通信容量达到８０万

门.７月,建设青藏公路纳赤台、西大滩、五

道梁、沱沱河、唐古拉(温泉)移动基站,实现

GSM 数字移动信号全覆盖.

２００４年３月,民和老鸦峡隧道内 GSM
通信网络覆盖工程竣工,实现隧道内移动信

号全覆盖.５月,移动公司投资４２４６万元,

建设 GSM 九期扩容工程,新建基站２２个、

扩容基站４４个、改迁基站６个、新增载频

３３７个.

２００５年,移动公司投资１５８６７万元,完

成 GSM 十期扩容工程.移动交换机容量

达到８９万门、基站１１９８个、载频５１５８个.

形成功能完善,质量优良,覆盖全省各州

(地、市)、县和乡镇的数字移动通信网络.

四、移动通信支撑系统

(一)移动通信计费系统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移动公司计费系统独立

运行,承担全省移动客户账务处理.

２０００年 ５ 月,移动公司投资 ４３３７ 万

元,以网络集中化建设、维护为基础建设的

省级支撑服务网系统开通运行,包含计费、

营业、账务、客服４个模块.新建省公司计

费中心１个,西宁、海东、格尔木等营账中心

７个,实现话单实时采集、用户信息等级管

理,西宁地区设２３个缴费点.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投资１４００万元,对

移动通信计费营账系统二期扩容,新建１个

计费中心,新增计费容量１００万、采集点４

个、营 账 中 心 １０ 个;省 中 心 安 装 SUNＧ

E３５００主机２台,州(地、市)８个分公司按５
个交换局设５套营账设备,分别采用SUNＧ

４５０及 SUNＧE２５０为主服务器.２００２年９
月,移动公司投资５２５２万元,完成BOSS系

统集中化改造.

２００３年１月,移动公司计费中心完成

计费系统调测,实现手机租赁、本地通加省

际漫游、现金预存奖励等业务,在海东实现

“一卡两地通”功能.

２００５年１月,移动公司业务运营支撑

系统扩容、改造工程完成,新增２台 HP２４７０
服务器、２台 HPDS２３００磁盘阵列及接口设

备、２台CISC０３６４０路由器,新设 ORACLE
数据库系统.满足计费、营业、账务、结算的

需求,增强对新业务支撑能力和反应速度.

系统主要指标如下:指令处理网元发出指令

到执行结果返回时限小于３０秒;业务处理

开始至完毕时限小于３０秒;数据传送时限

可据需求制定,及时率为１００％;结算数据

时限可据需求制定,及时率为１００％.

(二)同步时钟信号系统

１９９９年,青海移动通信设备的数字时

钟信号从电信引入.移动交换端局时钟等

级为二级 B类,从 TMSC的２M 电路中提

取同步基准时钟信号;BSC 时钟等级为三

级,同步时钟信号从 MSC中继电路中提取.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投资５００万元,建设

西宁、格尔木等８个移动通信网同步时钟信

号工 程,同 步 时 钟 信 号 取 自 电 信 古 城 台

PSTN长途局(TS)２M 业务码.实现省移

动通信网络全网同步.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西宁、海东、海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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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北、格尔木移动交换局建设同步设备

共７套.

(三)移动网管系统

网管支撑系统(BOMS)承担着网络所

有网元运维的支撑工作,实现集团公司与省

公司之间、各专业网管系统之间、运维部门

和其他部门之间生产作业电子化、流程化.

网管系统管理各专业网络,提高网络资

源利用率、故障反应能力和重大故障修复能

力,提高网络运行质量,为决策、评估提供支

持.通过建立专业网管、自动拨测、动环监

控以及电子运维等模块,省级网管系统逐步

形成端到端网络支撑能力.网管系统按专

业分为话务网网管、数据网网管、传送网网

管、环境与动力集中监控系统四部分.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建设网管和动力环

境集中监控工程.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移动话务网管系统二期

青海网管系统竣工投产.投资９５６６万元,

其中,集团公司投资７５０１万元、省移动通

信公司自筹２０６５万元.安装网管系统服

务器、存储器及网络设备、话务网管应用软

件、数据库及电源、空调等配套设备.

２００３年,移信公司投资２１００万元,完

善话务网、传输网、IP网、MDCN 网及动力

环境监控网管系统.投资３８０万元,建设数

据网省级网管系统.

２００４年,移动公司启动省级话务网网

管系 统 三 期 改 造,完 成 数 据 网 网 管 系 统

改造.

(四)移动通信 NO７信令系统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建设 NO７信令系

统.西宁建设１对 H/LSTP移动转接点,

完成省内、省际信令转接,HSTP１为华为公

司设备,容量为１２８条６４K信令链路,６４个

中继端口;HSTP２为上海贝尔公司设备,容

量为１２８条６４Kb/s信令链路,６８个中继

端口.

２００４年,移动公司建设中国移动长途

NO７信令网扩容 HSTP工程,增加西宁至

北京 HSTP 信令路由.HSTP１扩容６４K
信令链路６４条、２M 信令链路１８条与中继

端口１６个;HSTP２扩容６４K 信令链路６４
条、２M 信令链路１８条和中继端口１６个.

(五)GPRS网络

中国移动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PRS)网

可承载移动用户短消息、宽带高速接入互联

网、专线接入互联网等业务,以 WAP为手

段,发展移动互联网业务.

２００１年 １０ 月,移动公司投资 ６５７ 万

元,在西宁建设 GPRS 网,新建 １ 套包括

SGSN、GGSN、DNS、CG、OMCＧG的核心网

设备;对 GSM 网络升级改造,支持 GPRS
业务;容量５０００GPRS用户.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对 GPRS网络扩容

与版本升级,省内县以上城镇均开通 GPRS
业务.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投资５００万元,再次

对 GPRS网扩容,容量达２５２万户.通过

多媒体平台,推出“１２５８０”服务、手机广告、

手机报、短信搜索、免费邮箱等新业务.

(六)其他

１．IP承载网

２００４年,移动公司建设IP承载网实现

宽带Internet接入业务、虚拟专用网业务

(VPN)、WLAN 等移动数据业务与增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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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

２．青海省CMNet网络.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投资１１７７万元,建
设CMNet一期工程,省汇接中心西宁节点

新增２台汇接路由器,连接格尔木、海东２
个节点,组成青海 CMNet网络.西宁配置

以太网交换机、网管与安全服务器、业务计

费认证系统及缓存系统,格尔木、海东配置

拨号接入服务器及路由器、交换机.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扩容 CMNet网,省
汇接中心西宁节点设置１台JUNIPERM２０
路由器,通过４条２M 电路与西安连接,带
宽８M,新增西宁至西安１５５M 光路;调整与

电信网络互联方式,实现收端入网;与铁通

网络在海东、海西实现互联互通.提供漫游

问候、远程调度、订票信息、平安报信、省际

漫游告知等个性化服务.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投资１８３２６万元,

再次对CMNet网络扩容、升级.新增骨干

层路由器、接入路由器,局域网交换机及拨

号 服 务 器 等 设 备,计 费 认 证 网 管 系 统、

WWW 服务器、WAP网关和服务器、DNS
服务器及相关配套设备;移动拨号接入端口

达４３个E１,专线接入端口达５０个E１.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移动公司扩容 CMNet
网青海汇接中心西宁节点,西关大街机房新

增１台JUNIPERM４０路由器,开通西宁至

北京１５５M 光路,西关大街机房原JUNIＧ
PERM２０路由器搬迁至浩运大厦机房、与
西安经１５５M 光路连接,并通过１０００M 光

路与西关大街机房省网路由器连接.

３．移动通信智能网

投资４７５６万元,建设移动通信智能网.

五、各本地网建设

(一)西宁地区

西宁市:建设１４４芯光缆４公里、７２芯

光缆３３公里、４８芯光缆５公里、１２芯光缆

４２公里,调整西宁市城域光传输网.

大通:建设大通—鲍家庄—良教８０公

里、大通—鹞子沟—电视台２３公里、永丰—

多林８公里、塔尔—药草７公里、城关—极

乐１０公里、城关—多林—青山—逊让４０公

里、２８公里处—青山１０公里、石山１０公里

６芯光缆.建设鲍家寨、黄家寨洪水沟、良

教、大煤洞、桥尔沟、胡基沟、塔尔韭菜沟、泉

沟、新庄蓝龙、宝库孔家梁、多林藏龙庄、极

乐、青山、多林、逊让、药草、石山、青坪、鹞子

沟、永丰基站.大通各乡镇移动信号覆盖.

湟中:建设湟中—甘河滩２０公里、上新

庄—静房１５公里、湟中—贵德千户６０公

里、总寨—土门关—平安９０公里、湟中—西

堡２０ 公里、多巴—拦隆口 ２０ 公里、拦隆

口—上五庄２０公里、拦隆口—大通长宁４０
公里、汉东—大才５公里、汉东—盘道２０公

里光缆.建设甘河滩、塔尔寺南、静房、李家

庄、玉拉村、南门村、拦隆口、拉尔贯、四营、

岗冲、维新、盘道、缮马台、西堡、林马、土门

关、田家寨、丹麻基站.

湟源:建设湟源县城２０公里、湟源—波

航１０公里、湟源—上胡旦—三条河２０公里

光缆.建设波航、上胡旦、下胡旦、三桥沟、

西峡１至８号基站,湟源西部城乡移动通信

信号覆盖.

(二)海东地区

乐都:建设乐都—瞿坛２５公里、乐都—

蒲台１５公里、乐都—共和６公里、乐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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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李家—水磨沟２５公里、乐都大峡—城

台１５公里光缆.建设李家、城台、水磨沟、

赵家、哈九家、山城基站.

互助:建设互助—柏木峡—加定５６公

里、互助—哈拉直沟４０公里光缆.建设小

寨、加定、巴扎、哈拉直沟１至３号、东和１
至２号基站.

民和:建设民和—峡门２０公里、民和—

塘尔垣２５公里、民和—西沟、民和古鄯—下

川口３０公里光缆.建设杏儿、松树、隆治、

古鄯、总堡、塘尔垣、垣坡、李二堡、白武家、

核桃庄、下川口、南垣、西沟、辛家窑基站.

平安:建设平安—巴藏沟１３公里光缆.

建设红崖、下河滩、石灰窑、寺台、峡群寺、三

合东村基站.

循化:建设循化—沙坝塘３公里、孟达

山村 １０ 公里、文都—尕楞口 ２０ 公里、通

申—贺龙堡５公里、街子—公伯峡２０公里、

循化—日忙—岗察３０公里光缆.建设日

忙、岗察、文都、尕楞口、孟达、贺龙堡、沙坝

塘、苏吉、红旗基站.

化隆:建设化隆—石大仓—金源５０公

里光缆.建设夏琼寺、支扎寺、雄先、石大

仓、金源、初麻、拉水峡南口、黑城基站.

(三)海南州

建设贵德—贵南—同德—兴海—共和

３８８公里,共和—曲沟、沙珠玉、廿地、切吉

９０公里,共和—东巴２公里,贵德河东—东

沟２０公里,拉西瓦—罗汉堂１０公里光缆.

建设共和尕海滩、曲沟、沙珠玉、切吉、廿地、

东巴基站,贵德新街、千户、王屯、８０公里

处、东沟、阿什贡、罗汉堂基站,贵南塔秀基

站,同德唐干、谷芒基站,兴海大河坝基站.

(四)海西州

建设茶卡—盐厂１０公里、乌兰—铜普

１５公里、都兰—香加１０公里、诺木洪—锡

铁山２６０公里、茶卡—大水桥３０公里光缆.

建设都兰诺木洪４大队、香加基站,乌兰铜

普、茶卡、察汗诺、大水桥基站,天峻天棚基

站,蓄集、锡铁山基站.

(五)海北州

建设门源—东川３５公里、克图—互助

峡口７１公里、门源—青石嘴—吊沟３０公里

光缆.建设西沙河、皇城、达坂山、头塘、仙

米林场、仙米、珠固、雪龙滩、东川、克图、上

铁迈、嘎达、马场基站,海晏沙岛、白佛寺基

站,刚察吉尔孟、鸟岛、青海湖农场、托勒基

站,祁连阿柔、黄藏寺、营盘、下庄、扎麻什、

拉东台基站.

(六)黄南州

建设 保 安—浪 加—文 都 ５０ 公 里、黄

南—曲库乎—麦秀２５公里光缆.建设同仁

浪加、双朋西、瓜什则、西卜沙、麦秀、曲库

乎、江什加基站,尖扎黄河大桥、李家峡库

区、坎布拉旅游区基站,泽库巴坦牧场、多福

顿基站,河南优干宁基站.

(七)果洛州

建设青珍乡—多卡寺院—狮龙宫寺院

５０公里光缆.建设甘德青珍乡、多卡寺基

站,玛沁东倾沟基站,班玛白玉基站,达日狮

龙宫寺院基站.

(八)玉树州

建设文成公主庙—通天河、玉树—隆宝

５０公里光缆.建设玉树通天河、隆宝、民

师、文成公主庙、砂石场基站,称多扎多、拉

布、珍秦基站,囊谦白扎基站,曲麻莱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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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

六、营销服务系统

２０００年 ２ 月,移 动 公 司 建 设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客 户 服 务 系 统,开 通 “１８６０”客 服

热线.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建设大客户服务管

理系统,包括资料管理、客户服务、预警、权

限管理、统计分析５个功能模块.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对客服/短信系统

扩容.

２００５年,移动公司组建东、南、西、北、

中５个GSM 移动通信网络.东部通信网含

海东地区平安、互助、乐都、民和、循化、化隆

县及黄南州同仁、泽库、河南、尖扎县及李家

峡镇;南部通信网含海南州共和、兴海、贵

德、贵南、同德县及龙羊峡、拉西瓦镇,果洛

州玛沁、甘德、达日、班玛、久治、玛多县,玉

树州玉树、囊谦、杂多、治多、称多、曲麻莱

县;西部通信网含海西州格尔木市、德令哈

市、天峻、乌兰、都兰县及柴旦、冷湖、茫崖

镇;北部通信网含海北州刚察、祁连、海晏、

门源县及西海镇;中部通信网含西宁市及大

通、湟中、湟源县.

七、TACS模拟移动电话

１９９４年３月,西宁市电信局引进的瑞

典爱立信公司 TACS制式９００兆蜂窝移动

电话系统竣工投产,新建西宁４０信道、大通

８信道及西宁、大通铁塔和基站,总投资

１５２０万元.发展移动用户１０７３户.

１９９５年,９００兆移动网络西宁、大通扩

容,新建海东(平安)、乐都、民和等县与格尔

木９００兆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１９９６年,开通移动电话漫游功能.

１９９８年,９００兆蜂窝移动通信系统有基

站７个、信道３５９个,容量２００００线.

１９９９年９月,移动通信分业,９００兆蜂

窝移动通信划归移动公司,有模拟移动用户

１２０３１户.

２０００年８月,模拟移动通信因设备陈

旧、技术落后,信息产业部部署停止模拟移

动电话使用.

２００１年１月,省移动通信公司关闭模

拟移动电话省际漫游功能;３月,关闭省内

漫游功能;５月,省通信管理局启动模拟移

动用户退网、转网;９月１日,９００兆蜂窝移

动电话设备停用、退网.

第四节　铁通公司通信建设

　　铁通青海分公司成立时已拥有兰州至

西宁、格尔木铁路沿线的通信光缆及长途传

输网络,西宁、柯柯、德令哈、格尔木等地建

有市话交换局.铁通公司利用贷款、自筹资

金等方式投资新建、扩建铁路沿线光缆、长

途传输设备及市话交换局,五年间共筹集资

金２７１３４万元(其中,贷款１４１７５万元、自有

资金１２９５９万元),建成青海铁路沿线铁通

公司光传输通信网络,以铁路沿线城镇市话

交换局为基础向海南、海北州所在地延伸、

覆盖,为社会铁通用户提供通信服务.

一、传输网

(一)长途传输网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铁通西北环传送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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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成投产,铁通公司利用西北环传送网

建成兰州经西宁至格尔木长途传输网络.

省际南链３号链使用兰青铁路(兰州—

西宁—格尔木)沿线光缆１０１６公里,途经兰

州、西宁、湟源、乌兰、德令哈、察尔汗及格尔

木７个业务点,新设２５GSDH 设备各１
套,占用DWDM 系统中１个波.省际南链

４号链使用兰青铁路沿线光缆,途经兰州、

西宁、格尔木３个业务点,新设２５GSDH
设备各１套,占用 DWDM 系统中１个波.

省内南链８号链,使用兰青铁路沿线光缆

２１６公里,途径兰州、河口南、海石湾、平安

驿、西宁５个业务点,利用教育网工程新设

的２５GSDH 设 备,接 入 新 设 的 DWDM
系统.

(二)本地传输网(各端口局—交换局之

间)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建成西宁城域网、格

尔木城域网见下图.

图２Ｇ４Ｇ１　２００３年铁通西宁城域网拓扑图

图２Ｇ４Ｇ２　２００３年铁通格尔木城域网传输拓扑图

　　在海西(德令哈)、海东(平安、乐都、民

和)、湟源、海南(共和)、海北(西海镇)建成

PDH 本地传输网.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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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４Ｇ３　２００５年铁通长途通信网络示意图

　　二、长途、市话交换

２００１年 ８ 月,铁通公司投资 １４４０ 万

元,建设长、市话交换扩改一期工程.西宁

设 DC１长途交换及汇接局、３个远端模块

局,按二层结构组网;扩建中继容量３１８０
线,市话用户２６０００线.１２月,铁通公司投

资２８８０万元,再次扩改,长途交换中心扩容

２M 端口１６５个,市话用户２８７４４线.在格

尔木、德令哈、平安、湟源新建关口局(端局)

及远程模块局,组建各本地电话网,组成覆

盖平安、西宁、湟源、德令哈、柯柯、格尔木铁

路沿线各城镇的铁通公司通信网络.

２００２年４月,铁通公司德令哈、湟源、

平安市话交换工程竣工投产.６月,铁通公

司与电信公司在海东、海西互联互通.７
月,铁通公司格尔木市话扩容２０００线,容量

达６０００线.在格尔木与移动、联通互联互

通,在德令哈、柯柯与电信互联互通.１０
月,铁通公司德令哈市话扩容２０００线.

２００３年１月,铁通公司投资８５６万元,

新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临时通信建设

配套工程.４月,铁通公司与海北州建设局

签订«西海镇城域网建设协议».６月,铁通

公司与格尔木石油基地签订协议,石油基地

３０００门程控交换机进入铁通公众网.铁通

公司在海南(共和)、海北(西海)新建市话交

换局.

２００５年４月,铁通公司通信网在海南、

海北与联通通信网互联互通.

三、宽带数据网

宽带数据网是铁通建设、覆盖全国的数

据通信网络,建立的综合数据业务平台能提

供 ATM/FR、L２/L３VPN、CES等多种业

务,承载IP、话音、视讯等业务.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铁通宽带数据网一期工

程设省网管中心(西宁节点)与格尔木节点,

西宁节点安装北电Passport１５０００VSS核心

层接入交换机１架、格尔木安装Passport７４８０
区域层交换机１架、网管系统及２处的配套

ODF/DDF架与电源系统,投资６８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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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增中继、用户端口见下表.

铁通青海分公司数据网一期工程新增中继端口和用户端口数量
表２Ｇ４Ｇ１

网络类别 地点
STMＧ４
中继端口

STMＧ１
中继＋用户端口

E１(包括 ATM、
FR、CES、PPP) V３５ Ethernet１００M

区域层 西宁 ０ ３２ ９６ ２４ ２

接入节点 格尔木 ０ ６ ６４ １６ ２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投资１７５万元,建设

宽带数据网二期工程.西宁新增 B类节点

１个、骨干路由器１台、拨号接入服务器１
台,格尔木新增C类节点１个、接入路由器

２台.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投资１６７万元扩容

数据通信网.

四、业务支撑网

(一)铁通 NO７信令网工程

２００３年５月,铁通公司投资２５７万元,

建设 NO７信令网工程,设１对 HSTP(分

A、B平面),A 平面使用贝尔设备(西宁中

心机房),B平面使用华为设备(西宁中庄机

房).省长途一级交换中心 DC１、长途二级

交换中心 DC２、C２/DTm/DL、SSP作为SP
点接入 HSTP.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投资３８万元,建成

NO７信令监测系统.

(二)计费管理系统

２００１年７月,铁通公司投资５０２６９万

元,建设计费管理系统,西宁设省级计费中

心,格尔木设计费数据采集点,西宁七一路、

中庄、泰宁营业厅设收费和业务受理系统.

２００２年３月,铁通公司投资５３０８８万

元,扩建计费管理系统,格尔木设营收、计费

数据采集中心并与西宁联网,西宁新增计费

数据采集点２处、营业厅６处.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投资１６２万元,完成

计费系统扩容.

(三)客户服务系统

２００２年３月,铁通公司投资４１８万元,

建设客户服务系统.

五、其他建设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完成西宁至格尔木

DMIS二期工程２２４万元,智能网工程１４３
万元,青藏线临时通信工程８５６万元.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完成西宁至哈尔盖

无线调度工程１８０万元,西宁３５G无线接

入５１０万元,西宁至大通 DMIS工程(７个

站)１４０万元.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新建青藏铁路格尔

木至拉萨光缆工程９３７万元,西宁至哈尔盖

无线场强整治１２０万元,青藏铁路公司运输

调度系统改造８０万元.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完成西宁至格尔木

新增无线调度传输设备５６万元,会议电视

系统６２万元,铁道部至西宁铁路局高清电

视会议系统改造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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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网通公司通信建设

　　网通青海分公司依托从电信长途通信

网络兰西拉等光缆中分得４~６芯的光纤,

租赁、新建长途通信机房,安装SDH 光传输

设备,组建网通公司省内长途通信网络;在

西宁、格尔木建设固定电话交换局,组建市

内电话本地网,向用户提供固定电话、互联

网及电路出租业务.

一、光缆与传输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网通公司建设西宁—大

通光缆线路.该光缆与军队合建,自西宁城

北生物产业园纬五路５９号人井起,途经青

海大学、孙家寨、后子河、王家庄、赵家磨、大

通铝厂,沿公(铁)路西侧至电厂,经铁路涵

洞至铁路东,沿铁路至大通伊心园餐厅(宁

张路１０６号)处.投资５７２５万元,敷设光

缆３１３６公里.

２００４年５月,中国网通集团批复长途

传输网兰州—西宁—格尔木—拉萨SDH 系

统青海土建工程,投资７６０７８万元,建设唐

古拉山、沱沱河、五道梁、纳赤台、诺木洪、香

日德、都兰、茶卡、刚察、循化１０个机房.１０
月,网通公司引接“兰西拉”光缆所属网通光

纤,循化、化隆、刚察、天峻、茶卡、都兰、香日

德、诺木洪、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和唐古

拉山１２个中继站(租用电信机房与电源)引

接;海晏光缆跳接;格尔木、湟源采用光缆引

接方式.１２月,网通公司投资１４７９万元,

建设格尔木—西海—西宁—平安及西宁—

湟源的SDH 传输系统.

２００５年８月,网通公司投资１０２３４万

元,建设西宁长途交换一期扩容工程.长途

交换设备版本升至 CHB２;扩容 E１中继端

口８０个,６４K信令链路４８条２４００线;新增

路由器１台、网管以太网交换机１台、计费

数据采集４８口以太网交换机１台.

二、西宁本地网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网通公司投资２８０８万

元,同步网改造工程竣工.新建西宁节点,

链路容量１２０路;输入时钟链路２４路;输出

容量为 E１８０路、２M４０路.投资３１０万

元,建成长途交换中心.新建西宁长途局

(兼关 口 局).智 能 网 业 务 交 换 点 DC１/

GW/SSP,设备容量１００２０线,实现网通公

司省际、省长途电路传输及互联互通.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网通公司新建西宁机房

(局所)７０个[中心机房１个、模块局６１个、

节点模块局８个(小桥、天桥、东关、南川东

路、党校、省政府、交通巷、火电)],市话交换

机容量２１５００门,实占１３０００门.

各模块局容量见下表.

２００４年网通新建模块局容量及实装用户量统计
表２Ｇ５Ｇ１ 单位:部

序号 归属局 交换局地址 安装容量 实装容量

１ 中心机房 中心机房 ５１２ ３２１

２ 中心机房 人保大厦 １４４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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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归属局 交换局地址 安装容量 实装容量

３ 中心机房 南大街办公楼 ４８０ —

４ 中心机房 锦绣花园 ２６４ １０６

５ 中心机房 景瑞花园 ４８０ ４５４

６ 中心机房 火电公司 ８８８ ５８

７ 中心机房 华瑞写字楼 １４４ ３６

８ 中心机房 引大机房 １９２ ３０

９ 中心机房 公交二公司 ２４０ １９７

１０ 中心机房 昆仑汽配城 ７２０ ２００

１１ 中心机房 万佳家居 ６６４ ３９５

１２ 中心机房 海湖路批发市场 ４８０ ２３９

１３ 中心机房 大通铝厂 ４８０ １０４

１４ 中心机房 公交四公司 ２６４ ５０

１５ 中心机房 刘家寨村 ２６４ １４３

１６ 中心机房 盐庄小区 ２４０ １２７

１７ 中心机房 网通营业厅 １２００ ４８０

１８ 中心机房 乾翔仓库 ２６４ ９１

１９ 中心机房 多巴训练基地 ２６４ ２００

２０ 中心机房 多巴镇机房 ２６４ １７２

　　２００５年,网通公司新建城南新区、开发

区、生物园模块局,容量各１０００线;中心机

房与朝阳、天桥、东关、南川东路４个模块

局,共扩容５０００线.

三、客户接入工程

２００４年４月,网通公司投资３３３１万

元,建设接入项目２７个工程(西宁一中、西

宁九中、西宁十五中、虎台中学、西宁四中、

金牛小区、锦绣城、通天河宾馆等).架设光

缆２０８９公里、电缆２３２６公里.８月,投

资３９３２９万元,建设接入项目３３个工程

(交通巷网通营业厅、城南宏达超市、和顺祥

话吧、北山市场、肯达商场、沈新巷、交通巷

格尔 木 农 场 驻 宁 超 市 等).１１ 月,投 资

２７６０４万元,完成第三批接入项目９４个工

程,架设光缆２０８９公里、电缆２３２６公里、

综合布线６６８公里.

２００５年６月,网通公司投资４５１０８万

元,建设客户接入一期工程,架设光缆４１７
公里、电缆７４１６公里;１２月,投资２９６３
万元,建设客户接入二期工程,架设各类光

缆１８５２公里、电缆７４１６公里;投资１３３
万元,完成客户接入语音设备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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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电信网络互连互通

　　一、互联互通情况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铁通公司与电信公司在

西宁、格尔木实现市话、长途互联互通.

２００２年７月,铁通公司在德令哈、柯柯

与电信公司实现互联互通,在格尔木与移动

公司、联通公司实现互联互通.

２００３年３月,移动公司与网通公司签

订«互联互通工程协议».５月,移动公司与

网通公司签订«电话网网间互联及结算协

议».８月,铁通公司与电信公司在海南、海

北实现互联互通.９月,省电信公司市场部

成立合作服务部,负责与其他电信运营商的

互联互通.１０月,省移动通信公司印发«互

联互通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４年７月,电信公司与卫通青海分

公司 签 订 协 议,电 信 网 开 放 卫 通 公 司

“１７９７１”“１７９７０”业务接入码,实现网间互联

互通.

２００５年２月,电信公司与移动公司、联

通公司实现短消息网间互联互通.

二、互联互通检查

１９９９年８月,省邮电管理局召开电信、

移动、联通互连互通协调会,省移动通信公

司调出一条２M 中继电路与联通公司 GSM

设备互联互通.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省通信管理局召开第三

次互联互通工作会议,通报公用网网间通信

质量问题.

２００３年２月,省通信管理局召开互联

互通大检查总结会,将西宁、海东、海西、格

尔木等地通信企业检查出的互联互通情况

进行通报,要求有关单位立即整改.

２００４年３月,省通信管理局召开电信

网间 互 联 互 通 工 作 例 会,通 报 互 联 互 通

情况.

三、通信网络合作建设

２０００年９月,电信公司同意向移动公

司出租格尔木、海东、海南、海北电缆管道１
个子管,供移动公司敷设中继光缆,建立移

动公司 MSC与电信公司网间传输通道.１１
月,移动公司在格尔木、海南、海北新建的

GSM 交换局割接入网,实现与电信、联通的

互联互通.

２００４年１月,联通公司与电信公司签

订«省内电路租赁协议».１１月,移动公司

与联通公司合作建设的共和至玉树、同德至

大武、大武至甘德至达日光缆传输工程竣工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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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电信经营业务

青海省各电信公司经营业务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及其他增值业务等,固定电

话业务由青海电信公司、铁通青海分公司及网通青海分公司经营,移动电话业务由青海移

动通信公司及联通青海分公司经营.电信公司、铁通公司及网通公司通过光缆、电缆及

ADSL/LAN技术向用户提供固定互联网业务,移动公司、联通公司通过手机向用户提供移

动互联网业务,各电信公司通过通信网络向用户提供短信、彩铃、视频等增值业务.

第一节　固定电话

　　一、固定电话业务

固定电话业务分为普通电话、公用电话

与会议电话三大类.

(一)青海电信公司

２００１年４月,电信公司智能网开通,全

省发行第一套省内电话卡“昆仑行２００”卡,

电信公司向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６所

大、中专院校学生赠送了价值３０００元的“昆

仑行”电话卡.

２００２年３月,省通信管理局批准电信

公司各州(地、市)本地网固定电话号码升至

７位,湟中、湟源并入西宁市本地网方案.４
月２０日,在移动、联通、铁通等公司协助下,

电信各本地网电话号码升至７位,海东、海

南、海西、海北、黄南、果洛、玉树州和格尔木

市各本地网电话号码在原号码前加８;湟

中、湟源两县电话号码在原号码前加２.５

月,电信公司取消国内长途人工加急电话、

紧急调度电话、国内长途半自动电话的收

费;用户电话改号费１００元;固定本地电话

过户手续费５元;新增固定本地电话用户停

机保号费,其标准按３个月为一个收费单位

收取１５元;出租电路业务保留费标准为相

应出租电路月租费标准的５０％,按月收取.

９月,电信海东地区分公司在乐都举行校园

电话开通仪式,向开通校园电话的乐都一

中、二中、六中及乐都师范学院赠送价值

６０００元的校园电话卡.１２ 月,电信公司

“１６０/１６８”智能信息平台竣工投产,除支持

“１６０/１６８”业务外,新增电话“QQ/１６０”人工

声讯服务业务.

２００３年３月,电信公司开放电话 QQ
聊天业务,接入码“９６１６１”.电话用户、“小

灵通”用户、“昆仑行”电话卡用户、校园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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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和公用电话用户拨打“９６１６１”接入码,即

通过“１６８”全省联网平台进入 QQ聊天室.

１．市内电话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按照中国电信集团

公司«市内电话业务规程»开办的业务:普通

电话、电话副机及附件、同线电话、合用电

话、用户交换或互通、分机、中继线、专线、临

时电话、公用电话、租杆挂线(租用管道)、代

维用户机线设备、复用设备、无绳电话共１５
种.市内电话除话音服务外,还提供呼出限

制、转移呼叫、呼叫等待、遇忙寄存呼叫、遇

忙回叫、缩位拨号、三方通话、热线服务、闹

钟服务、追查恶意呼叫、免打扰服务、缺席用

户服务、来电显示和用户改名、过户、改号、

注销、换机、列名、选号及会议电话等服务.

２．长途电话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各州(地、市)、县长途

电话全部进入国内、国际电话网.长途电话

包括国内长途自动电话业务,国内人工长途

电话业务,“２００”电话卡业务.按«长途电话

业务规程»,国内长途电话业务按接续顺序分

为代号电话、紧急调度电话、政务电话、加急

普通电话、普通电话和公务业务电话５种.７
月,电信公司开办“１７９０９”电话业务,用于省

内固定电话拨打省外移动电话,每分钟收取

０３元的国内长途电话费.８月,开通“１７９００”

电话业务,拨打国内长途每分钟电话资费０３
元,拨打国际长途每分钟电话资费４８元.

３．会议电话

交互式电话会议是召开电话会议的新

形式,电话用户可以随时召开各类会议电

话.交互式会议电话具有的功能:保存用户

资料、通话记录;保存各种提示音、问候语;

用户可修改相应的语言文件.会议结束后,

用户可申请拨入本系统反复收听通话录音

或查询会议计费信息.

４．公用电话

公用电话是电信局设置在城市街道、公共

场所、居民住宅区及农村、乡镇、公路沿线等地

供用户使用并按规定收取通信费用的电话设

施.种类有有人值守公用电话、投币式公用电

话、磁卡公用电话、IC卡公用电话.

有人值守公用电话按规定向用户收取

通话费、代办手续费和来话传呼代办费,对

拨打“２００、３００、１０８、８００”等业务的用户,收

取代办手续费,不收取通话费.

卡式公话(磁卡和IC卡)直接向用户扣

取通话费,最小计费单元０１元,计费尾数

不足０１元的四舍五入.

省电信公司各类公用电话情况见下表.

省电信公司各类公用电话数量情况
表３Ｇ１Ｇ１ 单位:部

年份
名称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磁卡公用电话 ２４ ２２ — — — —

有人值守公用电话 — — ５９８５ ９４１０ １４５４３ ２８１６５

IC卡公用电话 ４２３９ ６９１６ ８９２０ ９５１５ ９５１８ ９２１４

智能网接入终端公用电话 — — — ４４１２ ５４６１ ８１１８

智能公话 — — — — １０２８ １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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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名称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公话超市话机 — — — １５３７ ３３７０ ６３６３

PHS公用电话 — — — — — ４

　　(二)铁通青海分公司

铁通公司为用户提供电话业务、IP电话

业务、传真/电报业务、公共数据传送业务、网

络资源出租业务、专用通信业务、互联网接入

(ISP)/互联网信息服务(ICP)等增值业务.

１．固定电话

铁通公司提供的电话业务有市内电话、

长途电话、会议电话、视频电话等.

２．公用电话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铁通公司与公用电话设

备厂家合作成立公用电话业务管理室,负责

公用电话计价器审核、数据制作等,新增公

话８户.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推出“一拖二、三、

四”公话及智能卡电话,新增公话８１户.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与学校、企事业单位

合作,安装智能卡电话,公话用户达２０３户.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推行公用电话代理负责

制,发展超市、营业厅及住宅为公话代理商,年

底,铁通公话用户达３２５户,公话收入１０万元.

３．电话增值业务

(１)“１７９９１”IP电话等新业务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推出“０６８主叫注册,

９６３００卡类业务”.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推出“１７９９１”IP电话.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推出“轻松固话”预

付费业务、固网彩铃、话费立显、固话秘书台

等新业务.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通过智能网平台和

付费账务系统,推出“设定限额消费”“通话

总费用优惠”“时段折扣优惠”等新业务.

(２)“８００”被叫付费业务

２００５年４月,省通信管理局和省物价

局批准铁通公司智能网“８００”业务资费备

案,铁通公司完成“８００”业务各运营商网间

互联,对外运营,推出“８００”被叫付费业务.

(３)“４００”主被叫分摊业务

２００５年４月,省通信管理局和省物价

局批 准 铁 通 公 司 “４００”业 务 资 费 备 案.

“４００”业务是铁通公司智能网平台向用户提

供的新业务,用户可设定主叫号码,按发话

位置、按时间选择目的地进行通信,具有按

百分比分配呼叫、呼叫阻截、密码接入、遇

忙/无应答前转、同时呼叫某一目的地次数

限制等功能.

(三)网通青海分公司

网通公司经营通信及信息服务相关的

系统集成,技术服务,信息咨询,国内、国际

固定电信网络与设施(含本地无线环路)业

务,基于电信网络的语音、数据图像及多媒

体通信与信息服务业务,地方电信主管部门

批准的区域性电信业务.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０日,

网通青海分公司正式对外经营电信业务.

二、固定电话资费

(一)电信公司业务资费

１．市话资费标准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向市话用户收取基

本月租费与通话费.基本月租费个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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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元,单位、经营电话２１元,通话费按每

３分钟为一次,收费０２元(不满３分钟按

一次计算),３分钟以上按累积分钟计算.３
月３０日,省物价局批复同意调整西宁本地

网通话费标准,西宁本地网各营业区内通话

费每３分钟０２元;区间通话费每分钟０３
元;区间用户拨打西宁特殊服务时按０２元

收取通话费.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零时起,电信公司执

行本地电信资费新标准.基本月租费按西宁

市、州(地、市、县)、农村住宅电话及办公电话

４个类型分类收取,住宅电话:西宁２０元/

部、州(地、市、县)１２元/部、农村１０元/部;

办公电话:２５元/部;营业区内通话费计费单

元按首次３分钟一次,资费标准为０１８元,

以后以分钟计算,每分钟资费００９元.营业

区间通话费计费单元按每１分钟计费一次,

每分钟计费标准０４元.拨号上网的通信费

调整为每分钟００２元.５月１日起,电信公

司根据集团公司有关文件精神,取消固定本

地电话附件(听筒、分铃、插扑、板闸)月租费、

固定本地电话改名费、换机手续费.来电显

示月租费由每月１０元调整为６元.

２．长话资费标准

２００１年１月,根据信息产业部«电信资

费结构性调整通知»,电信公司对电信资费

进行结构性调整.降低长话资费,计费单元

调整为国内 ００７ 元/６ 秒、国际 ０８ 元/６
秒、港澳台０２元/６秒(２月２１日执行),每

日０至７时,国内长话、国际及港澳台电话６
折收费.６月,电信公司按照青海省通管局

批复,国内长途电信每分钟收费０８元、国

际长途电话每分钟收费８２元、港澳台长途

电话每分钟收费２２元.

３．会议电话资费标准

２００１年６月,会议电话、交互式会议电

话、电视会议收费标准为每分钟０７元.

交互式会议电话资费包含会议接入费、

通话费和特殊功能费.会议接入费向业务

登记用户收取,基本收费时间为３０分钟,不

满３０分钟按３０分钟计算,超过３０分钟后,

按每分钟计算收费.会议接入费按参加会

议的用户方数及会议时间长短,分６个等

级,其资费标准见下表.

会议电话资费表
表３Ｇ１Ｇ２

会议参加方数 基本会议接入费(元) ３０分钟以上费用(元/分钟)

１０方及以下 ４０ １

１１方至３０方 ８０ ２

３１方至６０方 １８０ ５

６１方至９０方 ３００ ８

９１方至１２０方 ４００ １０

１２０方以上 ５００ １０

注:１．通话费:呼入方式的会议电话通话费向主叫方收取,呼出方式的会议电话通话费向业务登记方用户收取,通话费资费

标准按现行本地电话、长途电话资费标准收取.

２．特殊功能费:根据实际需要和业务发展情况酌情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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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卡式电话资费标准

２００１年６月,电信公司IC卡和有人值

守公用电话资费标准:本地网营业区内通话

首次３分钟０４元、以后每１分钟０２元;

本地网营业区间、国内长途、国际和港澳台

按每分钟计费,分别为０５元、０８元、８２
元和２２元.１２月,为适应磁卡公用电话

向IC卡公用电话过渡,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电信公司为消费者更换电话磁卡.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零时起,中国电信

停止磁卡公话服务.

５．固定电话装机费标准

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起,省邮电管理局调

整全省固定电话装机费收取标准:西宁市、

格尔木市市内电话由９２６元调整为８１２元,

农村电话由７６２元调整为６６２元;其余各州

(地)、县市内电话由７６２元调整为７１２元,

农话为４６２元.

２００１年７月,电信公司根据财政部、信息

产业部«关于取消市话初装费和邮电附加费等

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知»和中国电信转发«财

政部、信息产业部关于取消市话初装费和邮电

附加费等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知»,取消电话

初装费、“小灵通”入网费,新装固定电话只收

取工料费３００元、手续费１２元.

６．“１７９６８”IP电话业务资费

“１７９６８”IP电话资费见下表.

“１７９６８”IP电话资费表
表３Ｇ１Ｇ３

种类 拨打地区 资费

１７９６８

国内长途 ０３元/分钟

港、澳、台 １５元/分钟

国际长途

美国、加拿大 ２４元/分钟

英国、法国、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菲律宾、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德国、意大利

３６元/分钟

其他国家 ４６元/分钟

备注 另加收市话费 前３分钟０１８元,以后００９元/分钟

　　７．其他

２００１年４月,省通信管理局批复省电

信公司智能网业务资费标准.“８００”业务本

地通话费标准及计费方式维持不变;“２００”

电话卡本地网营业区内通话费,每分钟０１
元;移机不改号收取开户费１０元/次、基本

服务费(甲类:１５元/月,使用超过一年按１０
元/月;乙类:３５元/月,使用超过一年按３０

元/月);AD 广告业务:广告费起始价１０００
元/４０００分钟,超出后０１元/分钟,通信费

起始价２００元/４０００分钟,超出后００４元/

分钟,当 广 告 时 长 超 过 １４４００ 分 钟 后 按

００２元/分钟收取,语音制作费２００元/次.

(二)铁通公司固定电话业务资费

铁通公司固定电话业务资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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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通青海分公司固定电话资费表
表３Ｇ１Ｇ４

本地电话

基本月租费
住宅

西宁市:１８．００元 月 政府定价

地市(县):１０８０元 月 政府定价

农村:８００元 月 政府定价

办公 ２２５元 月 政府定价

区内通话费 前３分钟０１６２元,后００８１元/分钟 分钟 政府定价

区间通话费 ０２０元/分钟 分钟 政府定价

长途电话

国内长途
非法定节假日、休息日２２:００~７:００为

００６元/６秒;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全天为

００３６元/６秒
６秒 政府定价

港澳台
非法定节假日、休息日２２:００~７:００为

０１８元/６秒;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全天为

０３６元/６秒
６秒 政府定价

国际长途
非法定节假日、休息日２２:００~７:００为

０７２元/６秒;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全天为

０１５元/６秒
６秒 政府定价

IP电话

IP国内长途 ０３０元/分钟(另收本地通话费) 分钟 市场调节价

IP港澳台长途 １５元/分钟(另收本地通话费) 分钟 市场调节价

IP美国、加拿大等国长途 ２４元/分钟(另收本地通话费) 分钟 市场调节价

IP其他国家长途 ３２元/分钟(另收本地通话费) 分钟 市场调节

程控新业务

来电显示
开户费 ５００元 — 市场调节

使用费 ４８０元 月 市场调节

呼出限制
开户费 ８００元 — 市场调节

使用费 ４８０元 月 市场调节

三方通话
开户费 ８００元 — 市场调节

使用费 ４８０元 月 市场调节

闹钟服务
开户费 ８００元 — 市场调节

使用费 ４８０元 月 市场调节

追查恶意呼叫
开户费 ８００元 — 市场调节

使用费 ４８０元 月 市场调节

免打扰服务 开户费 ８００元 — 市场调节

　　(三)网通公司电信业务资费

１．固定电话

固定电话装移机资费:普通电话、市内

用户中继线、集中用户交换机的装、移机手

续费１２元/线,工料费每线不高于１５０元.

固定电话基本月租费:住宅电话,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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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２０元;各州(地、市)、县１２元;农村１０
元.办公电话２５元.

通话费:本地网营业区内通话的计费,

首次３分钟０１８元,以后每分钟００９元;

固 定 电 话 营 业 区 间 通 话 费 为 每 分 钟

０３０元.

国内长途电话资费:国内长途电话计费

单元为６秒钟,不足６秒种按６秒钟计算,

每６秒钟００７元;国内长途电话优惠时段

为１９时至次日７时间,优惠幅度为５~９
折.跨越优惠时段的通话分钟,按前时段费

率计费.

国际长途电话资费标准:国际长途电话

每６秒０８元,０时至７时按６折优惠.

港澳台长途电话资费标准:长途电话每

６秒０２元.

IP长途电话资费:国内长途电话每分

钟０３０元;港澳台电话每分钟１５元.国

际长途按如下标准执行:打往美国、加拿大

(含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不含其他代码为“１”

的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电话每分钟２４０元;

打往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新西兰、韩

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

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国际电话每分钟

３６０元;打往其他国家、地区的国际电话每

分钟４６０元.

网通公司“１７９６８”“１７９６９”IP业务资费

按上述标准下调１０％.

其他资费:过户手续费、改名费,每次

(号)５元;用户改号通知费,每号(月)１０元;

注销手续费,每次３元;停机保号费每３个

月１５元.

网通公司程控电话新服务项目资费见

下表.

网通公司程控电话新服务项目资费表
表３Ｇ１Ｇ５

服务项目 开户费(元) 月使用费(元)

呼出限制 收费 ３６~６

热线服务 免收 免收

转移呼叫 免收 免收

遇忙记存呼叫 免收 免收

遇忙回叫 免收 免收

缩位拨号 免收 免收

三方通话 收费 １６~２

服务项目 开户费(元) 月使用费(元)

闹钟服务 收费 １６~２

追查恶意呼叫 收费 １６~２

呼叫等待 免收 免收

免打扰服务 收费 １６~２

缺席用户服务 免收 免收

来电显示 收费 ３月６日

会议电话 ２０ 免收

　　市话中继线费用:市内模拟、数据用户

中继线,月租费１００元;用于因特网接入的

数字用户中继线(２M/s)月租费２０００元,用

于其他用途的数字中继线(２M/s)月租费

２５００元;用户安装中继线,凡占用局间中继

线的,每占用一对,另加收２个月乙种普通

电话的月租费(按当地市场收费标准收取).

２．集中用户交换机(CENTREX)

基本月租费:每线１０元.

通话费:群内用户间通话免收通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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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与群外通话按市话通话费标准收取.

移机费用:群内移机收取实际工料费;

群外用户改为群内用户或群内用户改为群

外用户,不需移机的,不收工料费,只收手续

费;若需移机,加收移机工料费.

３．固定电话套餐

网通公司对固定电话资费还实行套餐

方式资费见下表.

网通公司固定电话套餐资费
表３Ｇ１Ｇ６

套餐名 套餐说明 套餐说明

开心套餐

最低消费１５元 赠送话费１０元

最低消费２５元 赠送话费１７元

最低消费４５元 赠送话费３５元

畅享套餐

最低消费６５元 赠送话费５５元

最低消费８５元 赠送话费７５元

最低消费１１５元 赠送话费１０５元

豪情套餐

最低消费１５５元 赠送话费１４５元

最低消费２００元 赠送话费２００元

最低消费３００元 赠送话费３００元

长话畅聊套餐
最低消费３６元 国内长途０１５元/分钟

最低消费６６元 国内长途０１０元/分钟

宽带捆绑套餐
最低消费３１元 超出最低消费部分,国内长途０１０元/分钟

最低消费１５元 超出最低消费部分,按５０％计取

４．灵通固话(SCDMA)资费

灵通固话(SCDMA)资费见下表.

灵通电话(SCDMA)电话资费
表３Ｇ１Ｇ７

业务种类
通话资费

市话费 区间话费 国内长途优惠话费

办公电话 首次３分钟０１８元,以后００９元/分钟 ０２元/分钟 ０３元/分钟

公用电话 ０２元/分钟 ０２元/分钟 ０３元/分钟

５．灵通固话预付费充值套餐

网通公司灵通电话(SCDMA)预付费充值资费套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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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通电话(SCDMA)预付费充值套餐
表３Ｇ１Ｇ８

续费方式 开户优惠方式 月租 来电显示 预付费充值卡有效期

续费１００元 赠送１００元 优惠 ５元 １５０天

续费２００元 赠送２００元 优惠 ５元 ３００天

续费３００元 赠送３００元 优惠 ５元 ４５０天

备注 根据目前业务需要,续费卡面值暂时只有三种

第二节　移动电话

　　青海省移动电话运营企业有青海移动通

信公司与联通青海分公司,移动公司提供

MACS模拟移动电话及 GSM 数字移动电话

业务,电话号码前缀为“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

１３９”.联通公司提供 GSM 数字移动电话及

CDMA 数 字 移 动 电 话,电 话 号 码 前 缀 为

“１３０”“１３３”.各公司均提供语音通话、主叫

显示、呼叫转移、呼叫等待、呼叫限制、三方通

话、短消息等功能,并推出IP电话、移动秘

书、彩铃等业务,实现国内、国际漫游.

根据信息产业部互联互通和网间结算

的规定,移动公司、联通公司与电信公司、铁

通公司及网通公司就网间通信签订合作协

议,保证各通信企业网间通信互联互通.

一、移动电话计费特点

移动电话可以拨打、接听移动通信网移

动电话,也可拨打电信、铁通、网通固定电话

或联通公司移动电话,移动电话离开本地使

用称为漫游.移动电话用户在网络覆盖区域

使用,根据不同使用方式,按照不同标准计费.

(一) 移 动 电 话 拨 打 本 地 移 动 与 固 定

电话

１．拨打本地移动电话

拨打本地移动电话,移动主叫用户通过

同一区域进行信号传输、交换,实现与被叫

用户间的移动通信,按通话时长向主叫用户

收取本地通话费.

２．拨打本地固定电话

拨打本地固定电话,移动主叫用户通过

本地移动交换机关口局进入固定电话网,实

现与固定电话被叫用户间通信,按通话时长

向主叫用户收取本地通话费用.由于通信

在移动及固定电话网间进行,移动公司向固

定电话公司结算网间通话费用.

(二) 移 动 电 话 拨 打 长 途 移 动 和 固 定

电话

１．拨打长途移动电话用户

拨打长途移动电话,移动主叫用户通过

本地移动交换机进入移动通信网,从关口局

进入长途通信网,再从被叫用户所在地关口

局进入当地移动通信网,实现与被叫用户间

通信,按通话时长向主叫用户收取长途通话

费用.如果长途通信网不属移动,是固定电

话的长途通信网,则移动公司向固定电话运

营公司结算网间通话费用.

２．拨打长途固定电话用户

拨打长途固定电话,移动主叫用户通过

本地移动交换进入移动通信网,从关口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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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长途通信网,再从被叫用户所在地关口局

进入当地固定电话网,实现与固定电话被叫

用户间的通信,按通话时长向主叫用户收取

长途通话费用.由于通信在移动通信网、固

定电话网间进行,由省移动通信公司向固定

电话运营公司结算网间通话费用.

(三)移动电话漫游

移动电话漫游,移动电话主叫用户应向

移动公司注册登记,移动公司向该用户收取

漫游费用,该主叫用户与被叫用户的通话属

本地范围,向主叫用户收取本地通话费,属

于长途通话的收取长途通话费;移动电话主

叫用户漫游时拨打固定电话用户,则仍由移

动公司向固定电话运营公司结算网间通话

费用.

二、移动公司经营业务与资费

(一)移动公司经营业务

１９９９年分营时,移动公司经营语音通

话业务和“全球通”品牌.

２０００年１月,移动公司启用“１３５”“１３６”

号段.７月,移动公司在西宁、格尔木开办移

动通信“神州行”预付费业务,双向计费,免收

入网费、基本月租费;本地通话费每分钟

０６０元.移动电话免费拨打“１１０、１２０、１２２”

公益性特服号码;推出移动秘书、中文短信、

预付费卡、IP电话、WAP 等新业务.

２００１年,根据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

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电信资费结构性调

整的通知»,“呼叫转移”等增值业务属于企

业自定价.移动公司对不同网间“呼叫前

转”资费定为０２０元/分钟,取消移动电话

拨叫市郊、农村电话时加收的每分钟０１０
元农村电话费.７月１日,根据财政部、信

息产业部«关于取消市话初装费和邮电附加

费等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知»,取消移动电

话入网费及在移动业务基本资费上的附加

费.１０月,移动公司对各业务代理商制定

代理、代办酬金标准,鼓励移动通信经营渠

道社会化管理.

２００２年１月,移动公司与省邮政局签

订业 务 合 作 协 议.２ 月,移 动 公 司 启 用

“１３８”号段.同月,推出移动梦网(冬日温

馨)活动.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推出校园卡业务,３８
元被叫包月,主叫基本通话费每分钟０２
元;推出集团客户VPN套餐业务,集团客户

VPN 网内每分钟 ０１６ 元、０１５ 元、０１２
元,网内漫游费每分钟０３６元、０４２元;该

套餐将海东、海南、海北、黄南与西宁按同一

本地网对待,省际漫游按１６４元/天收取费

用;推出小康乐业务,主叫基站外每分钟

０２元、基站内每分钟０１元、网间每分钟

０１６元,被叫１５元包月;推出移动公话业

务,主叫基本通话费每分钟０２元,长途IP
不收取基本通话费.９月,推出全球通亲情

卡与本地通业务,全球通亲情卡免月租费,

基本通话费每分钟０４元,其他资费与全球

通相同;本地通免月租费,基本通话费每分

钟０２元;客户可要求漫游,漫游期间按每

天１６４元收取费用,长途费及漫游费均与

全球通相同.推出无线宽带、手机证券、集

团短信、随e行、娱音在线、彩信等业务.

２００４年,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资

费套餐全面推出.４月,推出彩铃业务,扩

大移动公用电话使用管理.

２００５年,开展 “１２５８０”“１２５３０”彩 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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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５５”藏语综合信息查询及咨询解答、客

户投诉处理、彩铃下载等服务.

(二)青海移动通信公司业务资费标准

１．IP长途电话

２０００年,移动公司开办IP电话业务.

拨号方式:拨打国内长途(或１７９５１)＋国内

长途 字 冠 的 被 叫 号、拨 打 国 际 长 途 (或

１７９５１)＋国际字冠被叫号码;资费标准:本

地或漫游通话费＋IP电话费.IP电话费国

际每分钟４８元,内地至港、澳、台每分钟

２５元,深圳至香港、珠海至澳门每分钟１５
元,国内长途每分钟０３元.

２．国际、国内长途电话

２０００年６月,取消移动电话人工漫游

地收费项目和资费标准.７月,向全球通用

户免费开放呼叫前转功能,用户可呼叫前转

至归属地、漫游地或第三地;将呼叫前转分

为无条件前转和有条件前转,按时长计费

(无条件呼叫前转:基本费每分钟０１元＋
归属地→前转地长途费用;有条件呼叫前

转:基本费每分钟０１元＋归属地→漫游

地＋漫游地→前转地长途费用).

２００１年１月,移动公司按照集团公司

要求,取消移动电话附加费及长途附加费;

国内长途资费标准改为每６秒００７元;国

际长途改为每６秒０８元;港澳台电话改为

每６秒０２元;呼转话单长途费用一律改为

每６秒００７元,归属省不再进行二次批价.

３．国际长途资费分时段优惠

２００１年,国际电话实行分时段优惠,非

节假日２１时至２４时、法定节日７时至２４
时,按现行资费标准８０％计费;节假日和非

节假日０时至７时,按现行资费标准６０％计

费.港澳台电话继续执行法定节日优惠

２０％规定.

(三)移动公司电话品牌

全球通:全球通可选包.

神州行:大众 卡、长 话 卡、轻 松 卡、家

园卡.

动感地带:时尚套餐、学习套餐、音乐

套餐.

动力 １００:经济套餐、商务套餐、精英

套餐.

移动各品牌在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实行在

世界五大洲、２１个国家和地区国际漫游.

其全球通等各品牌资费见下表.

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品牌部分资费
表３Ｇ２Ｇ１

品牌介绍及资费 功能

全球通

月基本费 ５０元/月

基本通话费 ０４元/分钟

国内长途 ００７元/６秒

漫游费 ０６元/分钟

国际长途 ０８元/６秒

港澳台长途 ０２元/６秒

全球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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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品牌介绍及资费 功能

标准
神州行

月基本费 ０

基本通话费 ０６元/分钟

国内长途 ００７元/６秒

漫游费 ０８元/分钟

国际长途 ０８元/６秒

港澳台长途 ０２元/６秒

国内漫游

神州行
大众卡

月基本费 ０

基本通话费 ０２元/分钟

国内长途 ００７元/６秒

漫游费 ０８元/分钟

国际长途 ０８元/６秒

港澳台长途 ０２元/６秒

国内漫游

动感地带

动感地带
学生套餐

可选业务包:２２时至次日８时校园内通话０１２元/分钟;２２时至次日８时业务
包月租５元;校园内通话业务包月租５元.本套餐月租２０元,赠送２７元数据
业务

动感地带
娱乐套餐

主叫０２元/分钟,１８元移动网内被叫包月;本套餐月租２０元,赠送３０元数据
业务

动感地带
时尚办公

套餐

可选业务包:主叫０２元/分钟;被叫３０元本地网内包月;本套餐月租２０元,赠
送２４元数据业务

国内漫游

注:短消息０１０元/条;移动IP电话０３０元/分钟(国内).

　　三、联通公司经营业务与资费

联通公司经营 GSM、CDMA 移动通信

业务;互联网业务和IP电话业务;无线寻呼

业务;寻呼机、手机及其配件的销售、维修;

电信卡的制作、销售;客服服务.

１９９７年５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解决中国

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发展有关问题的批复»,允
许联通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经营电信基本业务

资费按国家规定价格上下浮动１０％.
(一)GSM 移动电话

１９９９年８月３１日,联通公司第六次总

经理办公室会议通过«关于青海联通“１３０”

网试运营资费及促销办法的通知».“１３０”

收费标准:入网费６００元、SIM 卡费１００元/

张、月租费４５元、频率占用费每月１５元、通
话费每分钟０３６元、漫游费每分钟０６元.

在试运行期间,持普通卡入网的用户,入网

费按半价收取,并免收３个月月租费.新购

手机采用捆绑销售办法,一次性预付５００元

话费,手机价格可优惠２０％~３０％.９月,

联通公司«青海联通“１３０”月租费收取办法

(暂行)»规定:新入网用户,以当月２１日零

点为准,免收当月月租费;享受优惠入网用

户,免收当月月租费(以入网日期为准).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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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联通公司向省邮电管理局上报«关于海

东地区“１３０”资费价格的请示»,要求海东地

区各县“１３０”用户按西宁本地网对待,不收

取长途通话费.

２００２年７月,联通公司为减少省内各

本地网间营收账务往来,印发«关于异地收

取移动话费业务处理流程的通知».全省各

联通营业机构原则上只收取本地区 GSM、

CDMA用户预交话费,非本地用户在营业

厅交费时,该营业厅应向该用户出售缴费

卡,帮助用户完成充值.因故无法出售缴费

卡时,该营业厅应登录缴费系统中用户所在

地营业环境进行收费,然后立即与用户所属

地营业厅确认,并于当月对此费用进行往来

账项清理.同月,联通公司根据国家计委、

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关于调整蜂窝公众通

信网络频率占用费收费办法和标准的通

知»,停止向用户收取频率占用费.８月,根

据信息产业部移动电话业务资费规定,联通

公司下发«关于调整 GSM 业务资费及业务

变更问题的补充通知有关内容».９月,联

通公司根据省内 GSM 业务发展状况,下发

«关于调整六州 GSM 集团资费标准的通

知»,各州集团用户资费调整见下表.

联通青海分公司各州(地)集团用户资费标准
表３Ｇ２Ｇ２

业务种类 资费标准

本地移动通话费 ０１８元/分钟

集团内部本地移动通话费 ０１５元/分钟

来电显示服务费 １０元/月

漫游月租费 ３０元/月

长途、IP漫游通话费 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执行,其他资费项目不变

　　１２月,联通公司根据中国联通计财字

〔２００２〕４５４号文件要求,印发«关于改变移

动电话月租费收费方式的通知».对 GSM、

CDMA移动电话用户实行月基本费按用户

实际在网日计算收取(精确到分).出省漫

游移动费标准为每日１５元,按漫游实际天

数 收 取. 同 月,联 通 公 司 印 发 «GSM、

CDMA业务“呼叫转移”业务资费标准的通

知»,其资费标准见下表.

联通青海分公司“呼叫转移”资费标准
表３Ｇ２Ｇ３

类型 资费标准

呼叫转移(前转) 基本费０１０元/分钟,长途费按实际发生的照实收取

无条件呼叫(前转) 基本费０１０元/分钟＋归属地至前转地长途费

有条件呼叫(前转) 基本费０１０元/分钟＋归属地至漫游地长途费＋漫游地至前转地长途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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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４日,省通信管理局批复联

通公司: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１日

期间,联通GSM各类卡资费标准如下:

本地 通 称 心 卡:本 地 主 被 叫 每 分 钟

０１８元,免基本月租费.

本地集团卡:本地主叫每分钟０２元,

集团 内 通 话 费 每 分 钟 ０１ 元,免 基 本 月

租费.

任我行卡:本地主被叫每分钟０２元,

免基本月租费.

轻松行卡:本地主叫每分钟０２元,被

叫通话费每月２６元.

新春卡:本地主叫每分钟０２元,被叫

通话费每月２０元,免来电显示费.

同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调整移动电

话网网间呼叫转移业务资费标准的通知»,

网间呼叫转移资费按通话时长计费,每分钟

计一次(不足１分钟按１分钟计算);网内呼

叫转移每次０１元.联通用户与其他运营

商移动网、固定网网间呼叫转移资费均为每

次０２元.联通用户与联通其他业务间呼

叫转移资费每次０１元.

(二)CDMA(新时空)业务

２００２年１月,联通公司颁布 CDMA 移

动电话收费标准:CDMA 移动电话实行双

向计费(主、被叫均收取通话费),计费单位

为分钟(不足１分钟按１分钟计算).基本

月租费每月５０元,业务区通话费每分钟

０４元,国内漫游通话费每分钟０６元.

说明:CDMA 用户在所属地拨打本地

电话,收取业务区通话费;拨打国内长途、国

际及港、澳、台长途另加收长途电话费;使用

IP电话等业务,在业务区通话费基础上按

相应业务资费标准另加收通信费.CDMA
用户在所属地接听电话,收取业务区通话

费.CDMA 用户国内漫游时,收取漫游通

话费;拨打国内长途电话、国际及港、澳、台

电话,在漫游通话费基础上按国内长途电

话、国际及港、澳、台标准另加收长途电话

费;使用IP电话等业务,在漫游通话费基础

上按相应的资费标准另加收通信费;CDMA
用户国内漫游时接听电话,在漫游通话基础

上按国内长途电话标准另加收长途电话费.

其附加业务收费标准见下表.

联通公司CDMA附加业务收费标准
表３Ｇ２Ｇ４

业务种类 收费标准

呼叫转移(前转)
基本费０．１０元/分钟,长途费按实际发生的照实收取.
具体标准:无条件呼叫转移,基本费(０．１０元/分钟)＋归属地
前转地的长途费用;有条件呼叫前转:基本费(０．１０元/分钟)＋归属地前转地的长途费用

主叫号码识别 １０元/月

主叫号码识别限制 １０元/月

多方呼叫 免费

呼叫等待 免费

三方呼叫 １０元/月

会议电话 (待定)

联通在信(短消息) 按照现行联通在信(短消息)资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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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２年２月,省通信管理局批复,同意

联通公司自２００２年２月８日在海南、海西、

海北、黄 南、玉 树、果 洛 ６ 个 地 区 开 通

CDMA数字移动电话.９月,联通公司印发

«CDMA业务资费指导性意见».购机入网

用户仍执行原“１５８包月制”及“普通套餐”

资费.

１５８包月制:指１５８元包用户２５００分

钟本地移动通话时长(含来电显示服务费和

基本月租费),超过２５００分钟按每分钟０２
元计收,漫游通话费每分钟０６元,IP、长话

费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卡费５０元.

普通套餐:基本月租费５０元,来电显示

每月１０元,基本通话费每分钟０４元,漫游

费每分钟０６元,IP、长话按标准计收,卡费

５０元.

(三)长途电话业务与资费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联通公司推出“１９３”长

途电话业务,国内长途通话费每６秒００６
元,港、澳、台通话费每６秒０１８元,国际通

话费每６秒０７２元.于２００２年１月运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省通信管理局下发«关

于同意在省内开展IP电话直拨厅业务的批

复».同意联通公司以长途电话专用终端和

PABX直接接入国内固定长途电话网长途

交换机或IP电话网前置交换机方式在全省

开展固定长途电话商用试验.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省通信管理局同意联通

公司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２月２８日期间,

“１７９１１”“１９３”预 付 费 注 册 业 务,用 户 用

“１９３”拨打国内长途执行每６秒００３元的

资费标准.

２００５年１月,联通公司推出“１９３”长途

和IP电话(均不含卡类用户)拨打海事卫星

电话的具体资费.其资费标准见下表.

联通公司拨打海事卫星电话资费
表３Ｇ２Ｇ５

洋区 太平洋、印度洋

站类 A站 B、M 站 MINIＧM 站

资费标准 ４３元/分钟 ３０元/分钟 ２３元/分钟

洋区 大西洋区、西区

资费标准 ５３元/分钟 ３０元/分钟 ２３元/分钟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联通公司调整IP电话去

话资费标准:港、澳、台每分钟１５元,国际

去话根据不同国家及地区分别按每分钟

２４元、３６元与４６元标准收取.
(四)公用电话业务及资费

２００２年８月,联通公司向省通信管理

局上报«关于申请正式开办 GSM 无线公用

电话业务的请示».９月,省通信管理局根

据工信部«关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经营终

端固定的移动公话业务的批复»,批复联通

公司开展移动公话业务.

移动公话是指借助 GSM、CDMA 网络

及终端在公共场所为用户提供电话业务,包
括分散的公话点和设公话终端的公话超市.

无人值守公话:只能使用联通IP卡和

联通长途１９３３００卡拨打国内、国际长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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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其资费按使用卡的类型资费标准执行.

有人值守公话:可拨打本地、长途等各种

电话.

２００３年５月,联通公司开展CDMA“无

线商话”业务,市话主叫每分钟０１元,国内

国际IP长途按IP资费标准执行;被叫包月

每月２０元;长途最低消费不低于每月１５０
元(自购机、代理、捐赠套餐没有最低消费限

制).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联通公司 CDMA 无线

商话用户４９７７户,营业收入３９９万元.

(五)电话增值业务与资费

１．呼叫转移

资费标准:呼转至本地联通手机每分钟

０１元;呼转至本地其他电信运营商电话每

分钟０２元.

２．呼叫限制

呼叫限制包括呼出限制和呼入限制,设

置方法参照手机菜单说明.

３．呼叫等待

当用户通话时,有第三方打入电话,用

户可听到“嘟嘟”的呼入等待音,此时用户可

选择挂断前一方,接听第三方的电话,也可

拒绝接听.

４．呼叫保持

当用户通话时,在对方不挂断电话情况

下,呼叫第三方或者接听另一个来话,而且

用户可在两种状态之间切换.

５．联通秘书

人工秘书:当移动用户关机或不在服务

区时,通过“１９８”人工台为有权被叫用户提

供“人工秘书”服务,可将主叫用户留言、姓

名、电话号码,以短消息形式通知移动用户.

资费每月１０元,赠送人工短信５０次.

６．联通短信杂志

该业务是由用户拨打“１０１９００”发出定

制请求,系统按月每天向用户发送定制短消

息,语音上行,短信下行的包月制信息服务.

资费标准分为信息费和通话费.用户订制

业务,按每月３元收取包月信息费(不足１
月按１月计);联通用户拨打“１０１９００”特服

号产生的通话费按本地移动通话费标准

收取.

第三节　互联网业务

　　２０００年８月,电信公司启动“家庭上

网”业务,是继“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后,开

展的又一项互联网业务,将互联网应用推向

家庭.１０月,联通公司开通“１６５”拨号上网

业务.

２００２年５月,省通信管理局、省互联网

协会、省电信用户委员会、省通信行业协会、

省通信学会联合举办第３４届世界电信日

“网上答题”知识竞赛.１２月,移动公司推

出移动梦网“冬日温馨”活动.

２００３年３月,电信公司“网络快车(ADＧ

SL)”被省消费者协会评为青海省推荐产

品.７月,网通公司与团省委合作“青海共

青团”网站开通.

２００４年３月,电信公司举行记者招待

会,宣布“‘绿色动力’网吧联盟青海电子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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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第三章　电信经营业务



技大赛之反恐精英”启动(“绿色动力”网吧

联盟是中国电信网吧行业内的联盟机构).

１１月,电信公司承办的“CIC２００４第三届中

国电子竞技大会‘绿色动力杯’青海区域赛”

启动,省内２００余名选手参加竞赛,优胜者

参加全国总决赛.

２００５年４月,铁通公司推出互联网数

据业务.５月,网通公司承建的西宁市教育

城域网开通使用.１２月,电信公司“互联星

空”青海门户网站向用户开放.

一、电信公司互联网

(一)互联网情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青海省电信公司互联网

用户情况见下表.

青海省电信公司互联网用户情况(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表３Ｇ３Ｇ１

年份 窄带用户(户) 基本拨号(户) 专线(户)
宽带(户)

ADSL LAN

数据业务收入
(万元)

互联网收入
(万元)

２０００ — ６０３１ ２７ — — １４００ —

２００１ ４０４９０ ９６４３ ３５ — — ２４９７６７ ５６９９３

２００２ ４６５６４ １６２６７ — ６０２ ３２７ ３３２８４２ ４８０５４

２００３ ５１４６６ ９３７９ — ８２１４ １２０５ — ２４５３４９

２００４ ３２６９２ ８９６６ — ２１６６０ １７４２ — ３４１２６８

２００５ ９６２２ ６１９１ — ４９９９３ ７５４８ — ４３０６１２

(二)互联网资费

互联网收费标准见下表.

省电信公司互联网收费标准
表３Ｇ３Ｇ２ 单位:元

用户

类型
速率

ADSL LAN

包月 包半年 包年 包月 包半年 包年

住宅 ５１２K ４５ ２２８ ４１８ ４８ ２５８ ４６８

用户
１M ６８ ３８８ ７３８ ６８ ３９８ ７６８

２M ８８ ４８０ ８８０ ８８ ４８０ ８８０

办公 ５１２K ７８ ３９８ ７３８ — — —

用户
１M ９８ ５５８ ９６８ ８８ ４８０ ８８０

２M １２８ ７２８ １２８０ １３８ ７００ １３８０

备注:１．ADSL接入时一次性连接费(包含开户费、安装调测费、工料费和用户端设备费)一年内不离网是１００元,两年内不
离网是２００元,无限制是３００元.

２．业务促销期间免收一次性连接费.
３．LAN连接费住宅用户１６０元,办公用户２００元.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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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铁通公司互联网

(一)拨号与互联网用户情况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宽带多业务数据网

建成.用户可以通过拨号与专线接入方式

进入互联网.铁通公司主叫上网接入号是

“９６７００”.年底,拨号用户４００户.

２００３年,铁通全国互联网二期工程完

成,推出以 ADSL、LAN 为接入方式,固定

电话与宽带捆绑销售的模式.年底,拨号用

户１０８４户,ADSL用户９６９户,互联网专线

用户１户.互联网业务收入２７７８万元,占

铁通业务收入的１１％.

２００４年,拨号用户７１１户,ADSL用户

３８０８户,互联网专线６户.

２００５年,拨号用户４５６户,ADSL用户

９０８８户,互联网专线４０户.

(二)互联网增值业务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与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合作,先后建成“铁通西海在线”企业网站、

“VOD视频点播”、“中学生在线”、“铁通青海分

公司远航游戏中心”及“网络电视”等.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互联网采用赠送杀

毒软件、“绿色上网”服务、免费 VOD 点播

等营销手段扩大用户规模.向企业用户和

网吧用户推出IP视频会议、VPN 及“个人

邮箱卡”、“宽带计时”等新业务.“铁通西海

在线”栏目推出广告业务.建成的 FTP,成

为网络用户下载影视、软件、游戏等的平台.

(三)铁通互联网资费

互联网资费标准见下表.

铁通青海分公司互联网资费标准
表３Ｇ３Ｇ３

带宽 计费周期

ADSL宽带一线通(专线)资费标准 ADSL宽带一线通(虚拟拨号)资费标准

个人住宅
用户

非经营性
单位单机

用户

非经营性
单位局域
网用户

经营性
单位用户

个人住宅
用户

非经营性
单位单机

用户

经营性
单位单机

用户

网络使用费 网络使用费 网络使用费 网络使用费 网络使用费 网络使用费 网络使用费

５１２K 月 — １８０元 — — ５８元 １２０元 ８００元

５１２K
季 — — — — １５８元 — —

年 — ２０００元 — — ４８８元 １４００元 —

１M

月 １２０元 ２４０元 ８００元 １５００元 ８８元 １６０元 １２００元

季 ３００元 — — — ２１８元 — —

年 １２００元 ２８００元 — — ６０８元 １８００元 —

２M

月 １５０元 ３６０元 １０００元 １８００元 １１８元 ２６０元 １５００元

季 ３８０元 — — — ２８８元 — —

年 １５００元 ４０００元 — — ７２８元 ２８００元 —

４M
月 — — — ２３００元 — ３６０元 ２０００元

年 — — — — — ４０００元 —

备注:１．安装调测费包含开户费及工料费,不含用户段设备费.
２．用户必须按时缴纳 ADSL相关费用,如逾期未交,铁通公司有权停止服务.
３．只提供１个免费IP地址,经营性单位用户最多可提供４个静态IP地址,每增加１个地址交１０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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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网通公司互联网

(一)互联网拨号业务

网通“１６９００”“１６９０１”拨号互联网业务

资费,对应电信“１６３”“１６９”拨号互联网业务

资费执行.

(二)互联网专线业务资费

网通青海省分公司互联网专线业务资

费见下表.

网通青海分公司互联网专线业务资费
表３Ｇ３Ｇ４

业务种类

网络使用费

速率
收费(元)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专业业务 中国公众多媒体网专线业务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
专业业务和中国公众多

媒体网专线业务

速率≤６４K/s ２１００ １３３０

６４K/s＜速率≤１２８K/s ２８００ １６８０

１２８K/s＜速率≤２５６K/s ３７００ ２３１０

２５６K/s＜速率≤３８４K/s ４９００ ３１５０

３８４K/s＜速率≤５１２K/s ６５８０ ４２００

５１２K/s＜速率≤７６８K/s ８７５０ ５６７０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
专业业务和中国公众多

媒体网专线业务

７６８K/s＜速率１０２４K/s １１６００ ７７００

１０２４K/s＜速率≤２M/s １４０００ ９６６０

２M/s＜速率≤４M/s ２１４００ １３５８０

４M/s＜速率≤８M/s ３８５００ ２４４３０

８M/s＜速率≤１０M/s ４６２００ ２９３３０

１０M/s＜速率≤２０M/s ８２７４０ ５２５００

２０M/s＜速率≤３４M/s １２９０００ ８１９００

３４M/s＜速率≤１００M/s ３３３２００ ２１１６８０

１００M/s＜速率≤１５５M/s ５１６４００ ３２７６００

　　(三)宽带业务资费

宽带业务资费见下表.

网通青海分公司宽带业务资费
表３Ｇ３Ｇ５

端口速率
连接费

(元/端口)
网络使用费

(元/端口月)

商用楼宇用户 住宅用户

连接费
(元/端口)

网络使用费
(元/端口月)

连接费
(元/端口)

网络使用费
(元/端口月)

１０M １４００ ４６２００

１００M ７０００ ３３３２００
８００

７００

１４００
３００

１２０

３００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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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联通公司互联网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掌

中宽带”至尊套餐资费标准的通知».“掌中

宽带”业务是基于 CDMA１X网络的无线上

网 业 务. 其 无 线 上 网 最 高 下 行 速 率

１５３６K,资费标准为每年１６００元,省内使

用不限数据流量,省外漫游数据流量按每

KB０００５元收取.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CDＧ

MA１X无线分组数据业务资费的通知»,其

资费标准见下表.

联通青海分公司CDMA１X无线分组数据业务资费标准

表３Ｇ３Ｇ６

套餐名称 月租费(元/月) 流量 备注

无线分组套餐 A ２０ ５M

无线分组套餐B ５０ １０M
超出部分按标准资费计收

无线分组套餐C １００ １００M

无线分组套餐 D １５０ 不限量

无线分组套餐E ２００ 不限量

超出部分按标准资费计收

第四节　出租代维业务

　　一、电信公司电路出租业务

青海省电信公司对用户提供数字电路

与DDN电路出租业务,其资费标准见下表.

青海省电信公司电路出租业务资费标准
表３Ｇ４Ｇ１ 单位:元

类型 速率 营业区内 营业区间 长途数字

数字电路

９６K/s 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９２K/s １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００

６４K/s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２８K/s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５６K/s ２５００ ３２００ ５５００

３８４K/s ３２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５４２K/s ３８００ ５２００ ７０００

７６８K/s ４３００ ６２００ ８０００

１M/s 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０００

２M/s 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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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速率 营业区内 营业区间 长途数字

DDN电路

２M/s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８M/s ６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３４M/s １６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

１５５M/s ４４０００ ８８０００ １３２０００

６２２M/s １２３０００ ２４７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０

２５G/s ３４４０００ ６８８０００ １０３３０００

　　二、网通公司出租业务

(一)话音(音频)电路

本地网营业区内每条每月双端１８０元;

本地网营业区内每条每月单端２００元;国内

长途每条每月２２５０元.

(二)国内宽带电路

租用一个前群(３路)宽带电路,每月按

照３个话音(音频)电路收取月租费.租用

一个基群(１２路)宽带电路,每月按照１０个

话音(音频)电路收取月租费.租用一个超

群(６０路)的宽带电路,每月按照５０个话音

(音频)电路收取月租费.

(三)国内数字电路

网通青海省分公司对用户提供国内数

字电路出租业务,其电路月租费见下表.

网通青海分公司国内数字电路月租费
表３Ｇ４Ｇ２ 单位:元

— 营业区内 营业区间 长途

数字电路

９６K/s ７００ ９１０ １７５０

１９２K/s ８４０ １０５０ １８９０

６４K/s １０５０ １４００ ２４５０

１２８K/s １４００ １７５０ ３５００

２５６K/s １７５０ ２２４０ ３８５０

３８４K/s ２２４０ ２８００ ４３４０

５１２K/s ２６６０ ３６４０ ４９００

７６８K/s ３０１０ ４３４０ ５６００

１M/s ３５００ ５２５０ ６３００

２M/s ４２００ ５６００ ８４００

DDN电路

２M/s １４００ ２８００ ４２００

８M/s ４２００ ２７００ １１９００

３４M/s １１２００ ２１７００ ３２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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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营业区内 营业区间 长途

DDN电路

１５５M/s ３０８００ ６１６００ ９２４００

６２２M/s ８１６００ １７２９００ ２５９０００

２５G/s ２４０８００ ４８１６００ ７２３１００

第五节　电报、无线寻呼业务

　　一、电报业务

青海电信公司提供的电报业务,随着通

信技术迅猛发展,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量

快速增长,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就开始逐

渐衰落.２０００年,国内公众电报发送５６８３

万份,电报业务收入１６３５８万元;２００５年,

国内公众电报仅为４１３万份,电报业务收

入２７６２万元.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期间经营状

况见下表.

青海省电信公司电报业务经营状况(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表３Ｇ５Ｇ１

年份
电报总收入

(万元)

其中国内公众电报 其中国内传真电报

数量(份) 收入(万元) 数量(份) 收入(万元)

２０００ １６３．５８ ５６．８３４１ ８４．７５ ４５６５７ ３７．７２

２００１ １４４．２１ ５９．４３４ ８１．０４ ５０７４４ ３０．４５

２００２ ６３．７２ １２．６５９９ ２３．７４ ４００７２ ２０．４２

２００３ ４６ — ８．８９ — １６．９１

２００４ ３０．５９ ９．１８７８ ６．１９５３ ２８０１８ １６．９６

２００５ ２７．６２ ４．１２８３ — ２２８８８ —

　　二、无线寻呼业务

(一)国信寻呼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２６、１２７、１９８、１９９”无线

寻呼业务从省邮电管理局剥离,由青海国信

寻呼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运营.

２００１年５月,联通公司改造卫星传输

数字通信网.８月,“１２６”“１９８”合台运营.

联通公司根据中国联通营字〔２００１〕２７４号

文件精神,印发«关于两网通资费标准的通

知».虚拟寻呼、保号转移资费标准:中文机

每月１５元,数字机每月１０元.手机、寻呼

机同响业务资费标准:中文机每月４０元,数

字机每月２０元.

２００４年６月,联通公司按照中国联通

计财字〔２００３〕４４６号文件精神,印发«关于

调整联通网内呼转至联通秘书呼转资费标

准的通知»及«关于调整寻呼业务资费的通

知».联通电话用户网内呼叫转移至联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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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收费,联通电话被叫用户呼叫至联通秘

书,呼转地与被叫地属于不同本地网,不收

长途通话费;中文寻呼服务费由每月３０元

调整至每月６０元;数字寻呼服务费由每月

１５元调整至每月３０元;数字自动寻呼服务

费由每月８元调整至每月１６元.

(二)社会寻呼台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西宁地区有海华、先创、

公安、金海、昆仑、华联、看通、警安、电力、华

英等１０家社会寻呼台.

２００１年９月,中铁寻呼台“西宁、格尔

木超级寻呼”业务开通.１０月,中铁寻呼台

实现青海、西藏同播.

２００２年９月,铁通公司收购西宁民航

寻呼台、格尔木中北寻呼台、华英寻呼台.

(三)寻呼业务关闭

２００３年７月,移动公司 GSM 短信网关

开通,联通公司 GSM、CDMA 移动通信网

络的应用,电信公司无线市话“小灵通”的普

遍应用,使得无线青海寻呼业务迅速衰落,

社会寻呼台陆续关闭.

２００４年９月,联通公司停止无线寻呼

业务.１０月,关闭“１２６、１２７、１９８、１９９”无线

寻呼设备.１２月,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注

销联通公司寻呼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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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电信运行维护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青海各电信公司的通信维护体制、维护管理部门及维护管理方式均发

生了较大变化.各公司均成立相应部门对通信设备、线路、电源进行维护管理,设立各类网

管监控设备,保持对通信网络的实时监控,使通信网络保持良好的运行状况,在出现障碍

时,及时组织人员抢修,减少障碍历时.各电信公司通信设备由通信机房机务人员维护.

通信管道、光缆、电缆线路维护,电信公司通信管道、光缆由省电信传输局下属线务站、段线

务员维护,市内电缆线路由各州(地、市)分公司市话线务员维护(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间,曾交由

省电信实业公司代维);铁通公司光缆、线路由各分公司线务员维护;移动公司、联通公司通

信光缆、基站及网通公司通信管缆线路外包给代维公司维护,各电信公司维护管理部门对

代维公司进行考核、管理.各公司使用的电信业务应用系统及应用平台系统维护,除少数

由本公司维护外,一般是由应用系统开发商开发、投入应用后维护,以保证该系统正常

运行.

第一节　电信公司运行维护

　　一、运行维护体制

电信公司通信网络运行维护管理实行

省公司、省电信传输局与各州(地、市)分公

司两级管理体制.公司运行维护部负责全

省网络建设、维护管理办法的制定、修订和

解释,负责各类通信设备、线路的维护管理;

省电信传输局负责对全省长途光缆、微波通

信设备、卫星通信设备维护(还包含农话、市

话光缆及管道);各州(地、市)分公司负责本

地网交换、传输、电力设备与市话线路维护.

２００１年７月,各州(地、市)分公司将市话线

路及电话用户设备维护交给省电信实业公

司代维,２００３年８月,恢复原维护体制.

二、维护制度、流程

电信公司网络运行维护设备有交换、传

输、数据、微波、卫星、光缆、管道、市话电缆、

通信电源、空调等设备及计算机设备与软件

等,维护人员执行信息产业部颁布的«维护

规程»«技术规范»和各项制度,严格执行各

专业设备维护、障碍处理等操作流程,制定

和落实各专业维护作业计划、抢修计划、维

护防范措施,保证传输网、交换网、数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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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设备高效、可靠运行,保证各类设备性

能技术指标符合要求,确保设备完好和网络

正常运行.迅速准确地排除障碍,压缩障碍

历时,减少对通信的影响.

电信公司组织维护人员学习新技术,增

强维护技能培训,组织安排通信设备及线路

的定期检修、巡检,确保各类通信网络安全

运行和全程全网畅通.

(一)通信维护制度

１．通信设备维护

建立各专业技术岗位责任制、值班与交

接班制度、监控操作和软件管理制度,维护

作业计划、技术档案与资料管理、备品备件

与仪表工具管理、随工与验收等维护制度.

在维护过程中,维护人员严格执行安全操

作规程,组织制定和落实各项维护作业计划、

抢修计划、技术维护措施,保证传输网和交换

机的高效可靠运行,保证设备性能符合维护指

标要求;迅速准确地排除障碍,减少故障引起

的损失,做到“传输防阻断、交换防瘫痪”.在

新装设备施工中做好随工验收工作,管控工程

质量及与原通信设备维护的协调.

２．长途光缆维护

省电信传输局运行维护部对线务站、线

务段、线务员建立岗位责任制,核定包线员

责任段落,做好值班记录.

长途光缆维护贯彻“预防为主、防抢结

合”的方针,按作业计划安排日常线路巡检,

掌握通信光缆沿途路面安全情况;做好抢修

光缆等备品备件准备和管理,保证在发生障

碍时能立即出动,尽快排除障碍.

３．市话线路维护

各州(地、市)分公司市话维护划分线务

员责任段落,建立岗位责任制、值班与交接

班制度.

维护人员按照市话线路维护作业计划

进行日常巡检与维护工作,在线路改道、更

新时跟进技术档案的变更、修改,保证资料

和实际情况一致.维护工作中贯彻安全操

作规程,保持线路设备完好、运行正常.

４．通信电源维护

建立岗位责任制、值班与交接班制度及

包机责任制.

维护人员按照维护作业计划开展日常

检修,保证电源正常工作,向通信设备不间

断供电,供电质量符合维护技术指标;定期

检查安全运行情况,做好预检预测,发现隐

患及时处理;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

５．微波设备维护

微波设备和电路维护管理,采取统一领

导、分级负责原则,各微波站按照微波维护

通则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包机包电路责任

制、维修责任制.

维护人员按照维护作业计划开展检修

工作,保证微波通信技术指标、电气性能符

合有关规定,技术资料齐全、完整,保证微波

电路质量良好、通信畅通.

６．NO７信令网维护

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值班和交接班制

度及包机制度.

维护人员按照维护作业计划开展日常

维护和定期检修工作,保证各项电气性能、

维护质量达到指标要求,确保信令网畅通.

(二)维护技术及操作规范

电信公司执行中国邮电电信总局、信息

产业部及中国电信集团公司颁发的各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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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线路、设备、电源、空调等专业的维护规

程、规范和规章.如:１９９７年中国邮电电信

总局发行的«数据微波通信维护规程»、１９９８
年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发行的«长途光缆传输

设备维护规程»、２００１年信息产业部颁发的

«综合交换技术规范»、２００４年中国电信集

团公司发行的«电信线路安全技术规范»等.

(三)障碍处理流程

障碍处理是维护工作主要环节之一,为

准确判断、处理得当,维护人员必须了解网

络结构和整体状况,全面掌握通信设备基础

知识,熟悉各设备功能单元原理和机房布

局、布线等情况,熟记各系统、电路调度、业

务领导、维护机构各级职权等制度的重要原

则和重要内容,便于指导或处理障碍.

１．传输障碍处理流程

发生重大障碍和阻断时,应遵循“先重

要专线、后一般;先国际、后国内;先干线、后

省内”的原则.网络监控中心发现设备告

警,测试判断障碍点,通知维护人员赶赴现

场抢修,障碍修复后进行恢复测试确认,并

对障碍进行分析.重大障碍要向上级主管

部门汇报.

２．交换设备障碍处理流程

网络监控中心发现话务异常、设备告警

或分析发现大批用户障碍、用户投诉时,需

先对障碍进行判断,按规范进行处理(重大

障碍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确认障碍消

除后,反馈用户,并对障碍进行分析和建立

障碍档案.

３．电话装机业务流程

当营业前台受理用户装电话时,需先确

认有无资源,然后进行业务受理,进行配线

配号—用户数据制作—装机施工—竣工测

试—资料更新各流程作业,完成装、拆、移机

等工作.

４．电话障碍处理流程

受理客户障碍时,对用户使用不当或不

会使用造成的报障予以指导解决;对发生的

障碍应正确判断障碍段落,再派单,障碍处

理时限交换原因为４小时,线路原因为２４
小时,障碍恢复后及时反馈用户,并对障碍

分类统计分析.

５．各专业网管系统障碍处理流程

网络监控中心人员发现障碍,对于硬件

原因用备件替换(或送代维公司紧急修复);

软件原因进行软件处理;网络、设备原因由

网管中心解决;对无法处理的障碍应及时与

厂家联系,取得技术支撑.障碍处理人员在

测试确认前不得提前离开(重大障碍要向上

级主管部门汇报),确认障碍消除后,对障碍

进行分析和建立障碍档案.

６．电源故障及停电处理流程

网络监控中心发现设备告警,先对障碍进

行判断,是设备故障还是停电,属设备故障,立

即按流程进行处理故障;属停电告警,通知维

护人员启动发电机组,现场确认和发电机组供

电时间总和为１５分钟.市电恢复供电后,维

护人员待供电稳定后,切换至市电供电,再停

止发电;故障或停电均做好记录.

７．NO７信令网故障处理流程

首先判断故障发生在交换侧还是传输

侧,根据障碍不同等级做出相应处理,如果

是传输侧故障,交传输部门进行处理.否则

检查信令设备硬件,不属硬件原因,可在维

护终端上观察信令链路状态;当信令链路出

９４２

下编　第四章　电信运行维护



现故障,由STP机房判断故障点,通知对端

STP或SP机房进行故障处理.障碍处理

后应做好障碍记录及故障分析,将障碍报告

送上级主管部门.

三、维护质量指标

(一)２０００年通信质量主要指标

直埋光缆全阻次数为０１８次/百公里,

架空光缆全阻次数为０３２次/百公里;网络

接通率西宁为９５％,各 C３局为９２％;综合

来话接通率为 ５３％;省 内 去 话 接 通 率 为

５５％;省际去话呼叫到达率为９４％;各 C３
局及大通长途来话接通率(果洛、玉树为

５５％,其他局为５８％);本地网内最低县局

接通率果洛、玉树为５０％,其他局为５３％;

长途三期网管话务数据接收率为９５％.

数据通信质量指标:分组网来报接通率

为９３％;DDN 网中继电路月平均可用率为

９９９％;帧中继、ATM 骨干节点全阻为３０
分钟;CHINANET 省会局拨号接通率为

９５％.各局因配合问题影响数据质量指标,

在考核中扣分,最多扣３分.

(二)２００１年通信质量主要指标

直埋光缆全阻次数为０１８次/百公里,

架空光缆全阻次数为０３次/百公里;来及

来转电路群接通率为５４％;网络接通率西

宁为９５％,各 C３局为９２％;省际去话呼叫

到达率为９３％;各C３局及大通长途来话接

通率(果洛、玉树为４８％,其他局为５１％;本

地网内最低县局接通率为５０％;长途网管

话务数据接收率为９６％;电路开通及时率

为９５％和电路调度单反馈率为１００％;因特

网忙时拨号中继接通率为９５％;分组来呼

叫接通率为９５％;DDN 用户故障修复及时

率为９５％;DDN 骨干网中继电路合格率为

８５％;DDN节点设备全阻为３０分钟.

(三)２００２年通信质量主要指标

１．光缆线路

光纤可用率(一级为 ９９９％、二级为

９９０％);直埋光缆全阻次数为０１８次/百

公里,架空光缆全阻次数为０３次/百公里;

１２~３６芯光缆抢修恢复时间为８小时以

内,１２芯以下为６小时以内.

２．网络维护

来及来转电路群接通率为５１％;网络

接通率西宁为９７％、各 C３局为９６％;省际

去话呼叫到达率为９４％;C３局长途来话接

通率果洛、玉树为５０％,其他局为５３％;本

地网内最低县局接通率西宁为９５％、各 C３
局为 ９３％;长途网管话 务 数 据 接 收 率 为

９７％;电路开通及时率为９６％和电路调度

单反馈率为１００％.

３．数据指标

因特网忙时拨号中继接通率(９５％);分

组来呼叫接通率(９５％);分组 DDN 用户故

障修复及时率(８小时);DDN 骨干网中继

电路合格率(８５％);DDN 节点设备全阻(３０
分钟).

(四)２００３年通信质量主要指标

网络资源管控达标率(以集团考核为准);

XDSL端口实装率(５０％);本地交换实装率

(７５％);端到端电路开通及时率(９９９％);端到

端电路故障处理响应及时率(１００％).

(五)２００４年通信质量主要指标

大客 户 端 到 端 电 路 开 通 及 时 率 (＞

９０％);大客户端到端障碍故障处理及时率

(＞９５％);大客户端到端电路障碍故障申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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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５％);网络资源达标率(以集团检查考

核为准);本地固定交换设备实装率(７５％);

宽带接入能力预算完成率(１００％).

(六)２００５年通信质量主要指标

本地固定交换设备实装率(７６％),计费

及时率(２６日收费),计费准确率(１００％);

需 求 响 应 及 时 率 (应 用 级 ９５％/配 置

级９０％).

四、运行维护

(一)省电信传输局通信网络运行维护

省电信传输局承担省内电信通信光缆、

微波设备、卫星地球站设备维护.２０００年

底主辅分离后,共有职工３８９人.维护通信

设备资产总值约６亿元,占电信公司资产总

值的三分之一.

２００２年,按省电信公司要求,省电信传

输局接收各州(地、市)分公司市话管道、农

村通信光缆,成为电信公司通信管道、光缆,

微波,卫星地球站全业务维护单位.

１．维护组织机构

省电信传输局设办公室、运行维护部、

工程管理部、人事教育部、财务科、安全保卫

部、审计科等管理科室;长途光缆维护单位

有西宁线务站(辖西宁、海晏、门源、贵德线

务段)、海东线务站(辖平安、循化、黄南线务

段)、海南线务站(辖线务一段、二段,玛多线

务段)、玉树线务站(辖线务一段、二段)、果

洛线务站(辖大武、达日、班玛线务段)、海西

线务站(辖德令哈、柴旦、冷湖线务段)、格尔

木线务站(辖都兰,格尔木一段、二段,茫崖

线务段);微波维护单位有西宁、南山、互助、

民和、海南、乌兰、德令哈、格尔木微波站;卫

星维护单位有西宁卫星地球站.

２．通 信 光 缆、微 波、卫 星 地 球 站 维 护

方式

(１)长途通信光缆实行集中维护,各线

务站、段组织线务员负责路面巡回检查、预

检预修.按维护规程要求,西宁及东部农业

区线务员每年出工天数不少于２３４天,海

南、海北、黄南等地区不少于１８０天,玉树、

果洛及海西西部地区不少于１５０天.各线

务站安排作业计划,组织维护工作,在巡回

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做好工作日

志,重大问题逐级报告.运行维护部组织实

施长途光缆改道、割接事务,必要时组织省

内各站线务员统一进行.光缆发生障碍,相

关线务段、站线务员应立即出动、尽快抢修,

减少障碍历时.一级干线光缆发生障碍,传

输局相关领导、科室到场督察.运行维护部

每年将各次障碍发生的原因、组织抢修过程

及情况分析报告编制成册印发给站、段,该

报告在年度工作会议上作为会议内容之一

综合分析讲评,以提高各级管理干部、线务

员的抢修现场组织能力.

(２)各微波站按计划完成机务值守、设

备维护;西宁至格尔木各微波站除承担机务

值守、设备维护外,还要定期组织机务人员

到所辖无人站巡回检查.

(３)西宁卫星地球站按作业计划组织机

务人员完成机务值守、设备维护任务.

３．维护管理

(１)维护费用定额管理

省电信传输局在多年维护资料统计分

析基础上,制定全省统一的光缆维护费用定

额标准,各线务站根据自己维护的通信管

道、通信光缆长度计算本年维护费用,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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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维护工作.２００４年,省电信传输局将

定额管理办法提交中国电信集团运行维护

部作技术交流.

(２)维护质量检查与考核

省电信传输局维护质量检查考核是以

维护规程质量指标为依据,每年１０月份组

织维护质量检查考评小组到各站、段维护现

场随机抽查、打分、汇总,考评结果成为各线

务段、线务站维护质量总得分;传输局根据

各站、段得分进行综合考评核定该单位本年

度膳补费包干数额,各站、段再根据线务员

出勤、工作质量等因素将费用核发给个人.

(３)技术培训与光缆接续比赛

省电信传输局重视线务员技术培训,

２００２年５月,组织技术人员做光缆接头训

练,规范操作流程、规定光纤接续规格尺寸,

并拍摄光缆接续电视教学片发到各线务站,

供线务员学习.组织各线务站到西宁参加

光缆接续、带电路光纤接续等竞赛,通过竞

赛提高线务员操作技能.同时,积极组织、

参与西北五省(区)传输局线务员技能操作

比赛.

省电信传输局还组织移动通信技术、计

算机基础操作等各类培训班,促进职工爱岗

敬业,提高技术水平与操作技能,增强企业

凝聚力.

４．维护技术改造情况

(１)“兰西拉”无人机房的蓄电池保温

“兰西拉”光缆在格尔木南设纳赤台、五

道梁、沱沱河、唐古拉山４个无人机务站,地

处高寒地区,机房内部温度常年在零度以

下,各无人站太阳能电池对蓄电池充电维持

通信设备用电.蓄电池正常工作温度为

２５℃,长期在低温下运行,严重降低蓄电池

容量及缩短使用寿命.２００１年５月,省电

信传输局采用将蓄电池外包裹保温材料,内

部空间用远红外加热板自动控制加温,维持

蓄电池正常工作温度,增加了蓄电池容量、

延长了蓄电池使用寿命.

(２)配置液压顶管机、浴霸及鸭绒账房

２００１年,青海交通部门公路建设,造成

兰西、“兰西拉”光缆多处路由改道,工程管

理部经过市场调查,购置小型液压顶管机,

解决光缆施工穿越铁路、公路路基的难题.

在检查割接现场时发现,所使用的单、棉帐

房内没有取暖器,内部温度过低不利光纤接

续质量.工程管理部购买浴霸作为照明、取

暖器具,配置到各站、段,保证光缆割接环境

温度,提高光纤接续质量.２００２年５月,传

输局设计制作了３０顶半球型鸭绒帐房,分

发各线务段光缆抢修时使用,显著改善冬季

作业环境.

(３)购置小型挖掘机,光缆挖沟实现机

械化作业

１９９９年前,长途光缆挖沟均为人工操

作,效率极低.２００１年,省电信传输局技协

精科公司承担共和至兴海光缆上改下工程,

购买５５型小型挖掘机,为控制挖掘宽度,将

原配挖斗改为３５０毫米窄斗,提高了工作效

率.一台５５型挖掘机２４小时轮班施工,可

挖４００ 毫米宽、１１ 米深的光缆沟约 ６００
米,较人工挖掘效率提高几十倍.

５．多种经营

２０００年８月,省电信公司召开深化企

业改革、推行多元化经营动员大会,要求各

公司正确处理配套改革与多元经营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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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各单位因地制宜,对多经企业资产清

理,规范经营三产,省电信传输局西宁线务

站为试点单位之一.

２００１年３月,省电信传输局成立精科

公司,系职工技协组织,承担省电信传输局

通信线路大修、改造等任务.５月,精科公

司承担倒淌河至共和、共和至兴海光缆上改

下工程.６月１９日,省总工会技协领导小

组到传输局检查企业第三产业经营情况,精

科公司依据职工技协开展经营活动得到好

评.随后几年,精科公司增添挖掘机、卡车、

面包车等生产工具,陆续承担多项通信线路

大修、改造及其他工程,按中国电信集团自

营工程计费办法计算,总额达到２０００多万

元,所得利润除用于传输局工会给本局困难

职工提供帮助外,还给每个职工每月发放千

元补贴.

省电信传输局技协为海南线务站双和

宾馆、格尔木线务站格林宾馆各提供１０万

元启动资金,这２个宾馆除为本局员工提供

住宿外,向社会开放,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

服务.

２００１年,微波电路接近停用,省电信传

输局在南山微波站院内架设凉棚,开设茶

园,员工自筹资金、自主经营,为稳定微波职

工队伍做出贡献.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省电信传输局工会受到

省总工会技协领导小组表彰.

６．属 地 化 改 革 后 省 电 信 有 限 公 司 传

输局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８日,省电信公司对长

途传输维护体制进行改革,实行维护属地化

管理.属地化改革后省电信有限公司传输

局设综合管理部、维护管理部;维护单位有

西宁光缆维护中心和西宁管缆维护中心.

各线务站、段归属各州(地、市)分公司管理,

其技术管理,管理报表及统计资料仍上报省

电信传输局,由省电信传输局汇总统一上报

集团公司.

(二)各州(地、市)分公司的本地网维护

１．本地网的维护体制

本地网是以州(地、市)分公司为中心,

延伸到城区各处、各县、各乡镇及农村的通

信网络.各网络管理中心对本地网交换设

备、电源动力环境、接入网、电信传输、NO７
信令、计费联机采集和账务处理系统实行集

中监控和管理,实现维护现场少人(综合维

护)或无人值守.各州(地、市)分公司本地

网网络维护中心是本地网网管、监控和维护

的执行部门,在业务上受省公司运行维护部

领导,网络维护中心负责通信网络和设备的

管理,对州(地、市)、县到乡镇的交换、传输、

电源、空调、接入网、多媒体、计算机等所有

设备实行集中监控、集中维护和集中管理.

监控室对网内交换、传输和电源等设备

的运行实行２４小时监控,值守人员发现或

被报知设备和网络障碍后,要尽快对故障的

性质、类别和段落做出判断和确认,并立即

对相关专业人员发送故障派修单,遇到重大

障碍应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当故障

处理完毕后,监控室根据各部门的故障处理

回单对故障进行消除确认和历时统计,并做

出销障处理、记录和存档.

２．本地网综合化集中维护的进程

２００３年,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本地网

综合化集中维护工作实施指导意见»,制定

３５２

下编　第四章　电信运行维护



在电信公司本地网综合集中维护方案,对各

州(地、市)分公司人员培训和调整,至年底,

各本 地 网 交 换、传 输、动 力、无 线 市 话、

ADSL、同步网等各专业监控集中到一个平

台,实行五类、十项故障一点受理、闭环管

理.２００４年,集团公司对青海电信综合化

集中维护进行认证、验收,西宁市、海东地

区、海南州、海西州、海北州、玉树州和格尔

木市分公司通过集团公司 AA 级认证,黄

南、果洛州分公司通过 A级认证.

(１)综合化集中维护各岗位职责

网络监控中心(监控岗)为网络运行维

护第一责任人,负责实时监控本地网运行情

况,及时发现故障并组织处理.统一受理前

端部门及其他渠道申告的故障,负责故障的

闭环管理;完成各种业务数据操作,负责网

络优化组织工作,制定网络紧急调度方案、

假日网络话务疏通预案并组织实施;汇总全

网设备使用情况,适时提出网络增扩容建

议;在紧急情况下负责牵头调整网络、恢复

业务.

维护中心(维护岗)负责本地网所有设

备维护和障碍查修、例行检测,负责技术改

造和网络质量提升工作;负责对县局维护人

员技术指导;负责网络割接及其他配合工作

与备品备件管理.

县电信局维护部在本地网管中心(维护

中心)的指导下完成本区域设备查修工作,

完成 MDF、DDF、ODF的跳线工作,对电话

用户一般障碍进行测试和查修.

(２)本地网维护的通信设备种类

传输设备(载波机、微波机、光终端机、

光中继器、复用设备、交叉连接设备、基群复

用设备、无线传输设备、光纤分配架、数字配

线架、音频配线架、监控设备等),交换设备,

电源设备(主要包括交流高、低压变配电设

备,直流配电设备,交流稳压器,整流器,

UPS,DCＧDC 逆 变 器,蓄 电 池,发 电 机

组)等.

(３)本地网维护人员职责及维护要求

维护人员实行包机制度,制定作业计

划,定期对设备进行测试、维修和清洁,所有

的通信设备都要经常保持机械性能良好,接

地电阻要符合标准要求,部件齐全,设备整

洁,电气特性符合技术标准要求、运行稳定

可靠;技术资料和原始记录齐全、图纸与设

备相符,建立设备运行档案、卡片和机历簿;

专设资产管理人员,对设备和备品备件进行

管理;设备安装、调测时要设随工人员,协调

施工,与施工方签订安全协议;设备开通或

割接 时,制 定 周 密 的 割 接 方 案 和 应 急 措

施等.

(４)关于备品备件管理的说明

电信公司备品备件中心设在西宁分公

司,负责全省一、二级干线备品备件储存和

管理,本地网备品备件中心设在各州(地、

市)分公司网络运行维护部;备品备件遵循

“统一管理、分级存放、全网共享、集中调配”

的原则.每年５月、１０月进行备品备件盘

点,并将盘点结果及清单上报;电信公司运

行维护部汇总后以文件形式下发备品备件

目录详单,使备品备件管理做到资源共享、

信息规范.

３．青海电信对通信网络维护进行的优

化工作

(１)IP网络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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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运行维护部安排IP 网络优

化,对网络传输流量瓶颈部分增加带宽,新

增高性能交换设备,调整网络结构,并升级

运行管理系统软件.

(２)无线市话“小灵通”网络优化

２００２年,“小灵通”网络存在信号覆盖

不均匀、时断时续问题,西宁市分公司对“小

灵通”网络覆盖区域进行路测,结合采集的

信号数据,重新划分呼叫区、调整基站、调测

ANU和CS参数,将近９００个基站版本升

级和 扩 频,“小 灵 通”网 络 质 量 得 到 明 显

改善.

２００４年,电信公司开展为期半年的“小

灵通”网络优化质量提升竞赛活动,对原有

IGW 平台扩容改造,增配１T７C 基站１７０
个,新增容量２１１万线(总容量达２９３２万

线).提升忙时来话接通率、忙时无线来话

渗透率等各项指标.

(３)智能网网络优化

２００４年,电信公司智能网平台进行网

络优化,将智能网ISMP＋２SCDU网络结构

调整 为 ISMP(SUN)＋ (ISCU＋ISDU)

(HP)＋(SCU＋SDC)(SUP)的网络结构.

(４)传输网网络优化

２００１年起,电信公司已建成多个光传

输自愈环,以３２波×２５GDWDM＋SDH
传输系统作为传输平台,采用SDH２５G分

插复用设备组成２纤或４纤自愈环.２００３
年,电信公司采用３２×２５GDWDM 技术

及４０×１０G DWDM 技术,使电信公司州

(地、市)与县间新增１０G传输通道.

(５)交换网网络优化

电信公司对现有交换机应用软件进行

版本升级;对新建住宅小区进行模块局、网

点建设,使本地网网络结构合理、通信流量

分布均匀.

２００５年,电信公司市话程控交换机容

量１２５５６５３门,各级市话交换局２９９个,接

入网点１８５个.

(三)省电信实业公司的代维

２００１年７月,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运行维护改革座谈会指导意见,电信公司推

进多元化经营工作,将各州(地、市)分公司

市内电话线路、用户通信设备等末梢业务交

给省电信实业公司代维.电信公司与实业

公司签订«青海省通信线路设备代维协议»

«青海省通信线路设备代维管理办法».

双方协议,实业公司代维市内电话用户

线缆(各类电缆和明线)及用户引入线;各类

交接、分线设备;市话充气设备、充气检测系

统、交接箱监控系统等;本地网各类公用电

话、IC卡电话;本地网杆路及附件;用户终

端设备;线路复用设备、无线接入用户端设

备、集线器等.

电信公司代维质量标准以«本地网线路

维护规程»及相关规定为准,考核指标如下:

用户线路申告障碍率≤２％;百门用户线路

申告障碍率≤５００分钟/百户;主杆电缆线

对完好率≥９０％;配线电缆线对完好率≥

９０％;交换设备完好率≥９０％;用户引入线

完好率≥９０％;杆路及附属设备完好率≥

９０％;公用电话及IC卡电话完好率≥９５％;

坏线对修复率≥８５％.

实业公司代维１年后,不断暴露出各种

问题.２００３年８月,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建

设４个渠道要求,电信公司决定将实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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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维,装、拆、移机人员收回电信公司管理,

实业公司设在各州(地、市)分公司的维护公

司相应撤销.

第二节　联通公司运行维护

　　一、运行维护体制

联通公司成立初期未设移动通信、传输

设备及光缆线路运行维护管理机构,由建设

部门兼管运行维护.

２０００年９月,联通公司成立基础网络

部,负责通信网络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工

作.２００１年,基础网络部改称基础网络设

施部.２００２年６月,联通公司基础网络设

施部设运行维护中心,负责移动通信设备、

通信网络传输设备、光缆线路、无线基站、电

源设备专业维护管理.

２０００年起,联通公司陆续成立格尔木、

海东、西宁、海西、海南、海北、黄南分公司,

各分公司网络建设部负责管理辖区内通信、

传输设备与光缆线路维护管理.

２００１年７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明确

各专业部门传输线路维护界面的通知»,规

定各配线架(DDF、ODF、MDF)内为各专业

部门维护,配线架及通信线缆为基础网络部

维护.

２００２年５月,联通公司印发«设备维护

界面划分暂行办法»,将联通通信设备、线路

的维护作如下划分:格尔木、海西地区通信

设备由格尔木分公司负责维护,其余地区通

信设备由省公司各相关专业部门负责维护,

各州(地、市)分公司、营业部配合省公司相

关部门及格尔木分公司维护人员巡检工作.

７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加强网络安全运

行管理保证网络运行质量的紧急通知»,要

求各部门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观念,高度重

视、集中精力抓好通信安全生产,采取有力

措施预防各类重大事故发生.

２００３年５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逐步

落实维护本地化工作的通知»,陆续将各州

(地、市)分公司及营业部辖区内通信设备、

线路等维护移交本地管理.

２００４年６月,联通公司实行移动通信

设备、网络传输设备、光缆线路、无线基站、

通信电源的属地化管理.对各州(地、市)分

公司划界做出规定,对通信管理及通信线

路、基站代维等相关事务做出安排.

(一)各州(地、市)分公司维护管理划界

西宁和海东的划界:西宁东以公交驾校

基站为界(公交驾校基站归西宁维护);西宁

北(大通方向)以朔北基站为界(朔北基站归

西宁维护);西宁东北(互助方向)以张氏集

团基站为界(张氏集团基站归西宁维护).

西宁与海南的划界:西宁南(湟中方向)以鄯

马台基站为界(鄯马台基站归西宁维护);西

宁西(湟源方向)以日月山基站为界(日月山

基站归西宁维护).西宁与海北的划界:西

宁北(大通方向)以大通牛场光缆分支为界

(大通牛场基站归西宁维护);西宁西(湟源

方向)以湟源大华基站为界(湟源大华基站

归西宁维护).海东与黄南的划界:海东南

(循化方向)以文都基站为界(文都基站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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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维护);海东南(化隆方向)以康阳基站为

界(康阳基站归海东维护).

(二)通信管理及通信线路、基站代维等

相关事务安排

省公司基础网络部负责代维单位入围

考核和招标,并负责对代维单位管理、考核;

各分公司、营业部按省公司统谈价格与代维

单位签订代维合同;基础网络部负责联通

一、二级干线维护、管理;运行维护中心负责

一、二级干线中继站日常维护及应急发电,

负责辖区内各基站传输、动力等维护、管理;

代维单位负责辖区内通信线路维护管理及

线路的迁改、修理.各分公司、营业部协助

各相关部门、单位、人员对各辖区通信设备、

线路、基站维护并监督检查.维护使用常备

工具由各州(地、市)分公司、营业部自行采

购,维护用仪表、材料由省公司基础网络部

按标准调拨.自２００２年６月起,每月３日

前上报当月维护作业计划和上月维护作业

情况.省分公司每半年对各分公司、营业部

维护工作进行考核.

２００４年９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贯彻

落实中国联通运行维护基本管理制度、维护

规程、质量指标的通知»,落实运行维护基本

管理制度、维护规程和质量指标的执行情

况,促进维护水平和网络质量再上新台阶.

２００５年６月,联通公司成立网络运行

维护决策委员会,郭春明为主任;网络运行

维护决策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归属运

行监督与互联互通部;办公室主任为郭春

明,成员由运行监督与互联互通部、移动部、

基础网络部、数据部、综合市场与信息系统

部、客服与呼叫中心业务部每专业指定一

人.１０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做好G、C网

基站实时监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 G、C
网基站实时监控及运行维护工作.规定,

０８:００~１８:００由西宁分公司负责G、C网西

宁业务区各基站实时监控;１８:００至次日

０８:００暂由省分公司移动业务部网管中心

负责监控;西宁分公司负责各基站故障的抢

修及与基站网络部的协调工作.G 网基站

从１０月２６日开始、C网基站从１１月１日

开始执行实时监控.

二、维护管理制度

２００１年８月,联通公司印发«通信机房

出入管理制度»,９月,印发«中国联通青海

分公司机房值班制度»«中国联通青海分公

司通信故障申报制度»«中国联通青海分公

司基站安全管理制度».

２００２年７月,联通公司印发«中国联通

青海分公司机房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机

房值班与交接班制度、技术档案资料管理制

度、仪表工具管理制度、机房日常管理制度、

安全与保密制度等８项管理制度.并制定

了统计、报告、监督、奖惩等细则.１０月,下

发«关于加强网络安全运行管理严格执行通

信障碍报告制度的通知»,规定发生通信障

碍,应严格按通信故障申报制度,及时通知

通信值班室,并按时向运行监督与互联互通

部提交事故障碍处理单.各专业部要制定、

完善通信故障处理应急预案,理顺故障处理

流程,明确故障处理分工界面和职责.在日

常维护工作中做好设备巡检、测试,确保网

络正常运行.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联通公司转发«中国联

通光缆干线外力施工现场管理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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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际干线、省内干线及本地网线路管理中

执行.

(一)线路巡回制度

各维护单位将线路巡回落到实处.车

巡每周不少于２次,徒步巡视每月不少于２
次,公路沿线巡回每月不少于３次,特殊情

况可能产生障碍隐患,应立即巡检.巡线员

将发现的线路隐患及外力施工等影响以巡

线记录形式报代维单位主管部门,代维单位

汇总后报联通公司;重大情况应立即报告联

通分公司,代维单位和联通分公司维护管理

人员到现场确定防障措施.包线员发现外

力施工,应增加巡回次数、保证每天至少巡

回一次,并采取必要的防护、宣传措施.没

有发现或发现外力施工而未采取措施造成

线路障碍,认定为责任性障碍.

(二)外力施工现场宣传制度

对现场各施工单位进行护线宣传,现场

应有醒目的宣传标语(横幅或警示牌等)和

联系电话,维护人员要与现场施工单位签订

安全协议.

(三)外力施工现场标识管理

包线员对外力施工影响地段进行路由

探测,在路由正上方采用加密标石(或高杆

桩)、插红旗、插宣传版等形式显示路由,路

由两侧５米处用白灰洒上警戒线,线内严禁

机械施工.线内施工须经维护单位同意并

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人工方式操作.

(四)“三沟通”及“三盯”管理制度

代维单位实行“三沟通”(联通分公司、政

府部门、施工队沟通).宣传措施及线路预警

措施到位后,仍不能保障线路安全的,必须安

排人员在现场“三盯”(盯紧、盯死、盯到底).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联通公司印发«中国联

通公司通信机房安全标准(试行)»,对机房

土建、室内环境、供配电系统、设备安装及线

缆布放、消防、安全防护等做出要求.

三、维护考核办法

２００５年４月,联通公司印发«２００５年各

州(地、市)分公司、营业部运行维护考核办

法».省公司对各州(地、市)分公司、营业部

进行运行维护考核,是绩效考核组成部分,

考核结果除用于对各州(地、市)分公司、营

业部季度考核外,还成为对各级领导班子年

度业务考评的参考依据.考核采用百分制

计分,省公司移动事业部、基础网络部、数据

部每季度依据本专业指标对州(地、市)分公

司、营业部进行考核评分,由运行监督部审

核,加权汇总后报人力资源部.计算公式如

下:西宁市分公司:考核得分＝移动专业考

核得分×５０％＋基础网络专业考核得分×

５０％;格尔木、海西、海东、海南、海北、黄南、

果洛、玉树分公司:考核得分＝移动专业考

核得分×４０％＋基础网络专业考核得分×

４０％＋数据专业考核得分×２０％.

移动专业考核包括管理、网络运行质量

两部分,具体内容见下表(此项海东、格尔木

分公司占总分的５０％,其他分公司、营业部

占总分的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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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青海省分公司移动专业考核指标
表４Ｇ２Ｇ１

考核项目 满分 标准

故障管理 １０分
１．«中国联通移动通信网运行维护规程(第一版)»

２．总部及省分公司相关文件

网络运行调度(包括分公司进行的网元入网、
割接等调整及总部组织的网络调整) １０分

１．«中国联通移动通信网运行维护规程(第一版)»

２．总部及省分公司相关文件

软件及补丁管理 １０分
１．«中国联通移动通信网运行维护规程(第一版)»

２．总部及省分公司相关文件

移动部要求的报表及月分析报告上报情况和

故障统计报表
２０分

１．按时上报,内容完整

２．各质量指标分析全面、仔细有深度

３．话务报表数据真实、准确

４．报表格式符合要求

移动部下发文件的执行情况 ２０分 移动部下发的涉及运行维护文件

日常巡检及故障维修及时情况 ３０分
１．«中国联通移动通信网运行维护规程(第一版)»

２．总部及省分公司相关文件

　　G网运行质量考核标准(只考格尔木

分公司,占２５％):来话接通率５２％,交换

系统接通率８４％,无线系统接通率９８％,

话务掉话比８０％,坏小区比例５％.

C网运行质量考核标准(只考核海东、

格尔 木 分 公 司,海 东 分 公 司 占 总 分 的

５０％、格尔木分公司占总分的２５％):来话

接通率５４％,交换系统接通率８８％,寻呼

成功率８６％,呼叫建立成功率９６％,话务

掉话比１００％,坏小区比例２％.

基础网络专业考核:

(１)运行维护质量考核指标:线路故障

次数 D１≤００２次/百公里月;电路月阻断

率 D２≤１分钟/月;局用电源或 UPS阻断

D４＝０;光缆线路故障正式修复时长T１≤２４
小时(含路途时间);光缆线路故障抢、代通

时间(包括架空、管道和地埋,不含海缆和水

线)T２≤６小时(含路途时间);局内单次设

备故障修复时长 T３≤３０分钟;无人值守中

继站(基站)故障修复时长 T４＜４５小时;

局用电源或 UPS阻断修复时长 T５≤３０分

钟;基站掉电率:宏基站≤１％;微基站≤２％
(基站掉电率＝基站设备因失电停止工作次

数/基站 总 数);基 站 空 调 故 障 处 理 ＜１２
小时.

(２)日常维护管理:省分公司要求的报

表漏报数＜０(月报表在每月５日前呈报,其

他报表按要求填报);基站(中继站)巡检次

数每月不少于１次;代维管理:每月召开一

次联代会议,分析代维质量,对代维作业计

划检查每月一次;每月召开一次网络运行质

量分析例会;根据省分公司要求制定作业计

划,按计划实施维护作业工作.

数据专业考核指标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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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青海省分公司数据专业考核指标
表４Ｇ２Ｇ２

本
地
化
运
行
维
护

IP电话二次拨号(１７９１０)忙时接入成功率 ＞９５％

IP电话(１７９１１)忙时去话应答率 ＞４５％

IP电话(１７９１１、１７９１０)忙时来话应答率 ＞５２％

１６５拨号接入服务器忙时接通率 ＞９０％

１６５拨号接入认证成功率 ＞９５％

１６５拨号本地认证时长 ≤５秒

前置交换机阻断 ０次/月

VOIP网关阻断 ＜１次/季

ATM 交换机阻断 ＜１次/季

接入网骨干设备阻断 ＜１次/季

前置交换机阻断修复时长 ＜６０分钟

　　２００５年８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２００５年下半年运行维护考核办法».

省公司移动通信业务部、基础网络设施

部、数据通信业务部、综合市场与信息系统

部、客服与增值业务部从网络运行维护指

标、障碍指标、地市分公司满意度、用户满意

度、运行维护管理五方面考核各州(地、市)

分公司及营业部当月网络运行维护工作.

各部门单项考核权重比例见下表.

联通青海省分公司考核指标中各部门单项考核权重
表４Ｇ２Ｇ３

考核项目
考核权重

移动部 数据部 基础网络部 综合市场与信息系统部 客服与增值业务部

网络运行指标 ４０分 ４０分 ４０分 ４０分 ４０分

网络障碍指标 ３０分 ３０分 ３０分 ３０分 ４０分

地市分公司满意度 ２０分 ２０分 ２０分 ２０分 ０分

用户满意度 １０分 １０分 １０分 １０分 ２０分

运行维护日常管理 综合管理性考核,根据考核标准直接从总分中核减相应分数

注:１．网络运行指标,考核指数低于标准则按规定扣分,直至该项基准分扣完为止;当考核指数高于标准则加分,最大得分
可为基准分的两倍.

２．网络障碍指标:障碍抢修历时逾限,按规定时长１０％扣一分的标准累计扣分.
３．地市分公司满意度:考核公司各专业部门对地(市)技术支撑及障碍抢修及时性、有效性评分,由地(市)分公司评分.
４．用户满意度(据用户投诉情况分析):因维护质量造成用户投诉,同一原因引发投诉小于３次每次扣１分,大于３次小

于１０次扣２分,大于１０次小于２０次扣３分,大于２０次扣５分.
５．运行维护日常管理:检查运维制度执行情况,有违反制度的视情扣１~３分;检查运维表抽填写情况,有错误的视情扣

１~３分;运行维护报表迟报、错报每次扣３分,瞒报每次扣５分;因工作失误造成维护车辆无效行驶,综合部投诉一
次扣５分;地市分公司负责维护系统(设备)发生严重以上通信故障,严重障碍每次扣３分,重大障碍每次扣４分,通
信事故每次扣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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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联通公司印发«青海联

通光缆线路代维质量考核管理办法»,采用

百分制办法按月对光缆线路代维单位代维

管理状况与障碍情况进行考核.

一、二级干线由省分公司基础网络部检

查考核,本地网线路由各州(地、市)分公司

检查考核;线路代维检查频度每月不少于一

次、抽查比例不少于５％,线路代维检查由

各分公司与代维单位共同进行,车辆由代维

单位提供,检查时间为每月中旬第一周.

半年考核:代维单位在７月５日前将上

半年工作总结报州(地、市)分公司(抄报省

公司基础网络部).省公司基础网络部会同

各分公司主管部门做出评估,计算半年得

分,据此作为支付代维费用依据(上半年代

维费 可 先 结 付 ４５％,下 半 年 结 付 剩 余

５５％).代维单位得分低于８５分,给予警

告,并按应支付款的５０％支付代维费;得分

８５~９５分,按８５％支付代维费;高于９５分,

全额支付代维费.

年度考核:代维单位在次年１月５日前

将全年工作总结报各州(地、市)分公司(抄

报省公司基础网络部).省公司基础网络部

会同各分公司主管部门对代维单位评分(光

纤完好率为９５％,每降低１％,扣１分;光缆

障碍指标０３次/年百公里,每超一次扣全

年平均得分１分;２M 电路月阻断率１分钟/

月,每超０１分钟扣１分).得分低于８５
分,解除下年合同,并按维护费用总额的

５０％支付代维费;得分８５~９５分,按维护费

用的８５％支付代维费;得分高于９５分,全

额支付代维费.

四、通信网络安全情况

至２００５年４月,联通公司累计发生各

类通信设施被盗案件２３起,直接经济损失

约１１４万元.其中被盗器材有太阳能电池、

空调、铁塔材料、变压器、电源线、光缆、一体

化基站、蓄电池等.２００５年１~４月连续发

生１５起通信设施被盗案件.案件高发地区

在西宁及郊县、大通、湟中、湟源.

第三节　移动公司运行维护

　　一、运行维护体制

移动公司成立初期未设运行维护部门,

运行维护管理由网络发展部兼管.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移动公司设网络部,集

中维护全省设备(西门子设备),各州(地、

市)分公司维护当地(中兴公司)通信设备,

GSM 通信设备由移动公司安排人员维护,

通信线路、基站等配套设备聘请社会维护公

司代维.

２００１年６月,移动公司实行移动网络

全省集中维护,省、州(地、市)分级管理体

制,成立通信备品备件中心.在通信网络管

理与机房环境监控系统建成后,省公司成立

网络管理中心、运行维护中心,调整网络部

的管理职能.

２００２年６月,移动公司推进移动通信

网络维护体制改革,将省内无线通信设备,

通信传输光缆、传输设备,移动基站等各类

通信设施向集中监控、集中维护、集中管理

转变.通信网络维护分为网络管理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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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层、现场作业层,其职责分别由网管中

心、运维中心、各州(地、市)分公司及代维单

位承担,实现集中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维

护体制.

省级网管中心通过 GSM 全国网管系

统,数据 CMNET 网管监控系统,传输、同

步网监控系统及机房环境监控系统对省内

GSM 移动通信网络集中监控.

省公司运行维护中心除承担所辖通信

设备维护管理外,还负责西宁、海东、黄南通

信设备监控、应急抢修、网络优化和技术支

援;格尔木维护中心除承担所辖通信设备维

护管理外,还负责格尔木、海西通信设备监

控、应急抢修、网络优化和技术支援;海南州

维护中心除承担所辖通信设备维护管理外,

还负责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通信设备监

控、应急抢修、网络优化和技术支援.

各州(地、市)分公司配备１~２人负责

线路、基站及电源的维护.

二、运行维护管理

１９９９年９月,移动公司组织人员核对

各种通信设备及资源属性,清查租用的传输

电路数量和使用状况,建立、完善传输资料

数据库.根据发展计划,做好传输电路需求

预测,签订«传输电路及同步端口租用协

议»,衔接无线电频率管理有关工作.

２０００年,移动公司扩容西宁地区通信

设备,解决话务拥塞现象,对部分商场进行

通信网络调整、改造,解决信号弱、掉话问

题;对格尔木无线网络扩容并解决州(地、

市)、县基站掉话问题.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安排移动通信网络

整治.省公司网络部、运行维护中心按交

换、基站、传输、动力４个专业进行检测,从

越区切换、电源指令、话务流量、局数据等方

面寻找故障现象;发现信号盲区,重复调整

天线解决问题;调整互联互通通道,保证移

动网与其他电信网通信畅通.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实现局数据集中制

作,加大网络质量指标考核力度,做好网络

优化;与电信公司固定通信网进行大量的路

由调整,实现收端入网;与铁通公司在海东、

海西实现互联互通.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完善通信网络质量

考核体系,实现考核由结果考核向过程考核

的转变;各级维护部门加强与客户服务中心

沟通,通过实地监测,解决写字楼、宾馆、名

胜风景区移动通信信号覆盖问题;通过话务

量测试,对通信网络拥塞小区和超闲小区进

行调整,提高设备利用率.

２００４年,移动公司实施精细化维护管

理,制定线路代维管理办法,实现通信基站

属地化维护管理.

２００５年,省公司运行维护中心制定移

动网络系统运行维护综合评比办法,改进、

完善维护管理工作.

三、运行维护制度、流程

(一)维护管理制度

１．值班制度

中心机房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值班人

员对所有设备(含电源、空调等基础设施)进

行实时监控和维护,按计划巡视设备运行状

况、告警显示和打印记录,发现异常情况及

时处理;无法独立解决的故障,及时通知相

关人员协助处理,重大障碍立即上报;严格

遵守通信纪律、安全保密制度和各项规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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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认真填写值班日志及记录;保持机房整

洁、安全;按规定交接班,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机房,禁止未经批准将机房设备带出机房;

两人以上值班,指定一人负责;未经上岗考

核合格人员,不得单独值班工作和独立操

作;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能擅离职守.

２．维护作业制度

根据年度维护作业计划,制订月维护作

业计划,经上级部门核准后实施;维护作业

计划确定后,应严格执行、认真检查;维护人

员对未完成的作业计划或完成欠佳的情况,

及时做好总结、补救,保证作业计划的完善

执行.

３．请示报告制度

各网管中心、业务中心在运行维护过程

中,出现网络运行异常、大量异常话单、计费

处理严重延误、账务子系统出错、客服系统

造成业务中断、机房安全隐患等状况,及时

向主管部门报告;准确描述问题发生现象、

所产生的原因及处理意见等;报告一般应逐

级进行,若遇紧急情况,可越级汇报,但事后

必须向主管部门报告;报告过程在值班记录

中明确记载,问题处理完毕后补写报告,准

确记录事件发生现象、报告情况、分析原因、

处理方法、最终结果等全过程.

４．建立月报制度

各维护单位将当月网络设备运行情况、

质量情况、差错事故、维护计划完成情况等

上报管理部门.

(二)维护规范

１．机房管理规范

包括机房内通信设备、电缆走线、电源

接地线、环境温湿度、清洁度(含防虫、防火、

防潮)、电磁波等检查规范;机房要建立防尘

缓冲带,备工作鞋,做到进门换鞋;地面清

洁、设备无尘,仪表、工具到位,资料齐全.

２．系统安全管理

应用系统设置访问控制,数据库建立较

高级别访问模式;禁止其他系统接入生产系

统;重要数据删除或更改,由系统管理员报经

上级管理人员批准后执行;系统维护重要数

据应作备份并清理系统内过期或无效数据;

软件开发员严禁使用生产系统进行测试.

３．账号、密码管理

移动公司各级权限设置账号及密码,账

号及密码定期变更,账号及密码密封保存在

安全处;各级管理人员应对自用密码保密,

离岗人员由该员上级立即处置账号禁用;系

统管理员定期核查账号变更情况.

４．系统软件安全管理

新购或调入电脑软件,未经安全检查处

理,不得进入在用系统;各系统软件升级前,

先进行测试,确认对在用软件不产生影响,

才能在生产系统上使用;定期使用２种以上

杀毒软件检查在用系统软件,保证在用系统

软件安全.

５．其他

主机管理员负责对各主机管理、文件系

统分配、访问权限配置;数据库管理员负责数

据库管理,表、视图、记录和区域授权;网络管

理员掌握、配置所有路由器、交换机密码.

(三)网络维护质量指标及考核办法

１．通信质量指标

２０００年,通信质量指标:长途来话接通

率５５％,无线信道利用率４２％,话音信道平

均掉话率２％,语音信道拥塞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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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通信质量指标:长途来话接通

率５８５％,无线接通率９８８％,话音信道可

用率９８８％,最坏小区比例１３％.

２００３年,通信质量指标:长途来话接通

率省级５６％、最低５３％,掉话率省级１２％、

最低１７％,短消息成功率省级８９％、最低

８４％,PDP 激 活 成 功 率 省 级 ８９％、最 低

８３％,最差小区比例省级２２％、最低３％.

２００４年,通信质量指标:移动公司长途

来 话 接 通 率 ５８０９％,掉 话 率 (省 级 )

０７５％,短消息接通率９８９９％,PDP激活

成功率９８１３％.

２．质量考核办法

１９９９年,移动公司对数据中心、运行维

护中心、州(地、市)分公司进行质量考核.

考核计分中,数据中心质量占２０％,各

分公司质量占１８％,省公司运行维护中心

质量占６０％.

质量考核内容包含网络管理(含网优建

设管理)、通信质量指标、现场检查、重大事

项考核４部分.网络管理２５分,省公司网

络部依据规定统一评判.考核内容包括传

输电路资源、局数据、软件版本、故障、应急

通信等内容,结合报表、拨打测试、值班情

况、网优工程等情况,进行综合性考评;通信

质量３５分,每月计算(年终以月平均分为全

年得分),以省公司网管数据及各维护单位

月报表数为基础,计算评分;现场检查３０
分,省公司网络部采用抽测、拨测网络质量,

及现场检查规章制度、维护人员、维护费使

用、仪表使用保管等情况综合考核;重大事

项１０分(扣分无上限,直至总分扣减至０),

对隐瞒故障,人为造成通信中断事故,错做、

漏做局数据等重大事项,按集团公司、省公

司通 报 批 评 责 任 事 故,视 情 节 轻 重 适 度

扣分.

２００５年,省公司网络部对网管中心、运

维中心、各分公司、计费中心采取日采集、周

统计、月评分的方法进行考核.新增加分项

(１０分),对工作表现突出的部门予以加分

(如:提出可供全省推广维护经验,制定实施

网络优化、调整方案使网络质量明显提高,

协助网络部修订规章制度、维护细则,承担

大型活动通信保障及应急通信保障任务).

网管中心:网络运行质量占８０％,网络

质量考核由月考核、网络测试和数据测试组

成(月考核占４５％,网络测试占３５％,数据

测试占２０％).月考核又由维护管理、通信

故障和网络指标３部分组成(维护管理占

１０％,通信故障占２０％,网络指标占７０％);

网络测试包括覆盖率、接通率、掉话率、接入

时延、话音质量、短消息接通率等;数据测试

含 GPRS下载速率等,测试数据取平均值.

运维中心:月考核由维护管理和故障处

理两部分组成(维护管理占３０％,故障处理

占７０％).

各州(地、市)分公司:网络质量占绩效

考核１５％.网络质量由月考核、网络测试

和数据测试组成(月考核占４５％,网络测试

占３５％,数据测试占２０％).月考核由维护

管理、通信故障和网络指标三部分组成(维

护管理占２０％,通信故障占５０％,网络指标

占月 ３０％).网络测试包括覆盖率、接通

率、掉话率、接入时延、话音质量、短消息接

通率;数据测试含 GPRS业务下载速率等,

测试数据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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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中心:运行维护占总绩效２０％,运

行维护年度考核成绩为月考核成绩的平均

值.月考核由维护管理、通信故障两部分

组成.

(四)其他

１．备品备件库、仪表配置

东部地区属西门子 G 网设备,华为的

传输设备;西部地区为中兴公司 G网设备,

烽火公司的传输设备.移动公司在西宁、格

尔木、海南州３处设置备品备件库,集中管

理,统筹使用.网管中心、西宁、格尔木、海

南州维护中心,按专业配备仪器仪表.

２．维护车辆

西宁维护中心配备应急抢修车２辆,格

尔木维护中心配备应急抢修车１辆,海南州

维护中心配备应急抢修车２辆.

３．维护方式

由于通信网络各专业监控系统、机房环

境监控系统建成,设备维护由定期巡检向受

控维护过渡.天馈线系统、铁塔、光缆以及

边远基站维护实行代维.

第四节　铁通公司运行维护

　　一、运行维护体制

铁道通信长期以来实行包修包检预防

性计划维修制度,对通信设备进行周期性维

护,强调通信网络设备维护的技术性、安全

性,用技术指标评估与考核通信网络运行

质量.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为适应市场需求、提

高服务质量,提出维护体制改革总体目标:

采取可靠性理论,运用先进、实用技术手段,

优化维护布局,实行合理维修,降低维护成

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精干、高效、快速

响应的运营保障体系和专业技术队伍;实行

统一的运行维护结构、调度指挥系统,实现

网络资源、备品备件集中管理,建立可靠的

技术支持体系,保证通信网络安全运行.

铁通公司网运部设安全调度中心、技术

支持中心、计费中心,将分散的人工作业向

集中管理和自动化过渡,建设长途通信、本

地交换、DDN、ATM 等网管系统.省级网

管负责通信网络的宏观管理、网络观测、电

路调度和网管指挥协调.地(市)公司建立

以本地网网管中心、网管维护终端组成的本

地网网管体系、OMC操作维护中心、维护终

端站分级维护.

各维护部门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流程,

明确各级维护职责,根据管辖范围内通信网

络运维管理现状,建立健全基础管理台账

(包括业务网络结构图、径路图,通信机房通

信网络图、电路资源台账、大客户资料等各

项基础资料),规范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工作

质量;铁通公司每年都组织厂家,开展铁通

交换网、传输网、电源系统、互联网的巡检整

治,提升各类通信网络运行质量.

二、维护管理制度、流程

铁通公司是从铁路专网通信段整建制

划转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期间仍沿用«铁路通

信维护规程»,按照该规程的维护项目、周期

编制并执行通信设备维修工作计划.

２００２年７月,铁道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编制新的通信网络维护规程,下发铁通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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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公司执行.该维护规程按专业包括«本

地网电话交换维护规程»«长途电话交换网

维护规程»«NO７信令网维护规程»«长途

光缆传输网维护规程»«数字同步网维护规

程»«光缆线路维护规程»«数据通信维护规

程»«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维护规程»«卫星通

信维护规程»«微波通信维护规程»和«通信

电源维护规程».１２月,下发«互联网维护

规程»«铁路运输专用通信维护规程(有线通

信)».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先后制定下发机房

值班制度、交接班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外来

人员入室制度、机房安全制度、维护工作纪

律等规章制度,每年编制下发«计划表、维护

记录本»,规范基层单位的设备维护记录,从

而使维护管理逐步规范化.为落实网络维

护质量指标,印发«通信大通道中断考核暂

行办法»«铁通青海分公司服务质量年交换

网质量检查及维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与

«铁通青海分公司服务质量年传输质量检查

考核办法».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召开首届通信网络

运行工作会议,通过«铁通青海分公司网络

运行维护通报制度»«铁通青海分公司关于

开展“客户满意年”有关网运考核指标说明

及相关部署»«铁通青海分公司大通道及业

务网安全奖惩办法»«铁通青海分公司通信

设备障碍管理办法»«铁通青海分公司开展

标准化机房及线路标准化区段工作的试行

方案»等５项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５月,

下发«铁路电报通信维护规程»,９月,下发

«计费管理网系统维护规程»和«客服系统维

护规程».

２００５年４月,铁通公司印发«通信故障

管理考核暂行办法»«通信设备质量与安全

管理考核办法»及«铁通青海分公司通信网

络安全考核奖惩办法».执行网络运维周、

月报制度,每周编发周报,通报网络运行质

量、故障统计信息;每月召开网运例会,通报

网络运维情况,对话务流量、互联网流量认

真分析,针对通信网络出现的问题,调整电

路配 置 与 网 络 组 织,保 证 网 内 网 间 通 信

质量.

三、维护质量指标

铁通公司维护工作中,各项通信质量指

标按中国铁通集团公司编制的各专业维护

规程中规定的通信质量指标执行.

四、网络管理信息化

２００１年,铁通公司进入青海电信市场,

同时承担铁路通信业务维护管理.本着“适

度投资、循序渐进、逐步完善”原则,相继建

成长途传输网、骨干数据网、骨干互联网、计

费管理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交换网、省内

智能网等网管系统.互联网、交换设备监

控,覆盖接入层以上的所有网元;动力环境

监控系统监控全部５４个机房,涵盖门禁、烟

雾、水浸、供电所有数据实时采集;传输网管

１４套设备覆盖长途传输网、城域网.

第五节　网通公司运行维护

　　２００３年网通公司成立初期,建成的通 信光缆、传输设备、市话交换设备及市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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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维护管理由网建运维部承担,建立维护管

理机制、制定维护管理制度、组建维护管理

队伍.

一、运行维护体制

２００３年９月,网通公司印发«中国网通

集团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

网络运行维护实施体系(暂行)»,实行“一级

管理,二级维护”维护管理体制;网建运维部

为维护管理机构,西宁各机房设备由维护中

心维护,机房外通信光缆、电缆、各类设备维

护与电话装、拆、移机工作任务由西宁乾翔

网络有限公司代维.

网通公司运行维护管理系统分为５大

模块:设备现场、网络管理层、技术支持层、

备品备件和仪器仪表.维护管理系统对各

模块职责界面、维护内容、维护流程及维护

质量均有要求,该系统投入运行后为网络运

行、生产操作提供良好的技术平台.

西宁乾翔网络有限公司代理网通公司

维护服务事项,按照网通公司指定的维护规

程开展维护工作、实施维护管理.网通公司

按集团公司核定的“网络运行考核指标”,对

乾翔公司维护质量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

兑现维护费用.

二、维护管理制度

２００５年５月,网通公司制定«中国网通

集团青海省分公司机房基础维护管理规

定».

(一)机房基础管理规定

机房设备按网络维护部门相关规定布

置;未经允许,机房内不可放置无关设备,设

备不允许与现网设备接入;机房维护实行包

机责任制,由专人负责.

(二)机房环境管理规定

机房应防尘、设备摆放整洁;机房温、湿

度符合维护指标,保持正常通风;机房有良

好的防静电措施;机房照明有应急备用,定

期检修;机房内应备工作服、工作鞋.

(三)机房设备维护管理规定

严禁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配备必要

的仪器仪表及工器具;存放运输各类计费

带、后备带、软盘等应有防磁屏蔽保护设施;

维护终端有明确防病毒措施,定期检查;各

种图纸资料、工具、仪表,未经允许,不准带

出机房,使用后归还原处;注意安全防火、注

意用电安全,灭火设备定位摆放,定期检查.

(四)交接班制度

值班人员应记录机房内使用的主、备用

设备工作情况;维护作业执行情况和故障处

理情况;上级部门有关通知和重要事项;工

具、仪表、常用的图纸、资料、文件、紧急备用

材料、消防器材等;机房环境(温度、湿度、清

洁)情况;外来人员进机房情况.

值班人员在下班前３０分钟全面巡视机

房,按要求做好交接班工作;接班人员应提

前１０分钟进机房等待接班,并查阅各项记

录;交、接班人员共同对设备、环境进行检

查,无误后在交接班日志上签字.

(五)机房值班制度

遵守各种设备操作规程,定时对设备巡

检,完成作业计划及上级下达调度指令,配

合线路部门和其他单位做好日常测试和障

碍抢修工作;遵守障碍处理流程,迅速处理

业务与障碍,并及时查询、传报、汇报和核

对;准确、完整填写值班日志;遵守通信纪律

和安全保密制度;２人以上同时值班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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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１人负责.

(六)维护人员岗位职责

严格执行维护规章制度,填写月度维护

(工作)计划与作业记录表.对维护设备定

期巡检;巡视中应认真负责、及时发现问题,

重点关注恶劣环境下、存在潜在故障的线

路、设备,做好记录;根据检测障碍信息及故

障通知单,迅速处理各种业务和障碍.

维护人员可视情将巡检对象分为若干

级别、安排不同周期巡检,随同处理障碍巡

检,与其他专业进行综合性巡检,与业主协

调时巡检及通过环境集中监控系统,网管系

统巡检等多种形式,巡检应作详细记录,包

括巡检时间、巡检情况和处理措施.

(七)仪器仪表及工器具管理规定

仪器仪表及工器具专人(或兼职)管理,

建立使用登记制度,并定期计量校准;未经

主管领导批准,不得外借,借出仪器仪表应

登记记录;使用仪器仪表及工器具,应按操

作说明书进行;配备的测试仪表及工器具要

登记,在工作变动时按登记台账移交.

(八)机房保密管理规定

严格遵守通信纪律,增强保密意识,保

守通信秘密,不得随意增删、泄露相关系统

及技术资料;遵循“相关原则”,不该问的不

问,不该看的不看,不与他人讨论与其职责

或工作内容不相关问题;不准携带涉密文件

资料到公共场所,涉密图纸、文件等资料应

履行使用登记手续;对重要数据要备份;对

人员进行权限设置与登记管理,人员变更应

及时修改密码.

(九)机房安全防范规定

遵守安全制度,做好防火、防盗、防暴、

防雷、防冻、防潮等工作,确保人员和设备安

全;维护、测试、磁带更换、装载、故障处理等

日常操作及工程施工,采取预防措施,避免

人身伤害和通信事故;机房内禁止存放、使

用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加强防

火安全培训,掌握配置消防器材使用方法,

节假日前例行安全防火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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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０年６月通信行业政企分开后,在信息产业部的领导下,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

动集团公司、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及后来成立的中国铁通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

各自制定通信发展目标、企业文化,形成类似而各不同、自成系列的企业管理体制.青海各

电信分公司分别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集团公司、中国联通集团公司、中国网通集

团公司、中国铁通集团公司的省级分公司.按各集团公司的政策、方针,进行本省通信网的

建设、经营与维护,向用户提供电信服务.

第一节　青海省电信公司

　　一、经营管理

２０００年７月６日,青海省电信公司成

立后,面临电信行业各运营企业激烈的市场

竞争.８月,电信公司召开电信经营工作会

议,提出建立以市场为中心、以服务为主线、

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工作部署.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电信公司召开２００２年

预算工作安排暨全面预算管理培训班,推行

全面预算管理.

２００３年７月,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本地网流程重组安排意见,电信公司在西宁

市电信分公司组织本地网流程重组,成立流

程重组领导小组和协调小组,安排本地网业

务流程调查研究,开展流程重组.

２００４年５月,电信有限公司在多巴高

原训练基地举办 BPR 项目推广研讨会,公

司BPR项目组作BPR项目培训,启动省内

各分公司本地网流程重组工作.

２００５年３月,电信有限公司组织“爱岗

敬业、推动企业转型、实施精细化管理、进一

步提高执行力”大讨论,鼓励员工立足本职

工作,爱岗敬业,积极推进企业从生产型向

服务型转型.９月,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印发

«关于实施企业战略转型的指导意见»,指出

中国电信应从传统基础网络运营商向现代

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在继续发挥固网

话音和宽带接入优势基础上,重视农村通信

和国际通信,积极拓展互联网应用、信息通

信技术(ICT)、视频内容、移动通信等业务

领域,为用户提供综合信息服务.１０月,电

信有限公司制定«青海电信企业战略转型初

步实施计划»,推进固网智能化改造,实现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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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无线市话的用户和业务属性统一管理;

建设扁平化软交换架构,实现话音、数据与

各多媒体增值业务的灵活捆绑和平台共享;

提高传输网容量和接入网带宽,大力推进光

纤到楼宇、光纤到小区、光纤到户,满足用户

对高质量视频业务的需求.

(一)建立健全绩效考核制度

２０００年５月,省邮电管理局印发«中国

电信青海企业绩效考核暂行办法»,对电信

各企业实行绩效考核办法.原省邮电管理

局制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考核办法停止执

行.该考核暂行办法的考核对象是各州

(地、市)电信局、省电信传输局、省数据通信

局.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包含:财务效益状况

[业务收入完成率、EBIIDA(毛现金流量)收

入率、收入成本费用率];资产运营状况(不

良资产比率);偿债能力状况(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发展能力状况(通信业务收入增

长率、平均每户业务收入、局用交换机实装

率);通信质量状况(一、二级干线光缆全阻

次数,网络接通率,综合来话接通率,省内去

话接通率,省际去话呼叫到达率,各C３局长

途来话接通率,本地网内最低县局接通率,

长途网管话务数据接收率);服务质量状况

(服务目标达标率、用户满意率);业务及综

合管理状况(用户欠费率、全员劳动生产率

及资金缴款完成情况).考核采用百分制,

计分结果达到或超过９０分的单位参加排

名,省公司按被考核单位通信业务收入规模

对应档次,对领导班子给予奖励;８０~９０分

的单位不参加排名与奖励;低于８０分,取消

考核评比资格,领导班子成员下浮一级岗位

工资一年.

２００１年７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绩效工资分配暂行办法».将个人绩

效工资与企业整体效益和本人业绩挂钩,是

对员工超额劳动付出的报酬.包括生产奖

(月、半年、全年)、一次性发放奖、年度绩效

考核奖,绩效工资等于绩效工资基数乘以岗

位系数;绩效工资基数由各企业在省公司下

达的工资总额基数上结合本企业效益自行

确定;岗位系数是人力资源部综合考虑责

任、贡献、技能要求、工作强度等设置的,分

管理岗位和生产技术岗位两大类.

２００２年８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对考核内容、指

标体系、考核组织、考核计分和奖惩办法补

充完善.电信传输局新增与全省业务收入

完成情况关联考核,将省电话号簿公司纳入

考核范围.１１月,电信公司制定«青海省

２００２年工效挂钩办法»,各州(地、市)分公

司工资总额基数同全省及本单位业务收入、

同全省及本单位利税复合挂钩(工资总额

２０％与全省电信业务收入增长率挂钩,工资

总额３０％与本单位电信业务收入增长率挂

钩,工资总额２０％与全省利税挂钩,工资总

额３０％与本单位利税挂钩).通过系数,对

本单位、全省电信实现利税挂钩数额进行调

节(２００２年调节系数为０２).其浮动比例

根据各单位上年工资总额占电信业务收入

比例分５档进行.

２００３年６月,电信公司修订«完善企业

绩效考核评价办法».指标体系包括财务效

益、经营管理及否决指标３部分,仍为百分

制计分办法.９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

电信公司２００３年工效挂钩办法»,对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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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分公司及号簿公司实行工资总额同

本单位业务收入和绩效考核得分复合挂钩.

即工资总额５０％与本单位业务收入增长率

挂钩、工资总额５０％与本单位绩效考核得

分挂钩.

２００４年１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百元业务收入工资含量挂钩办法(试

行)»,各州(地、市)分公司应发工资总额据本

单位完成业务收入和百元收入工资含量基数

来确定.各州(地、市)分公司工资总额同本

单位业务收入挂钩;省公司直属单位工资总

额５０％同省公司业务收入和工作质量挂钩;

省公司机关工资总额同省公司业务收入挂

钩.省公司机关、各州(地、市)分公司百元业

务收入工资含量基数和直属单位月挂钩基数

由省公司核定.６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

电信公司部门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对公司机

关各部门进行绩效考核,部门绩效考核采取

月度考核,年度总评办法进行.

２００５年１月,电信有限公司制定新的

百元业务收入工资含量挂钩办法.为合理

有效控制人工成本、工资分配与经济效益联

系,引导企业管理从粗放式向精确化转变,

提高劳动生产率,将考核指标压缩为１３个.

考核时间为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份至２００５年１１
月份,逐月考核.

(二)电信业务发展策略

２００１年７月,电信公司召开经营工作

会议,制定青海电信业务发展策略:树立产

品开发意识,以市场为中心、经营为龙头,大

力发展电信业务.围绕全省经济发展转向

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掀起电话放号新高潮,

超常规地发展数据和多媒体业务.

２００２年１月,电信公司召开电信工作

会议,制定电信发展策略为以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为目标,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管理;

以提高企业效益为目的,持续优化通信网

络,加强投资管理;以抢占市场为核心,创新

营销策略,灵活发展业务;以满足用户有效

需求为出发点,提升服务水平,实施品牌战

略,实现公司良性发展.按照“确保存量,促

进增量,增量增收”要求,通过“细分市场”,

准确定位、准确把握用户需求,采取灵活的

竞争策略,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

２００５年１月,电信有限公司召开电信

工作会议.杨建青总经理作题为«实施精确

管理、推动企业转型,保持青海电信全面、高

效、稳健发展»工作报告.提出“一条主线、

两个增强、三个重点、四个优化”(以发展为

主线,增强市场响应能力、增强公司执行能

力,抓重点地区、重点业务、重点客户发展,

优化收入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与成本

结构).年底,固定电话用户和宽带用户突

破１００万户.

(三)企业管理转型与创新

２０００年８月,电信公司召开“深化企业

改革、推进多元化经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总经理葛凡对实行主辅、主附分离,推进多

元化经营和“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

革进行部署.达到精干主业、强化实业,形

成主业、实业两个轮子并行的架构.印发

«青海省电信公司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综合

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决定

在省电信传输局西宁线务站、西宁市电信分

公司、省电信公司市场经营部进行三项制度

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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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省电信公司推进企业三

项制度改革和落实中国电信集团五项机制

创新指导意见,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竞争

上岗实施办法»,打破“干部、工人”界限,建

立以岗位管理为核心,岗位能上能下、人员

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双向选择、择优聘用原则及动态管

理的原则.竞聘选拔方式:管理人员笔试和

面试,逐步采用人员素质测评等甄选方法;

业务技术人员与职业技能鉴定结合起来,进

行业务知识考试和实际能力操作考核.

２００３年２月,电信公司落实集团公司

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战略,促进业务发展,

利用２年时间,分４个阶段,建成以４个渠

道为核心的中国电信营销服务渠道体系(大

客户经理制、社区经理制、农村统包责任制

和１０００号客户服务中心).５月,省电信传

输局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厂务公开

先进单位»,省总工会主席赵骞到传输局授

牌.１２月,根据集团公司«关于进一步推进

厂务公开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省电信公

司制定«青海省电信公司“企务公开”实施办

法».其内容包括企业改革与发展重要政

策、措施,职工普遍关心热点难点问题及涉

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企业党风廉政建设

问题.企务公开形式为职代会、企务公开

栏、党政工联席会、职工民主议事会.

二、人力资源管理

(一) 青 海 省 电 信 公 司 员 工 队 伍 组 成

情况

２０００年,电信员工２３１９人.

２００１年,电信员工２２６４人.

２００２年,电信员工２１７５人.

２００３年,电信员工２１３３人.

２００４年,电信员工２３１１人.

２００５年,电信员工２２７２人.

(二)青海电信劳动用工管理

劳动用工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

重要任务,科学、规范的劳动用工管理是企

业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不断提高企业效

益、保持持续发展根本要求.多年来,电信

公司在推动劳动制度改革、规范用工管理、

合理调整劳动组织、促进减员增效、提高企

业经济效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２０００年８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

试点工作的安排意见的通知».９月,印发

«青海省电信公司员工内部退养暂行办法»

«青海省电信公司员工内部待岗暂行办法»,

规定:因技能鉴定不合格,综合考核成绩较

差,未被相关岗位聘用或聘用后又被解聘及

生产岗位调整等原因,离开原工作岗位,也

不在原单位从事其他工作人员均实行内部

待岗.待岗人员经培训后参加考核合格,可

再次上岗.

２００２年５月,省电信公司推行薪酬制

度改革,贯彻定岗定编、竞争上岗、以岗定

薪、岗变薪变的原则.管理岗位职数比例:

省公 司 (除 五 级 以 上 经 理 外)业 务 主 管

４０％、业务主办３０％、业务助理３０％;各州

(地、市)分公司及直属单位(除六级以上经

理外)在省公司核定范围内业务主管６０％、

业务助理４０％.技术业务岗位按具有中专

以上学历生产人员构成情况设岗,职数比

例:省公司(XX 经理４０％、XX 主管３０％、

XX助理３０％);州(地、市)分公司及直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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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级 XX 经理１０％、XX 经理２０％、XX
主管３０％、XX 助理４０％);县局(XX 主管

３０％、XX 助理７０％).省电信公司核定的

各单位管理与技术业务岗位职数见下表.

省电信公司核定各单位管理与技术业务岗位职数
表５Ｇ１Ｇ１ 单位:人

单位名称
管理岗位名称 生产岗位名称

业务主管 业务助理 高级XX经理 XX经理 XX主管 XX助理 县局主管 县局助理

电信传输局 １６ １０ １１ ２１ ３２ ４３ — —

数据公司 ２ １ ３ ５ ８ １０ — —

格尔木公司 ５ ３ ３ ６ ９ １１ — —

号簿公司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 —

西宁业务部 １１ ８ ９ １８ ２７ ３５ １４ ３３

海东分公司 １０ ７ ３ ６ １０ １３ １５ ３４

海南分公司 ５ ４ ２ ４ ６ ９ ８ １９

海西分公司 ９ ６ ２ ４ ７ ９ １１ ２６

海北分公司 ５ ４ １ ２ ３ ５ ９ ２２

黄南分公司 ４ ３ ２ ４ ７ ９ ７ １５

果洛分公司 ４ ３ ２ ４ ６ ８ ５ １０

玉树分公司 ６ ４ ２ ４ ６ ９ ３ ８

　　经考试、考核,竞争上岗的现任省公司

部(室)主任、部(室)所辖各处主任及五级经

理,州(地、市)分公司、直属单位及各部门副

主任、县局副局长以上人员,进入对应的三

至六级岗位;调研员和助理调研员,原则上

按原任职务进入对应岗位.

各州(地、市)分公司及直属单位的其余

人员按省电信公司核定管理和技术业务岗

位职数竞争上岗.

２００２年６月,电信公司下发«关于规范

劳动用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中国

电信劳动用工管理实践和国家法律法规的

相关要求,青海电信的劳动用工分为劳动合

同制员工和劳务合同用工２种形式.劳动

合同制员工是与企业直接建立劳动关系的

各类人员,合同期限根据岗位和员工特点可

分为无固定期限、有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

工作任务为期限３种形式.劳务合同用工

是指用工单位与劳动力中介机构签订劳务

协议,劳动者与劳动力中介机构签订劳动合

同的用工方式.１１月,省电信公司印发«青

海省电信公司员工职业发展管理办法»«青

海省电信公司竞争上岗实施办法»,以公开、

公平,双向选择、择优聘用的动态管理原则,

建立以岗位管理为核心,岗位能上能下,人

员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

２００４年８月,省电信有限公司下发«青

海省电信有限公司劳务用工管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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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对劳务用工实行计划管理,各企业

及用工单位劳务工数量应限于标准定员数

额内,企业人员不足,根据空、缺岗位情况制

定劳务用工计划报省公司审批.劳务工报

酬参照当地劳动力市场价格,由用工单位与

劳务输出单位协商确定;劳务输出单位与用

工单位签订委托代发协议,由用工单位支付

劳务工劳动报酬;劳务工养老等保险事务由

劳务输出单位按照国家及地方政府有关规

定办理.省电信有限公司录用劳动合同制

员工,以招收大专院校毕业生转为招收社会

成熟人才与优秀应届毕业生并重.复员退

伍军人仍按照“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社

会有偿转移安置”规定执行.

１．干部管理

２００１年１月,省电信公司根据«关于成

立省公司中层管理岗位竞争上岗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成立管理岗位竞争上岗工作

领导小组,葛凡任组长、邝剑萍任副组长.

经综合理论考试、专业知识面试、民主评议

打分、任前公示和组织考察等程序,对２１名

参加９个中层管理岗位和７４名参加４３个

一般管理岗位的竞聘者进行综合评审.

２００４年９月,省电信有限公司制定«青

海省电信有限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职业操

守守则»,规范电信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在

行使公司赋予职权时,遵纪守法、诚实信用、

公平公正、规范职务行为,提高经营管理效

益,防范经营风险,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

２．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２０００年后,通信业务得到迅速发展、各

类新业务、新设备大量运行,为前端业务作

技术支撑的后端业务、维护人员急剧增加,

同时,因职业选择多样化,技术维护人员流

动频繁,给电信公司运行维护工作带来新的

压力.

２００４年８月,电信公司制定«青海省电

信有限公司维护骨干队伍建设实施办法»,

各州(地、市)分公司从一线维护操作技术员

工中选拔人才,建立青海电信维护骨干队

伍,该员工须是本专业设备第一责任人,精

通本专业技术和维护规程,熟练维护应用系

统及处理异常情况,具备制定应急方案能

力,对他人学习给以指导.经考核竞聘的维

护骨干员工须与聘用单位签订协议,聘期一

般２年.２年期满后,优秀员工可以续聘.

３．职工教育与培训

２０００年４月,省邮电管理局委托北京

邮电管理干部学院开办新业务新技术、市场

营销、财务管理及县局长等培训班８期,２００
余人参加培训.

２００１年５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员工教育培训实施办法»«青海省电

信公司员工教育培训工作安排意见»,规范

职工的岗前教育、在岗培训和待岗、转岗培

训及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下半年,电

信公司组织１８名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省委党

校开办的在职研究生班学习,以提高高级管

理人员政治思想素质.

２００２年３~６月,电信公司委托香港中

文大学亚太工商研究院陆续开办４期市场

营销、财务管理与金融培训班,电信公司高、

中级管理人员１２０余人参加培训.

２００４年,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开办网上

大学,电信公司积极组织各级管理人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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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件,为创建学习型企业、提高员工技

术素质和增强业务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４．优秀人才管理

２０００年８月,电信公司成立了优秀人

才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人力资源部.

按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要求,２年评选一次.

对优秀人才给予奖励:集团公司级优秀人才

２名,每人每月２０００元津贴、一次性增加补

充养老保险金２万元;省公司级优秀人才４
名,每人每月１０００元津贴、一次性增加补充

养老保险金１万元;州(地、市)级优秀人才

６名,每人每月５００元津贴;公司为优秀人

才提供考察、培训、学术交流等机会.１０
月,电信公司召开表彰２１世纪优秀人才电

视电话会议,运维部邢仁平、电信传输局范

增震、西宁市分公司张琰、邮电规划设计院

杜争科被评为省公司级优秀人才;西宁市分

公司成克香、海东分公司毛新安、电信传输

局祁芳、邮电职工培训中心刘尧、计划建设

部汤海湖、海北州分公司蒙成忠、数据通信

公司庞晓萌、海西州分公司段虎秀被评为州

(地、市)级优秀人才.

２００１年９月,电信公司根据集团公司

“薪酬激励等五项机制创新指导意见”,印发

«青海省电信公司优秀人才奖励基金暂行办

法».优秀人才由各单位根据公司核定名额

评选产生,评选流程:员工个人申报、班组民

主推荐、专家综合评议、组织部门考核通过

后张榜公布,上级领导部门审定.自２００１
年起每年评定一次,奖励基金动态管理.

２００３年１月,电信公司召开表彰优秀

人才和优秀员工电视电话会议,王青敏等

１９人获省公司级优秀人才称号,邱岺等３０
人获州(地、市)级优秀人才称号;陈盖华等

２９人获优秀员工一等奖,王芝茜等６９人获

二等奖,赵永新等１３５人获三等奖.

２００５年７月,电信公司召开表彰优秀人才

电视电话会议,逯敬军等３７名省公司级优秀

人才、朱帆等６３名州(地、市)分公司级优秀人

才受到表彰.７月８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召

开表彰优秀人才电视电话会议,企业信息化部

康海蓉、市场经营部都兴福、西宁市分公司朱

新锋被获集团级优秀人才称号.

(三)薪酬管理

２００２年４月,电信公司召开薪酬制度

改革座谈会,自５月１日起在全省推行薪酬

制度改革.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关于青

海省电信公司实施薪酬制度改革的批复»,

薪酬制度实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

制度,以岗定薪、岗变薪变.企业工资总额

不变,分配向贡献倾斜,向高级管理、高新技

术、高级营销人才倾斜;分配与企业和个人

绩效挂钩.１０日,电信公司印发«中国电信

集团青海省电信公司薪酬制度实施方案»,

岗位工资分为管理、技术业务和非通信人员

岗位３个系列(管理、技术业务岗位工资及

系数的设置由集团公司制定,非通信人员岗

位工资及系数由省电信公司制定).

１．岗位工资

省电信公司制定的管理岗位、技术业务

岗位与非通信生产岗位的工资标准系数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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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电信公司管理岗位工资系数
表５Ｇ１Ｇ２

岗位分类
管理岗位

省公司 州(地、市)公司 县局以下
工资标准

一 总经理 — — １９３７５×A

二 副总经理、纪检组长 — — １８１２５×A

三 部门经理 总经理 — １６７５×A

四 部门副经理 副总经理 — １５×A

五 业务主管 部门经理 局长 １３７５×A

六 业务主办 部门副经理 副局长 １２５×A

七 业务经理 业务主管 业务主管 １１２５×A

八 — 业务经理 业务经理 １×A

省电信公司技术业务岗位工资系数
表５Ｇ１Ｇ３

岗位分类
技术业务岗位

省公司 州(地、市)公司 县局以下
工资标准

二 资深专家 — — １８１２５×A

三 高级专家 — — １６７５×A

四 高级 XX经理 专家 — １５×A

五 XX经理 高级 XX经理 — １３７５×A

六 XX主管 XX经理 — １２５×A

七 XX助理 XX主管 XX主管 １１２５×A

八 XX员 XX助理 XX助理 １×A

九 机务员、报账员、营销员、计费账务处理员 ０８７５×A

十 市话测量员、线路维护员、营业员、催欠员 １７５×A

十一 报务员、话务员、值机员、线路巡视员、装机员、查修员、投递员 ０６２５×A

省电信公司非通信生产岗位工资系数
表５Ｇ１Ｇ４

岗位分类 岗位名称 工资标准

一 汽车驾驶员 ０７５×A

二 文印员、料账员、司炉工、监控员 ０６２５×A

三 仓库保管员、门卫员、服务员、警卫员 ０５×A

注:上述表中 A为岗位工资发放基数,由省公司每月核定.岗位工资标准为岗位工资发放基数 A乘各岗位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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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设管理与技术业务岗位、非通信生产 岗位的岗位系数见下表.

管理与技术岗位的岗位系数
表５Ｇ１Ｇ５

岗位分类
岗位系数

１ ２ ３ ４

一 ３１ ３３ ３５ —

二 ２７ ２９ ３１ —

三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四 １９ ２ ２１ ２２

五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六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七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八、九、十、十一 １ １１ １２ １３

非通信生产岗位的岗位系数

表５Ｇ１Ｇ６

岗位分类
岗位系数

２ ３ ４

一、二 １１ １２ １３

三 １

岗位工资 A乘以岗位工资系数再乘岗

位系数即为个人岗位工资所得.

２．简化归并各类补贴

取消年功奖,技师、业务师补贴,班组长

津贴等各类岗位津贴,将粮煤补贴,肉食补

贴,洗理费,水电补贴,“四定”补贴,高原补

贴,地区临时补贴,知识分子津贴、补助,老

职工补贴,合同制职工工资性补贴合并为生

活补贴,每月按９０元标准发放.

３．实行地区差异补贴

省电信公司按员工所在工作地区,实行

地区差异补贴,每月发放,其地区差异补贴

发放标准见下表.

省电信公司地区差异补贴发放标准
表５Ｇ１Ｇ７

分类 员工工作地区 标准

一
西宁市:市区、大通、湟中、湟源

海东地区:民和、乐都、平安、互助、循化
２００元

二

海东地区:化隆;海南州:共和、贵德、贵南、同德、兴海

海西州:都兰、乌兰、格尔木、德令哈、茫崖、冷湖、柴旦

海北州:门源、祁连、刚察、海晏;黄南州:同仁、尖扎

３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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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类 员工工作地区 标准

三

海西州:天峻、唐古拉山;黄南州:泽库、河南

玉树州:玉树、称多、囊谦、扎多、治多、曲麻莱

果洛州:玛沁、甘德、达日、玛多、班玛、久治

４００元

　　２００４年７月,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薪酬标准,电信有限公司印发«关于执行

股份公司薪酬标准的通知»,调整上市通信

企业、直属单位在册在岗员工岗位工资系

数.薪酬结构仍由岗位工资、绩效工资、津

贴补贴、保险福利和其他激励构成.岗位工

资仍然执行中国电信集团所确定的岗位序

列,岗位工资基数不变,岗位系数差距拉大.

养老、医疗以及其他福利政策仍按国家和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现行的有关规定执行.管

理与技术岗位、非通信生产岗位的岗位系数

调整情况见下表.

省电信有限公司管理与技术业务岗位的调整系数
表５Ｇ１Ｇ８

岗位分类
岗位系数

１ ２ ３ ４

三 ３９ ４１ ４３ ４５

四 ２９ ３１ ３３ ３５

五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六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

七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八

九

十

十一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４

省电信有限公司非通信岗位的调整系数
表５Ｇ１Ｇ９

岗位分类
岗位系数表

１ ２ ３ ４

一

二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三 １ １１ — —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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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绩效管理

２００１年７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绩效工资分配暂行办法».规定月、

半年、全年生产奖金、一次性奖金,均以绩效

工资形式发放.发放数额为绩效工资基数

乘岗位系数(绩效工资基数按部门分为３个

等级,岗位系数分管理岗、生产岗两大类).

２００３年３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员工绩效管理实施细则»,实行以员工岗

位为依据,部门领导与员工共同确定绩效目

标,上级对下级按月、季度或半年对员工进

行绩效考核.技术业务岗位及辅助生产岗

位员工以月考评为主;管理岗位员工以季度

考评为主;州(地、市)分公司及省公司直属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以半年进行考评.

各级主管经理依据员工绩效完成情况

对员工考评.员工绩效考核分为优秀、称

职、基本称职、不称职４个等级.优秀员工

比例不超过２０％、不称职员工比例不少于

２％;年终考核连续两年“优秀”,三年获一次

“优秀”、其他为称职的员工,提高一档岗位

工资系数;连续两年“基本称职”员工,降低

一档岗位工资系数;考核“不称职”的员工,

应待岗或安排转岗培训.

５．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省电信公司薪酬发放

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省电信公司薪酬发放情

况见下表.

青海省电信公司薪酬发放情况
表５Ｇ１Ｇ１０ 单位:万元、％

年份 岗位工资 百分比 绩效工资 百分比 工资性补贴 百分比 人均工资

２００１年 ４８３５ ６１７ １４２３ １８２ １５７６ ２０１ ３４６

２００２年 ４９３２５５ ４４３ ４０５２２７ ４４５ １０２３５３ １１２ ３７９

２００３年 ４４７３１ ４７６ ３８７７６２ ４１２ １０４９８６ １１２ ４４１

２００４年 ３９６７２９ ３０６ ７７３６４ ６０７ １０２８９１ ８７ ５５１

２００５年 ３６３６６４ ２７２ ７８５０７ ５８７ １８７４０４ ２０１ ５８８

　　(四)劳动保险

１．养老保险

１９９９年１月,邮电通信行业基本养老

保险的缴纳标准为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

险费按全省上年职工工资总额的２４５％,

省邮 电 管 理 局 按 当 地 职 工 平 均 工 资 的

３００％为基数缴费;职工个人以上年月平均

工资的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９月,邮

电通信行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管理移交地

方政府.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成立后,仍按原

邮电管理局管理办法缴纳养老保险费,省电

信公司负责职工养老保险管理及保险基金

向政府管理部门的拨付,政府养老管理部门

负责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

２．医疗保险与补充医疗保险

２００１年１月,电信公司实行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电信公司和职

工双方共同负担,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

合,定点就医和定点购药.各单位按工资总

额６％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于每季首月５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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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缴省公司社会保险办;职工按工资

２％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各单位每年年初

一次性扣缴职工全年的医疗保险费.４月,

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贯彻执行

‹青海省省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的实施办法».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电信公

司开始实行职工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

险基金由企业自行筹集,按职工工资总额、

企业内退人员工资总额和退休人员养老金

总额的６％提取.年初一次性缴清补充医

疗保险金.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省医保局决定将省内基

本医疗保险二级管理转为一级管理,省医疗

保险管理局每年１２月３１日进行个人医疗

账户计息、结转和划转.电信公司所属企业

在次年１月做好单位和个人医疗保险费扣

缴工作.

３．补充养老保险

１９９２年１月,青海省邮电企业按邮电

部规定为职工建立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随后,按邮电部规定多

次调整缴存标准.

２００２年１月,电信公司规定员工个人

储蓄性养老金保险按原标准由职工个人缴

纳,企业按个人缴存数额的６倍补充.

４．企业年金

２００２年,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印发«中国

电信集团企业年金暂行办法»,实行电信企

业企业年金制度.１２月２７日,电信公司印

发«青海省电信公司企业年金实施办法»,决

定自２００３年１月起,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改为企业年金.企业按单位上年度工资总

额８％筹集企业年金;电信公司为职工在银

行建立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按季度将企业年

金划入个人账户;企业年金向贡献和业绩、

关键岗位和核心员工倾斜;内退人员按上年

各类工资总额２０％缴存;对做出突出贡献

的员工从企业年金中给予一次性奖励.企

业年金实施后,个人不再缴纳储蓄性养老保

险金,以前缴存的由社保办清算后一次性退

还职工.

２００３年９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完善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办法»,企

业年金实现岗位年金和积累贡献年金相结

合的计算办法,岗位年金按上年工资８％缴

存,积累贡献年金按本人工龄计算,每年５
元.电信公司为员工在人寿保险青海分公

司建立个人企业年金账户,按月缴存企业年

金.员工退休后,省公司社会保险办公室与

省人寿保险分公司核定企业年金月标准,由

省人寿保险分公司发放.

(五)离退休人员管理

２００１年４月,根据原邮电部«全国邮电

部门离退休工作暂行办法»和青海省有关离

退休工作的政策及规定,并考虑到原青海省

邮电管理局发布的离退休工作有关政策的

连续性,电信公司制定«青海省电信公司离

退休工作暂行办法»,从组织机构、工作制

度、经费管理、文体活动、优抚待遇、丧事处

理等方面作明确规定.省电信公司一般每

２年召开一次公司离退休工作会议,学习传

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总结、部署工作,交流

工作经验.经费管理:离休人员公用经费每

人每年５００元,特需经费每人每年３００元;

退休人员公用经费厅、局级每人每年活动经

费５００元,处级及以下人员活动经费每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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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３００元.经费的８０％为公用经费,２０％
为特需经费.异地代管离休干部,按代管协

议支付活动经费.

２００３年,省社会保险局印发«关于首批

依托企业实行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

通知»,决定在退休人员集中、管理机构健

全、服务设施完善、管理服务规范的８个企

业、系统成立３２个退休人员社会管理服务

区,对退休人员实行统一管理.省电信公司

下辖沈家寨社会化管理服务区,退休人员

１５８５人.根据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要求,

企业退管组织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做好退休

人员管理服务工作.

２００４年４月,电信公司根据«劳动和社

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给予增加企业离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为离休人员增发基本

养老金,自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三、财务管理

２００１年１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电信

报账制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将各州(地、市)

分公司原财务州、县二级管理,变更为一级

管理,县 电 信 局 作 为 报 账 单 位 设 １ 名 报

账员.

２００４年１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对果洛州分公司财务报账制度管理

办法»,逐步将各州(地、市)分公司及直属单

位会计事务统由省公司财务部处理,各州

(地、市)分 公 司 及 电 信 传 输 局 均 为 报 账

单位.

(一)财会制度

２０００年７月,电信公司执行原邮政电

信企业财务制度及办法.

２００１年１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资金管理办法».公司财务部集中管

理公司及各州(地、市)分公司计提的固定资

产折旧费、收取的市话初装费与通信建设附

加费,确 保 省 内 重 点 通 信 建 设 项 目 资 金

来源.

２００２年,电信公司修订«青海省电信公

司财务工作检查考核办法»«青海省电信公

司财务会计报告考核办法»«青海电信各分

公司对县局检查考核办法»及«青海省电信

公司财务远程监控管理办法»,规范企业财

务基础工作,提高财务核算、管理水平.公

司财务部不定期对各分公司财务远程监控.

每年考核各州(地、市)分公司财务电算化状

况,并给予相应的奖惩.１２月,电信公司印

发«省对州(地、市)分公司财务收支实行两

条线管理暂行办法»,各州(地、市)分公司在

银行开设收入、成本费用及工程建设专用账

户,营收资金按规定存入收入专户并按时上

交省公司,支出资金由省公司按年度成本费

用预算扣除折旧后按月下拨到各分公司成

本费用账户,工程建设资金由省公司按工程

项目进度下拨到各分公司工程建设账户,实

现收入两条线管理.

２００３年１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缴拨款管理办法»,规定各州(地、市)

分公司上缴、下拨款项流程和时限.

２００５年４月,电信有限公司印发«青海

省电信有限公司财务检查管理办法».省公

司对各州(地市)分公司及直属单位财务检

查每年不少于１次,并抽查下属１个县公司

执行情况.每次检查时间为３~５天,检查

期间为上年检查截至月至本年进点月上月.

被检查单位需出具«青海电信财务被检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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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承诺书».

(二)财务收支与收支差

２０００年,电信业务收入４８９８６万元.

２００１年,电 信 业 务 收 入 ５１６９４ 万 元.

上缴税收１６９１６６万元.收支差额－２４２８５
万元.

２００２年,电 信 业 务 收 入 ５５９３８ 万 元.

上缴税收 １８３０ 万 元.收 支 差 额 －２５８６８
万元.

２００３年,电 信 业 务 收 入 ５８５１３ 万 元.

上缴税收 １９２４ 万 元.收 支 差 额 －２６２５１
万元.

２００４年,电 信 业 务 收 入 ６６８０４ 万 元.

上缴税收２１９５万元.收支差额７０４万元.

２００５年,电 信 业 务 收 入 ７１０１４ 万 元.

上缴税收２２９３万元.收支差５１５３万元.

说明:２００４年后,电信公司财务核算按

集团公司要求进行了调整.

(三)固定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根据通信全程全网、统一规划

管理的行业特点,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

理”的原则,实行省公司、州(地、市)公司、县

公司三级管理.

２００１年７月,电信公司转发«中国电信

集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试行)».省电信公

司负责本省的固定资产管理,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相关措

施,掌握全省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办理固

定资产增减变动和损失核销,负责全省固定

资产维护、大修和更新改造,并监督其合理

使用,提高经济效益.

１．固定资产管理机制

省公司负责全省固定资产管理,审定固

定资产建设、更新及新技术开发项目,按投

资管理权限上报、办理固定资产变动、损失

的审批及核销;州(地、市)分公司负责固定

资产使用、维护,保证固定资产处于良好运

行状态;固定资产使用单位负责固定资产现

场管 理,保 证 固 定 资 产 处 于 良 好 的 运 行

状况.

各级财务部门负责固定资产综合管理

及固定资产的记录和核算等财务事务,办理

固定资产盘盈、盘亏、报废、毁损、出售等上

报、审批手续及固定资产增减变动账务处

理,保证卡、账相符;各级专业管理部门负责

固定资产使用和维护,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完

好率,制定更新改造固定资产方法和措施,

负责固定资产建设、更新、改造和大修等事

务,保证卡、实物相符.

工程建设部门负责按照固定资产目录

和在建工程管理相关规定,按时做好工程竣

工决算,及时办理固定资产交付使用手续,

提供资产暂估入账依据.

各级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土地、房屋、建

筑物、车辆和非生产用固定资产管理、维护

和使用,办理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等.

２．固定资产分类及相关处置流程

固定资产按其用途、性质和使用情况分

为七大类:生产用固定资产、非生产用固定

资产、租用固定资产、未使用固定资产、不需

用固定资产、土地、融资及租入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报废,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和报废条件,专业部门负责进行技术鉴定

后,填制固定资产报废申请表,属于一级干

线的资产,由财务部门上报集团公司财务

部,经专业部门审核后,财务部审批;其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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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报废,按省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办理审批

手续.报废申请批准后,由专业部门牵头,

会同供应部门、财务部门组织进行清理,并

会同财务部门填报固定资产清理报告,财务

部门根据相关批复和清理报告进行账务处

理,专业部门注销固定资产卡片和固定资产

清册.固定资产发生的盘盈、盘亏,应由专

业部门填制固定资产盘盈、盘亏报告单,按

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进行账务处理.固定资

产折旧是固定资产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逐

渐损失而消失的那部分价值.房屋及建筑

物,在用固定资产,季节性停用以及经营租

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融资租赁方式租入

固定资产都应计提折旧,对已交付使用但尚

未办理竣工决算而暂估入账的固定资产,应

自交付使用次月起计提折旧,工程竣工决算

办理完毕后,应按照决算调整原估值并相应

调增或调减折旧数.

财务部门设置固定资产总账、明细账进

行总额和分类核算,除设置固定资产卡片

外,建立固定资产汇总卡片,用以统驭每一

明细科目的固定资产卡片.专业部门除保

管固定资产卡片外,还应建立固定资产卡片

登记簿,登记各使用单位固定资产总值及其

增减变动情况.使用部门除保管固定资产

卡片外,建立清册,登记本部门固定资产,专

业部门和使用部门合一的,只设一套固定资

产卡片.

(四)财务检查、审计及内控管理

１．企业财务检查

２００１年,电信公司下达«关于印发青海

省电信财务工作检查等考核办法的通知».

组织工作组对各州(地、市)分公司及直属单

位进行财务检查,检查会计基础工作、会计

核算及执行会计管理制度情况,对得分７０
分以上的单位给予奖励;对７０分以下的单

位通报批评,并酌情给予相应处罚.

电信公司还印发«青海省电信公司财务

会计报告考核标准»,对各州(地、市)分公司

及直属单位,省电信实业公司财务会计报告

进行考核.考核内容为财务会计报告报送

时效性与编报质量(包括电子版、纸制版会

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合并会计报表交易

资料与财务情况说明书).财务部对各单位

月报、年报进行综合考核计分,年末汇总评

分结果,评选出先进单位,予以表彰奖励.

各州(地、市)分公司按照«青海电信报

账制财务管理办法»,对县电信局每半年检

查一次,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奖惩.

２．工程项目审计与任期审计

２００３年,电信公司下发«青海省电信公

司工程建设项目审计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规定公司各级审计部门对工程建设项目实

施审计.各州(地、市)分公司按«实施细则»

要求报送工程审计项目.５月,电信公司转

发集团公司«领导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办法»,

对企业领导人员任职期间企业资产、负债、

损益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及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和经济效益指

标等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审计,分清领导人员

任职期间对本企业资产、负债、损益不真实,

投资效益差以及违反国家财经法规问题等

应负的责任,查清企业领导人员有无侵占国

家资产,违反与财务收支有关廉政规定和其

他违法违纪问题.

２００３年,省公司各级审计部门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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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利益、规范企业行为、加强内部控制、提

高经济效益为重点,共完成审计项目６１３
项,查出财务违规金额１７１３万元,审减工

程费用３３７２万元.

３．内控管理

２００５年１月,省电信有限公司实行企

业内控管理,按内控手册各项指标实现精确

化管理.公司层面重点关注反舞弊机制、会

计政策选择与调整、组织架构、内部监督机

制;管理部门重要控制资本支出、收入,资产

处置,营销费用各业务流程,以及重要的非

经常性和非系统性交易控制;通过落实责

任、业绩考核、行政处罚等措施,维护内控制

度权威性.

四、其他管理

(一)合同管理

电信公司合同管理实行综合部门、职能

部门和承办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公司

法律事务部门为合同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合

同管理规范、指导、监督、检查.

２００３年,电信公司对«青海电信合同管

理办法(试行)»进行修改,合同承办部门先

行负责与拟签约单位协商谈判,将建设合同

草稿连同«合同会签审查表»(一式两份)报

公司计划建设部审核,计划建设部审核完毕

后按流程交财务、审计、法律等部门,合同在

每处审核时限为２个工作日内.

２００４年,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

司合同管理办法»,规范公司合同管理,加强

法定代表人授权执行力度,一事一授权,杜

绝无权代理和越权代理情况发生,严格按照

审批流程和审批时限审查合同,提高合同审

查效率.年内,共审查各类合同４０２份,合

同标的总金额达２６７亿元.

２００５年,省电信有限公司修订完善了

«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经济合同管理办法»

及«青海省电信有限公司经济合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公司法规处建立合同台账管理

制度,实行分类、分期管理;加强从合同签订

到合同终止全过程管控,最大限度地防范法

律风险.年底,电信公司共审核、签订各类

合同２７２０份.

(二)法律纠纷

２００２年,电信公司印发«中国电信集团

青海省电信公司纠纷案件管理办法»,处理

纠纷案件遵循统一管理、分级负责、权责明

确、相互配合原则.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处

理省公司纠纷案件,对各单位向省高级人民

法院上诉或申诉的案件及在全省影响重大

或者涉及省公司整体利益的纠纷案件予以

指导和协助.各单位法律事务工作部门负

责本单位纠纷案件归口管理,对所属单位向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上诉或者申诉的案件予

以审核、协助,并负责辖区各类纠纷案件的

指导、协调、统计、分析和上报工作.

纠纷案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认为需要提

起诉讼的,及时向法律事务工作部门通报并

提交有关材料,法律事务工作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调查取证、分析案情后,提出处理意见

和方案.下级单位提起重大或涉及全局的

诉讼或仲裁,应经上级法律事务工作部门批

准.重大案件,各单位法律事务工作部门应

在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同时,将起诉书或

仲裁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向省公司综合管理

部报备.案件判决或仲裁后,应及时向省公

司综合管理部报送判决书或仲裁书.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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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诉讼或仲裁案件需要聘请律师参与诉讼、

仲裁的,由法律事务工作部门决定并办理委

托事宜.

２００４年,电信公司共发生诉讼纠纷案

件３起,通过诉讼为企业挽回大量损失.

２００５年２月,省电信有限公司转发«中

央企业重大法律案件管理暂行办法»,要求

各企业逐步建立事前预防为主、事中处理和

事后补救相结合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重

大投资决策、重要经营活动、资产处置、改制

改组、招投标项目均应事前经过法律论证,

避免产生法律纠纷.

(三)普法教育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以中心组学法的方

式确立了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法工作制

度,中心组学习法律每年不少于２次,法律

知识培训或讲座每年不少于１次,并据此为

全省４００余名管理人员建立«青海电信干部

学法档案»,详细记录有关情况,为普法检查

验收作基础.

２００３年５月,省电信公司为企业管理

岗位人员配发«干部法律知识读本»(上、下

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法律知识问

答»及«青海省“四五”普法干部学法习题集»

等普法学习资料.

２００５年,电信公司组织人员参加省财

政厅等相关部门举办的«会计法»«审计法»

知识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四)物资采购

１．物资采购体制

青海邮电企业通信建设、生产、维修等

物资器材供应管理职能在移动分营前由省

邮电器材公司负责.邮电器材公司划归省

移动通信公司后,电信公司物资供应逐渐由

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成立的物资公司、主辅

分离后的省电信实业公司物资公司承担.

２．物资采购管理

２００４年,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

司通信设备器材采购集中管理暂行办法»,

提高设备采购透明度,明确采购流程,规范

关联交易.

部投资项目,由部委托的器材公司和省

电信实业物资公司共同完成工程器材配套

供应;省级工程项目及省级投资项目或各局

投资项目所需的器材,由省电信实业物资公

司组织配套供应.

(五)招投标管理

２００１年,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公

司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青海省

电信公司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暂行实施细

则».凡新建、扩建、改建通信工程建设项目

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有关的

主要设备、材料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

的必须招标:

１．施工发包单位合同估算价在２００万

元人民币及以上.

２．主要设备、材料等货物采购,单项合

同估算价在１００万元人民币及以上.

３．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采购,单项合

同估算价在５０万元人民币及以上.

４．单项合同估算低于第１、２、３项规定

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及以上.此外,一般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

通信工程建设招标办公室,对通信工程

的招标实施监督管理,其主要职责:

１．审查招标申请,审查招标单位及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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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资质和招标工作组人员构成,招标方

式是否符合规定.

２．审查招标文件,核查内容是否完整.

３．审查评标的原则、标准、方法和程序

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是否合法.

４．监督开标、评标、定标,重点是监督开

标是否按照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公开进

行,评标是否按照招标文件和规定的原则、

标准、方法和程序进行.定标是否依据评标

报告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择优选定,工

程是否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

５．监督、检查招投标合同履行情况.

经过评审标价的初审、综合评价,最后

确定中标候选人,由招标办公室写出书面评

标报告上报总经理办公室会议审批.

五、安全保卫

(一)安全保卫体制

２０００年７月,电信公司决定安全保卫

职能从人力资源部剥离出来,重新组建安全

保卫部.比照正处级建制,编制３人.西宁

市电信局、省电信传输局仍保留安全保卫机

构及专职安全保卫人员,其他直(附)属单位

配备兼职安全保卫人员.

２００１年３月,电信公司决定在省电信

公司安全保卫部下设西宁分部,负责西宁业

余部的安全保卫工作(西宁市分公司４名安

全保卫人员划归公司安全保卫部西宁分部,

负责西宁业务部安全保卫值班工作),省电

信传输局设立安全保卫部,各州(地、市)分

公司设专职保卫员,各县电信局设兼职保

卫员.

(二)安全保卫工作

２０００年７月,电信公司安全保卫部制

定安全保卫工作制度和统计工作规则,举办

安全保卫培训班.组织各分公司在推进通

信发展的同时,把安全生产、重大案件等作

为目标管理内容之一,纳入企业绩效考核.

各级保卫部门与公、检、法机关密切配合,综

合治理,积极开展护线宣传和军民护线、警

民护线活动.在线路案件多发地区安装线

路断线报警器,加强巡查,严厉打击盗窃破

坏通信线路的犯罪活动.

六、民兵预备役

２００２年３月,电信公司根据省委、省政

府和省军区要求,组建青海陆军预备役步兵

旅通信营(编制军官３４人、士兵２１２人),营

部设在省公司安全保卫部.

２００４年,电信公司本着“编为用、建为

战”“平战结合、军地两用”原则,调整青海陆

军预备役步兵旅通信营营、连部建设方案.

营部设在省电信有限公司,有线接力连设在

省电信传输局,通信连和无线连设在西宁市

分公司.

第二节　联通青海省分公司

　　一、经营管理

１９９８年２月,联通公司召开第一次总

经理办公会议,决定成立办公室、工程业务

部、开发经营部.

(一)经营管理制度及办法

２０００年４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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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督察工作管理办法».８月,印发«联

通青海分公司员工考核暂行办法»,对公司

机关、各州(地、市)分公司、营业部进行绩效

考核,各州(地、市)分公司、营业部再按照员

工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进行考核,激励员

工提高业务素质,履行岗位职责,努力完成

工作,其考核结果为晋升、聘任、奖惩、培训

等提供依据.

２００２年４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进行

２００１年度中层领导干部考核的通知».考

评小组按 KPI方式按权重逐项打分,对各

部室经理、副经理及州(地、市)分公司总经

理、副总经理进行“德、能、勤”考核.考核得

分排名前２０％内为优秀,得分６０分以下为

不称职,其余为称职.

２００３年２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２００２年年终考核办法»,各部门经理

对下属员工出勤状况、工作事务记录、工作

态度作出评价结果.考核双向进行,从上到

下是中层管理人员对员工考核;从下而上是

员工对中层管理人员,主要是各州(地、市)

分公司管理人员、营业部经理进行评价.４
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分公司机关工

作规程».１１月,印发«联通青海分公司各

类人员试用期考核办法».１２月,印发«联

通青海分公司２００３年度年终考核办法»,对

聘用期超过３个月的员工及劳务工(不包括

审计室)进行年度考核.员工直接上级对员

工工作表现、业绩、能力、素质等量化计分,

本年度考核中层管理人员和营业部经理２８
人,优秀５人、称职２３人;员工４８４人(合同

制员工２１９人、劳务工２６５人),优秀６９人、

称职３７７人、基本称职３３人、不称职５人.

２００５年初,联通公司下发«中国联通青

海分公司员工行为规范».４月,印发«联通

青海分公司机关各部室绩效考核办法(修

订)».１２月,印发«联通青海分公司２００５
年度年终考核办法相关内容修订通知»,对

部分指标、测评相应内容进行调整.

(二)电信业务发展策略

２００２年２月,联通公司召开２００２年度

工作会议,贯彻联通集团公司“两新两高一

综合”企业发展战略,坚持以市场为龙头,工

程建设为基础,运行维护为保证,提高效益

为根本的经营理念,加快通信网建设.

２００３年２月,联通公司召开２００２年工

作总结暨２００３年工作部署会.总经理虞立

勤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乘势而上、加快

发展,为实现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努

力奋斗»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通信网络建设

发展速度、尽快完成联通GSM 和CDMA通

信网络的全省覆盖,建立多元化业务发展渠

道,提高中、高端用户比例,GSM 和 CDMA
协调发展、量质并重、质量优先的思路.

２００４年１月,联通公司召开工作会议,

总经理虞立勤作«抓住机遇、奋勇拼搏、为实

现青海联通发展的新跨越而努力奋斗»工作

报告,提出“移动为主、综合发展,两网协调、

差异经营,效益领先、做大做强”的经营方

针,坚持重点发展三点一线地区,提高企业

核心竞争力.

２００５年１月,联通公司召开工作会议,

总经理虞立勤作«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真抓

实干,为完成全年经营目标和各项任务努力

奋斗»工作报告,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

理性、务实、积极的发展策略,坚持市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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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高投资效益,加强基础管理.提高执

行能力,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规模效益型发

展模式的转变,推动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８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转发总部开

展创建节约型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增强

节约观念,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创建节约

型企业.

二、人力资源管理

联通公司成立初期,人事、劳资工作由

办公室管理.２０００年９月,总经理办公会

议决定,成立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员招聘、岗

位调配、劳动工资、教育培训、保险福利、员

工考核等事务.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联通公司下发«人事管

理暂行办法»,试行劳动合同聘任制,以合同

确定员工与公司关系;明确联通公司员工管

理、干部任免与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薪

酬标准、劳动保险、劳动保护及福利待遇,员

工教育培训、员工考核的办法.

１９９９年２月,联通公司下发«中国联合

通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制

度»,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对签订劳动合同

范围和权限、劳动合同期限,合同期间工作

内容、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

合同变更、解除、终止和续订、违约责任等作

规定.

２０００年４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员工考勤管理暂行办法»,对员工考

勤、请假与待遇等事项作规定.８月,印发

«关于对公司员工进行阶段考评的通知»,规

范用工形式,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用工

机制.

２００１年９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实行劳务用工社会化管理实施方

案»,将联通公司现有劳务岗位人员人事、工

资关系转到青海国信通信科技贸易公司,由

该公司与劳动者签订合同;青海国信通信科

技贸易公司向联通公司签订劳务输出合同,

提供劳务用工.联通公司向青海国信通信

科技贸易公司支付劳务工工资总额５％为

管理费用.同月,联通公司印发«中国联通

青海分公司员工年休假暂行办法».１０月,

印发«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劳动保护用品及

着装管理暂行办法»,统一规定劳动保护用

品发放、职工着装标准及相关费用管理.１１
月,印发«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

司聘用劳务工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各单位

因工作需要聘用劳务工,需经省公司批准.

２００２年９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劳务人员及临时聘用人员管理暂行

规定»,规范劳务用工,对业务技术及市场营

销岗位劳务工选聘为合同制员工做出规定.

２００４年２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在各

州(地、市)分公司、营业部建立集体劳动合

同制度的通知»,安排签订集体劳动合同.５
月,印发«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工伤管理细

则»,建立工伤保险体系.１１月,印发«联通

青海分公司员工处分办法».

(一) 联 通 青 海 分 公 司 员 工 队 伍 组 成

情况

１９９８年,合同工２０８人、劳务工２０人.

１９９９年,合同工２２９人,劳务工２２人.

２０００年,合同工２５２人,劳务工２７人.

２００１年,合同工２７７人,劳务工２７人.

２００２年,合同工３０４人,劳务工２９人.

２００３年,合同工３３５人,劳务工３２人.

８８２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２００４年,合同工３６８人,劳务工３５人.

２００５年,合同制４０５人,劳务工３９人.

其中具有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资质人员

２５人(高级３人、中级５人、初级１７人);会

计资质人员１３人(高级１人、中级５人、初

级３人、其他４人);经济类资质人员３人,

为初级人员.

(二)联通公司劳动用工管理

１．干部管理

２００１年,联通公司根据«中国联合通信

有限公司管理系列职务聘任暂行规定»,建

立各单位领导班子(负责人)任期内工作业

绩、工作能力、廉洁自律等方面资料及评价

体系,为管理岗位续聘提供真实可靠的基础

资料.

２００４年３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干部轮岗交流办法(暂行)»及«联通

青海分公司后备干部管理办法(暂行)»,对

轮岗交流做出规定,是调整领导班子结构、

充实基层力量的有力措施,使后备干部管理

制度化.

２００５年４月,联通公司印发«中国联通

青海分公司州(地、市)分公司、营业部领导

班子成员任期考核实施方案(暂行)»,对聘

期届满的州(地、市)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

理及营业部经理、副经理进行任期考核.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从工作业绩、民主测评、廉

政建设及经济责任等方面全面考评,考评结

果不合格者不再续聘.

２．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１)专业技术职务评审领导小组及评审

委员会

２０００年９月,联通公司成立职称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虞立勤任组长,李海清任副

组长,成员有黄志强、林成明、李永超、晁显

璋、杨莉萍、孙峻峭、李国强,李国强任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２年８月,联通公司成立通信工程

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虞立

勤任主任,郭春明任副主任,委员有李永超、

王永昌、昝生成、晁显璋、李生奎、孙峻峭、崔

树华、董维国、刘来红,由人力资源部组织

实施.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联通公司成立通信工程

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虞立勤

任主任,郭春明、董维国任副主任,委员有江

志萍、林成明、曹海峰、赵峰、崔树华、昝生

成、王永昌、孙峻峭、李梅、张明辉.

(２)专业技术评审工作

２００２年８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通信类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定

暂行规定»«联通青海分公司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办法»,对从事数据、网络、通信线路、设

备维护管理员工及新招聘的大、中专毕业

生,根据学历、工作年限等有关条件,进行初

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及聘任.９月,印发

«关于开展２００２年度全省高级会计师专业

职务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９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 司 员 工 职 业 资 质 认 证 管 理 办 法 (试

行)»,管理系列员工持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

或工商管理培训证书上岗,业务技术系列员

工持相应专业等级职业资格证书上岗.１２
月,下发«关于开展工程系列通信专业中级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对经

营管理人员及从事数据、互联互通、基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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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工程设计、软件设计、计算机应用、网络

支撑、计费系统开发等技术专业人员,进行

中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按照学历、外

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技术水平及工作业

绩,公司专业技术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评

审合格者,由职称改革办公室发放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开

展２００５年度公司工程系列通信专业技术任

职资格认定、评审工作的通知»,开展２００５
年度 通 信 专 业 技 术 任 职 资 格 认 定、评 审

工作.

(三)薪酬管理

１．联通青海分公司薪酬总额管理

２００３年６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所属地市级分公司薪酬总额管理办

法(暂行)»,引导各分公司创收、增效,减人

不减薪酬总额、增人不增薪酬总额.薪酬总

额包括分公司员工各项工资性支出(含年终

奖及其他奖金),薪酬总额管理采取“年初计

划、月预支、年终清算”的办法.

薪酬总额＝(主营业务收入薪酬含量

８０％＋ 利 润 薪 酬 含 量 ２０％)× 绩 效 得 分

系数.

２００４年３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２００４
年度各分公司、营业部薪酬总额计划核定办

法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３月,联通公司下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百元业务收入工资含量挂钩办法(试

行)»,使工资分配与公司经济效益紧密联

系,促进公司提高业务收入及劳动生产率.

２．职工薪酬管理

２００１年１月,联通公司制定«中国联通

青海分公司薪酬改革实施细则»,建立以岗

位评价为基础、绩效考核为依据、岗位和绩

效相结合为主导的薪酬体系.管理岗位设

F~N９ 类 岗 位、１８ 个 等 级;业 务 技 术 设

A~E５类岗位、１５个等级;此外,设营销、劳

务系列岗位.

管理系列薪酬由岗位工资、职务工资、

奖金、福利构成,按所任职务进入相应级别,

岗位等级按本人工作年限、教育程度的综合

评分进入相应等级;单位未配正职、副职主

持工作,执行正职工资;１０人以上班组,班

组长加职务补贴１５０元.

业务技术系列薪酬由岗位工资、职务工

资、奖金、福利构成,岗位按所任职务进入相

应级别,岗位等级按本人情况及岗位设置进

入相应等级.

营销系列薪酬由基薪、奖金提成和福利

中的基本保险构成.

劳务系列薪酬由基薪和奖金构成.

另外,实行高原地区特殊津贴:西宁地

区２００元/月,海东地区２１０元/月,海南、海

北、黄南３００元/月,海西３３０元/月,格尔木

３５０元/月,果洛、玉树３８０元/月.

２００１年９月,联通公司印发«中国联通

青海分公司临时聘用司机薪酬发放办法(暂

行)的通知»,公司聘用司机的薪酬由基薪、

月奖金和年终保险公司“无赔款安全奖金”

构成.基薪根据员工服务年限设为４挡;月

奖金２００元,如发生事故酌情减扣;无赔款

安全奖按年底保险公司返款额度由车辆管

理部门考核发放.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

海分公司薪酬管理补充规定»,对业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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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岗位类别设置进行调整,调整为高级业

务经理、业务经理、业务主管、业务主办、业

务员、初级业务员６类岗位,每类岗位设５

个等级,对应２０个岗位工资等级.其岗位

设置、岗位工资标准见下表.

联通青海分公司岗位工资等级设置情况
表５Ｇ２Ｇ１

岗位
工资
等级

－３－２－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初级业务员
— — — — — — — — — — — — — — —

业务员 — — — — — — — — — — —

业
务
技
术
系
列

A－ １ ２ ３ ４ ５ 业务主办 — — — — — — — —

A — — — １ ２ ３ ４ ５ ４ 业务主管 — — — — —

B — — — — — — １ ２ ３ ４ ５ 业务经理 — —

C — — — — — — — — — １ ２ ３ ４ ５ 高级业务经理

D — — — — — — — — — — — — １ ２ ３ ４ ５ —

E — — — — — — — — — — — — — — — １ ２ ３ ４ ５

管
理
系
列

F — — — — — — — — 副经理 — — — — — — —

G — — — — — — — — — — 经理 — — — — —

H — — — — — — — — — — — 副经理 — — — —

I — — — — — — — — — — — — — 经理 — —

II — — — — — — — — — — — — — — 资深经理

J — — — — — — — — — — — — — — 副总经理 —

K — — — — — — — — — — — — — — — — 总经理

联通青海分公司岗位工资标准
表５Ｇ２Ｇ２ 单位:元

岗位工资
等级表

岗位工资
起薪标准

岗位工资
止薪标准

档差
岗位工资档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３ ６５０ １０００ ５０ ６５０ ７００ ７５０ ８００ ８５０

－２ ７５０ １０５０ ５０ ７５０ ８００ ８５０ ９００ ９５０

－１ ８５０ １１００ ５０ ８５０ ９００ ９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０

１ ９５０ １２００ ５０ ９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５０

２ １０５０ １４５０ 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５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５０

３ １２００ １７００ ５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５０ １４００

４ １４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９２

下编　第五章　企业管理



续表

岗位工资
等级表

岗位工资
起薪标准

岗位工资
止薪标准

档差
岗位工资档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５ １６５０ ２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８５０ １９５０ ２０５０

６ １９５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５０ ２０５０ ２１５０ ２２５０ ２３５０

７ ２３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６００ ２７００

８ ２７００ ４３５０ １５０ ２７００ ２８５０ ３０００ ３１５０ ３３００

９ ３１５０ ４９００ １５０ ３１５０ ３３００ ３４５０ ３６００ ３７５０

１０ ３６００ ５８００ ２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２００ ４４００

１１ ４１００ ６４００ ２００ ４１００ ４３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７００ ４９００

１２ ４６００ ７９００ ３００ ４６００ ４９００ ５２００ ５５００ ５８００

１３ ５２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００ ５２００ ５５００ ５８００ ６１００ ６４００

１４ ５８００ ９４００ ３００ ５８００ ６１００ ６４００ ６７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５ ６４００ １１２００ ４００ ６４００ ６８００ ７２００ ７６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６ ７１００ １２１００ ４００ ７１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９００ ８３００ ８７００

１７ ７８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４００ ７８００ ８２００ ８６００ ９０００ ９４００

　　新招收员工试用期薪酬标准:应届毕业

生本科每月８００元、大专每月６００元、中专

每月４００元,社会招聘一般每月８００元、原
科级职务每月１０００元,试用期间不发绩效

工资.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套入相应岗位:本
科套入初级业务员－１级１档、大专套入初

级业务员－２级１档、中专套入初级业务员

－３级１档;劳务工转合同制,套入初级－３
级１档;社会招聘、其他单位调入复转军人

按略高于本人档案工资原则确定.

２００５年９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调整

公司薪酬保密制度的通知»,规定公司薪酬

制度、员工薪酬机构、收入水平等均属公司

机密,员工不得向外透露.
(四)劳动保险

１．养老保险

２００１年１月,联通公司与青海国信通

信有限公司整体融合工作完成,联通公司养

老保险关系从西宁市社保局转入省社保局.

２００３年３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转发

调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比例

问题的通知»,自１月１日,基本养老保险职

工个人缴费比例由６％调整为７％.

２００５年４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养老

保险实行统一管理的通知»,将各州(地、市)

分公司养老保险事务统一转到省社保局.８
月,印发«联通青海分公司劳务工基本养老

保险管理办法(试行)».劳务工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基数按省社会保险办公室公布的上

年社会平均工资的６０％执行,缴费比例个

人为８％、单位为１２％;个人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金由公司每月发放工资时代扣,单位缴

纳的基本养老保险金由财务部门每月进行

预提;每季度第一个月各单位将上季度员工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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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单位应缴基本养老保险金汇入省人才交

流中心.

２．补充养老保险

２０００年９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补充养老保险暂行办法»,按公司与

个人共同负担与员工自愿交纳的原则,联通

公司为职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金.以员工

上年工资总额为基数,公司、员工９∶１的比

例交纳补充养老保险金,数额不超过上年工

资总额的１５％.

２００２年７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补充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对管理系

列、业务技术系列及营销系列岗位,试用期

满且与公司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在公司

工作一年以上(含一年)的从业人员实行补

充养老保险.２００１年９月３０日前进入公

司在岗员工,具备补充养老保险条件,根据

其退休时间,执行正常缴费比例及一次性缴

费比例;１０月１日后进入公司的在岗员工,

具备补充养老保险条件,执行正常缴费比

例,不享受一次性缴费.一次性缴费基数为

本人上年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职务工资)

数额,由单位缴纳.个人缴费基数以２００１
年１月份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职务工资)

数额执行.

说明:(１)首次员工个人缴费比例根据

员工距退休时间确定,今后缴费比例不随年

龄变化调整.(２)至２００１年９月３０日,在

公司工作不满一年的员工,２００２年按本人

２００１年９月３０日距退休时间的交费比例

执行.(３)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后进入公司的

员工,缴费比例均按 ６％(公司 ４％、个人

２％)执行.个人补充养老保险最高不得高

于本公司员工平均缴费数额的２倍.补充

养老保险由省公司统一管理,各州(地、市)

分公司的补充养老保险按月汇至省公司计

划财务部;员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公司

在每月发放工资时代扣,每年９月３０日划

入个人账户.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联通总部批复联通青海

分公司补充养老保险实施细则.要求核定

女员工补充养老保险资费比例时,退休年龄

按５５周岁计算,其中工人身份女员工实际

退休年龄按照当地规定办理;一次性缴纳的

补充养老保险按到２００１年退休年限平均

支付.

３．医疗保险

１９９８年４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医疗费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３年３月,联通公司向青海省职工

医疗保险管理局上报«关于办理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函»,经中国联通总部同意,联通公

司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集中化管理,由省

分公司统一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行

“二级核算”,个人按上年工资数额的２％缴

纳、单位按员工工资总额的１０％缴纳.４
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分公司实行基

本医疗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办法».

联通公司员工参加省级职工医疗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费由单位和员工双方共同负担,基

本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

合;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就医和定点购药

相结合.联通青海分公司社会保险办公室

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联通青海分公司医

疗保险实行二级管理.基本医疗保险,单位

按上年员工工资总额的１０％缴纳,于每年

３９２

下编　第五章　企业管理



首月５日前将本年度医疗保险费上缴省社

保办账户;员工按上年工资总数的２％缴

纳,每年年初一次性扣缴全年医疗保险费,

退休人员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

个人账户,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按比

例划入员工个人账户.年龄３５岁以下按

１５％划入,３５岁(含)至４４岁(含)按２％划

入,４５岁以上按４％划入,退休人员按养老

金的５％划入.公司内退人员按在职员工

比例划入.

４．补充医疗保险

联通公司员工参加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员工双方共同

负担,实行企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企

业补充医疗保险由公司集中管理.因各种

原因调离公司系统或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

人员不予返还.公司聘用的各类自主择业

人员不参加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单位按上年公司员工工资总额的４％
提取后缴纳(也可以根据企业效益自主缴

纳),于每年首月５日前将企业补充医疗保

险费上缴省社保办账户;员工以上年工资数

额为基数,按２％缴纳,年初一次性缴纳全

年数额.省公司社会保险办公室核准员工

缴费基数.个人缴纳补充医疗保险金计入

个人账户,单位缴纳的补充医疗保险金按比

例划拨到个人账户.３５岁以下划拨２％、３５
岁以上划拨４％;其余由企业统筹,解决在

职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不足部分;退休人员每

年年初在社保办一次性领取２０００元医疗补

助金.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联通公司印发«中国联

通青海分公司劳务工参加省级基本医疗保

险管理办法»,将劳务工纳入医疗保险范畴.

５．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公

司预定的部分住宅房屋的购置办法»和«中

国联通青海分公司员工购房办法».

２００１年１月,联通总部下发«关于中国

联通青海分公司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实施细

则及住房消费津贴发放方案的批复»,同意

联通青海分公司２０００年计算月住房补贴的

基准房价为每平方米 ２１４５ 元,公司负担

７０％,年度调节系数为１/１８４;享受住房补

贴和住房消费津贴的人员范围按中国联通

〔２０００〕１９２号文件执行.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批

准执行‹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住房货币化分

配实施方案›的通知».１２月,联通公司向

西宁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委 员 会 申 请,自

２００２年７月起,单位缴存比例提高至１６％、

个人为８％.

２００３年６月,青海住房管理委员会印

发«关于对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住房补贴实

施细则的批复».１０月,青海省国家税务局

下发«关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

司职工一次性住房税前扣除的批复».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

海分公司住房补贴管理补充规定».住房补

贴按季存入个人账户.使用住房补贴的员

工,需填写申请并出示购房合同或大修、装

潢房屋协议等材料.工作３年以上、符合使

用住房补贴条件员工,可提取个人账户余额

的５０％,之后每满５年可提取个人账户余

额的５０％,退休时可全额提取个人住房补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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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账户余额;联通内部调动的员工,可全额

提取个人账户的余额.个人提出辞职或违

反有关规定被公司解聘的,不得领取住房

补贴.

三、财务管理

(一)财务管理机构及体制

联通公司成立初期,全省财务工作由计

划财务部统一管理,各州(地、市)及营业部

实行报账制.２０００年起,格尔木、西宁、海

东、海西、海北分公司相继成立,联通公司对

这５个分公司实行财务二级管理、财务独立

核算,财务负责人由省公司委派.其他分公

司及营业部仍实行报账制管理.

(二)联通青海分公司财务情况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联通青海分公司财务情

况见下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联通青海分公司财务收支情况
表５Ｇ２Ｇ３ 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主营业收入 ３１５ ２７８２ ８６８２ １４２８７ ２２５６２ ２７５０３ ２８９２６

利润总额 －２１９ １０ ７９４ １１８０ －１１３６ －１８７ －１５０２

固定资产值 ４５８７ ６４９２ ２２７９６ ４００１９ ６７６６６ １１４０４１ １５５６３９

税金 １０ ９２ ３１４ ４５５ ７９４ ８８１ ９２３

　　(三)财务制度

１９９８年９月,联通公司下发«中国联合

通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财务管理暂行办

法».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

海分公司差旅费开支的有关规定(暂行)»
«联通青海分公司日常报销管理规定(暂
行)».

２００２年４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财务报销审批暂行办法».７月,印
发«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营业业务流程»,要
求各分公司、营业部使用的业务发票到各所

在地税务局领取;负责本地区经营业务的管

理、核算;资金执行收支两条线;按省公司制

定的业务流程办理业务,营业厅实行日结、

旬报制度,及时将收入转到省公司计划财

务部.

２００４年７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出差及差旅费管理办法».

２００５年１月,联通公司修订印发«中国

联通青海分公司财务开支审批管理办法».

３月,印发«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报账制单

位财务管理办法(暂行)»,加强报账制单位

财务管理,规范财务核算行为,理顺报账单

位工作流程.
(四)财务管理

联通公司财务管理包括资金管理、流动

资产管理、固定资产及其他资产管理、销售

收入管理、成本费用管理、财务报告和财务

评价等方面.

２００５年６月,联通公司成立出账审核

委员会,对各州(地、市)分公司上报的减免、

调账审批,加强每月出账过程的监督,保证

财务数据的准确可靠.７月,联通公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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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法»和财政部、监察部«关于试行会计

委派制度工作的意见»,对各州(地、市)分公

司的财务负责人实行由省公司统一委派制

度,加强对州(地、市)分公司财会工作监督

管理.８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优化会计

信息系统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会计应用系

统升级,实现会计核算规范化.９月,联通

总部下发«关于县级分公司财务管理的指导

意见»,县级分公司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加强

营账及营业款管理、资产管理;要求州(地、

市)分公司至少每季度对县级分公司进行一

次现场检查.１０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规

范和加强基建投资工程项目财务管理的通

知».

(五)固定资产管理

联通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进行大规模通

信网络建设,形成大量通信线路设备固定资

产,但前期固定资产管理工作较为薄弱.

２００２年７月,联通公司向中国联通计

划财务部呈报«联通青海分公司资产管理职

责明细表».７月２２日,印发«联通青海分

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联通公司固定资产实行公司、州(地、

市)分公司二级管理,省公司负责全省固定

资产管理,审定省内干线固定资产建设、更

新及新技术开发项目,按投资管理权限上

报,办理省内干线固定资产变动、损失的审

批及核销;州(地、市)分公司负责固定资产

使用、维护和保管,保证固定资产处于良好

运行状态.各级财务部门负责固定资产综

合管理、监督检查及固定资产的记录和核算

等财务事务,保证卡、账相符;专业部门负责

固定资产管理、使用和维护,制定更新改造

固定资产的方法和措施,负责固定资产建

设、更新、改造和大修等事务,保证卡、实物

相符.

通信企业固定资产按其用途、性质和使

用情况,分为七大类:

１．生产用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无线电话机械设备、无

线寻呼机械设备、长途电话设备、市内电话

设备、数据通信设备、互联网通信设备、长途

线路设备、数据线路设备、市话线路设备、电

源设备、电信运输设备、其他设备等.

２．非生产用固定资产

指文化生活、卫生保健、福利设施等固

定资产.

３．租用固定资产

指批准租用给外单位使用的固定资产.

４．未使用固定资产

指构建完成尚未投产使用,拨入尚待安

装,进行扩改建的固定资产,调拨中的固定

资产及批准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

５．不需用固定资产

指企业生产管理不需要的各种固定

资产.

６．土地

指企业拥有其产权或使用权且已经估

价单独入账的土地.

７．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指采用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各种固定

资产.

固定资产综合管理部门、专业部门、使

用单位必须加强对固定资产变动的管理.

按照管理分工和职责权限,依照固定资产管

理流程,进行固定资产变动的申报、审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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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综合管理与财务处置.公司每年进

行一次固定资产的清查,采用实地盘点方

式,将固定资产卡片同实物进行核对.

２００３年７月,联通公司开展资产核查

工作,各州(地、市)分公司按照联通青海分

公司资产核查实施细则的具体规定,开展固

定资产核查,年内完成资产核查工作.

２００５年６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开展

清仓查库工作的通知»,清查在用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外的工程物资、经营物资、运维物

资、行政物资及闲置资产.按物资属性成立

行政、经营、工程、运维４个清查工作组开展

清查活动.各州(地、市)分公司、营业部也

相应成立工作小组开展清查工作.清查工

作在１１月中旬结束.

(六)财务检查、审计及内控管理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根据中国联合通信有限

公司下发«关于在省级分公司、部分子公司

设立审计机构的通知»,联通公司设审计室,

各州(地、市)分公司设兼职审计员.审计分

为综合管理、财务审计、工程审计３个部分.

审计室负责制定公司内部审计制度;负责各

项审计、监督工作;完成总部下达的审计项

目,并配合总部完成管辖范围外的审计项

目;对各州(地、市)分公司内部审计业务进

行指导和监督.

２００２年９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审计工作暂行规定»,促进联通公司

审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１０月,印发«联

通青海省分公司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

计暂行规定»,对公司各部室、各州(地、市)

分公司总经理(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进行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１１月,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工程建设项目、物资采购及有关费用

审计的若干实施意见»,将各业务部门基础

建设项目、更新改造项目、大宗物资采购及

广告费、运维费、业务费、租赁费等,均纳入

审计范围.

２００５年１月,中国联通审计部对青海

分公司２００４年度财务决算情况进行审计,

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与青海分公司进行了

意见交流.３月,副总经理武权召集审计

部、财务部、综合市场与信息系统部等召开

专题会议,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逐一整改.

审计部对各州(地、市)分公司、营业部库存

物资、会计信息,内部控制进行监督检查;财

务部牵头解决计费与财务预存账款、欠费数

据差异及有价通信卡沉淀收入问题,处理手

机库存账、物不符等有关问题.１０月,印发

«关于内控制度建设第一阶段工作安排部署

的通知»,制定了内部控制建设第一阶段工

作任务、进度和具体措施,梳理现有规章制

度,制定完整的内控规范.

四、其他管理

(一)合同管理

２００１年８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合同签订管理规定».联通总部统一

发、招标,各省分公司执行具体情况的合同,

由公司主要领导签署;对公司生产经营有较

重大影响的合同由经办部门报主管部门领

导审核后,报请公司主要领导,公司主要领

导以书面的形式授权后方能签署;未经授

权,任何人无权对外签署任何形式的合同.

２００４年２月,联通公司下发«关于印发

‹中国联通青海分公司合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试行)›的通知».８月,总部审计组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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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审计时发现部分分支机构没有执行省

公司«合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在

合同签订中存在有审核、审批及授权手续不

完备,超权限签订合同等问题.公司合同签

订权限规定,州(地、市)分公司合同数额超

１０万元、营业部合同数额超５万元,必须上

报省公司履行审批及授权手续后方可签订.

(二)法律事务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联通公司印发«中国联

通青海分公司电信用户信息查询工作管理

办法»,协助国家安全、公安、检察院等法制

机关依法对用户信息查询做出规范.

２００３年２月,联通公司成立“四五”普

法工作领导小组和普法办公室,普法办公室

设在综合部.７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

海分公司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

实施意见»«联通青海分公司关于加强领导

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实行办法»,推

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提高法律素养,增强

依法行政、管理和决策能力.

２００４年４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认真

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通知»,在公司掀起学习和贯彻宪法的新

高潮.

２００５年９月,联通公司向省通信管理

局上报«‹电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总结».

«电信条例»颁布五周年,对建立、维持公平

公正、有效有序的电信市场秩序,保持通信

企业合法经营,维护广大电信用户合法权

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联通公司总结

五年来«电信条例»贯彻执行情况,落实信息

产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市场监管工作

意见»«依法治理电信市场的若干规定»,依

法经营、诚信经营.

(三)物资采购管理

２００１年４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办公用品采购及管理办法».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

海分公司零星固定资产购建办法实施细

则».

２００４年２月,联通公司制定«办公用品

采购及领用管理办法».９月,下发«关于加

强存货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加强“世界

风”手机存货管理.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卡类物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１０月,下

发«关于对各地 CDMA 手机出入库情况进

行详细核查的通知»,要求各州(地、市)分公

司、营业部对CDMA业务开办以来,所有经

由国信科技、省公司市场与信息系统部及自

行进货的CDMA手机进行详细核查.

(四)招投标管理

１９９８年８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工程及设备招标管理办法».

２００２年９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招投标管理实施细则(暂行)»,对联

通公司通信工程、设备的招投标及招投标管

理进行规范.

２００３年５月,联通公司印发«关于联通

青海分公司评标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就

评标工作有关事宜做出规定:招投标工作办

公室设在计划财务部,负责招投标工作.根

据各有关部门招标申请,向评标委员会提交

招标文件,办理招标事宜;在招标文件评选

后,将评标结果报总经理办公会审定.

２００５年６月,联通公司向省通信管理

局申请成立联通青海分公司自行招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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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中国联通总部委托、授权联通公司负责

的省内通信工程设备、器材采购及通信工程

设计、施工的招标.按照信息产业部规定,

成立联通公司招标办公室.

五、安全保卫

１９９９年９月,联通公司成立联通公司

消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司运营部.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

海分公司内部安全保卫制度».

２００１年４月,联通公司向联通总部上

报«关于呈送强化安全生产工作有关情况的

报告»,对安全生产安排部署.

２００４年１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司员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实施细

则»,提出“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体系.开展形式多样

的安全教育,增强全体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和

防范意识.高度重视工程建设中的安全问

题,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做到防患于未然,安全生产.

２００５年１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青海

分公 司 综 合 大 楼 安 全 消 防 管 理 办 法 (暂

行)».２月,联通公司向中国联通集团公司

上报«联通青海分公司综合大楼消防应急预

案报告».１１月,印发«关于加强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的通知».

第三节　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

　　一、经营管理

１９９９年９月,省移动通信公司成立.

２０００年３月,移动公司召开年度工作

会议,总结独立运营后,完成各项业务、技

术、经营工作的衔接,维持通信网络运转、移

动业务快速增长的局面,提出经营要面向市

场、面向用户;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

规模;建立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为

企业提供发展动力.

２００１年２月,移动公司召开年度工作

会议,实行移动通信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

变,网络实现集中化建设、维护,向服务、向

管理要效益.

２００２年２月,移动公司工作会议要求

保持客户优势和人才优势,实行业务发展多

样化、网络运行优质化、客户服务个性化,全

面提升管理水平.

２００３年２月,移动公司工作会议要求

提升服务与业务领先２个优势,做好企业信

息化、业务运营支撑、建设管理３个环节,加

大营销力度,推进企业管理改革,保持企业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２００４年２月,移动公司工作会议坚持

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精细管理,不断提升企

业执行力和竞争力.

２００５年２月,移动公司工作会议要求

加强基础管理和精细化管理,坚持客户保持

与发展并重,拓展新业务,提高网络运行支

撑与服务创新能力,推进企业持续发展.

(一)建立健全经营责任制

１９９９年 １１ 月,移动公司对各州(地、

市)分公司实行经济责任制考核,并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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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要求,制定工效挂钩暂

行办法.各州(地、市)分公司挂钩的经济效

益指标基数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准.根据

这个考核办法,各州(地、市)分公司应提工

资总额＝省公司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浮

动比例×(４０％全国移动业务收入增长率＋

６０％本单位业务收入增长率);新增效益工

资提取实行分档递减,上年超过省公司规定

提取和发放工资的企业,超出部分在本年工

资总额基数中扣减.各州(地、市)分公司职

工工资总额基数,按全国移动人均业务收入

与本单位人均业务收入比较因素以及所在

地物价水平适当调整;经营责任制考核实行

百分制,考核指标中通信网络质量２０分、服

务质量１５分、净增移动用户计划完成率１０
分、移动通信业务收入２０分、业务收入成本

率５分、资金缴款及时情况１０分、用户欠费

率２０分;本年度各单位新增效益工资小于

工资总额基数２０％以内的部分可以全部提

取,２０％ ~３５％ (含 ３５％)部 分 最 高 提 取

５％,４０％以上部分最高提取１０％.

２００１年９月,移动公司修订«青海省移

动通信公司２００１年工效挂钩办法».移动

公司在对各州(地、市)分公司考核时,还参

考下属指标:(１)用户满意度达不到７５分,

扣减绩效工资的３％;(２)业务收入未完成

计划,扣减绩效工资的４％;(３)净增放号数

未完成计划,扣减绩效工资的４％;(４)欠费

收缴项目按省公司欠费收缴办法扣减.此

外,各企业发生责任死亡事故及企业发生被

盗、被抢、火灾、通信中断等安全生产事故,

视情对责任人扣减绩效工资.

２００３年,经营责任制考核指标新增净

利润及净增用户等相关内容,各类分项指标

细化为１７项,引导企业注重经营效益.

(二)移动通信业务发展策略

２００１年２月,移动公司继续实施“业务

爆炸式发展、网络裂变式延伸、资产膨胀式

扩张”的工作思路,实现通信增长向集约型

转变,网络建设、运行维护集中化管理,电话

放号、业务收入、网络能力、劳动生产率、资

产总额翻一番目标.

２００２年２月,移动公司贯彻集团公司

“服务与业务领先”战略,提出“客户保持战

略、人才优化战略,业务发展多样化、网络运

行优质化、客户服务个性化”理念,以市场为

中心、优质网络为后盾,各部门有机联动,采

用差异化、个性化服务手段,将移动通信业

务迅速提供给新老客户,追求企业价值和企

业利润最大化.

移动通信业务的发展,从初期传统的语

音业务转向集语音、数据、多媒体等综合性

业务,数据业务占比不断提高.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统计数据表明,语音业务收入每年保持稳

步增长;但随着数据、多媒体业务的发展,语

音业务收入占比逐年下降,２００４年新业务

收入占总收入的１３２％.

(三)管理信息化

移动公司陆续建设综合办公、财务管

理、经营分析等信息化系统.

１．办公自动化(OA)系统

２００３年８月,移动公司建设 OA 系统,

实现电子报账、办公用品申领、文档管理、网

上教育、统计查询等功能.

２００５年,移动公司完善办公自动化系

统性能,实现以省为单位的集中 WEB化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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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平台,丰富 OA 系统内容,提高企业

管理运营效率,为公司各部门间信息传递以

及知识共享提供便捷通道.

２．MIS系统

２００４年正式上线使用.包含财务账录

入、导入、审批及过账功能,各级应付收付款

项,固定资产新增、调整折旧,采购部分的订

单录入、导入、审批及供应商管理功能,库存

部分的工程物资、业务用品、杂品的库存业

务处理,项目建设部分项目建立、维护,固定

资产生成、转换功能,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员、

薪酬、绩效、培训等功能.

二、人力资源管理

(一)移动公司员工组成情况

１９９９年９月,移动公司从电信剥离时,

职工总数为６３５人(男职工３８７人、女职工

２４８人),离退休人员２６５人.

(二)移动公司劳动用工管理

移动公司员工有合同制、派遣制２种形

式.２０００年５月,移动公司成立机构编制

委员会,核定各单位定员编制,开展竞聘上

岗,与竞聘成功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移动公

司进行劳动、人事、分配３项制度改革,实现

员工数量、知识结构、工资结构３个调整,抓

好管理、专业技术和生产队伍建设.拓宽人

才进入渠道,将专业对口、有真才实学的优

秀人才,充实到公司管理、专业技术队伍.

２００４年,根据集团公司要求,实现人员

零增长,移动公司修订员工招聘管理办法,

明确招聘渠道为社会招聘、应届毕业生招

聘、派遣制员工转聘和军转干部接收等.控

制并减少合同制用工.

２００５年３月,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为应对公司上市的新局面,安排全省职位竞

聘,动员员工竞聘各类管理、生产岗位,与竞

聘成功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派遣制员工主要服务在热线窗口、营业

前台、营销一线等岗位.移动公司与数家劳

务派遣单位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疏通派遣

制员工的用工渠道、确保了派遣制员工的合

法权益.

移动公司«劳务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按所从事岗位性质及技术业务能力,劳

务人员分为 A、B、C三类.A类是指从事网

络建设、设备维护、土建工程、计费处理、营

销策划等技术的人员;B类是指从事营销、

客服、话务、窗口服务的人员;C类是指从事

清欠、驾驶及后勤杂务、季节性、短期性服务

等工作的人员.

新录用的劳务人员,由移动公司组织岗

前培训,并制定以业绩为主,科学、合理、量

化的考核标准,采取短期和长期考核、定量

和定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办法,调动劳务人

员积极性.

２００５年６月,移动公司在职员工１１０６
人(正式员工５２４人,社会化用工５８２人);

离退休２７５人,内退１２０人.合同制员工

中硕士及以上学历９人、本科学历８１人、

大专１４１人、中专１４３人;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１２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９０人、初级专

业技术职称１７９人.其员工年龄构成情况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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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移动公司员工年龄构成情况
表５Ｇ３Ｇ１

正式员工 聘用制员工

年龄(岁) １８~３５ ３６~４５ ４６~５５ １８~３５ ３６~４５ ４６~５５ ５６~６０ 合计

人数(人) ２８３ １９５ ４６ ５１４ ４５ １８ ５ １１０６

　　(三)职位管理

移动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注重梳理组织

架构,制定职位资格标准,建立六级经理制

度,初步形成管理人员队伍科学考评体系.

１．干部管理体制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移动公司机构调整,人

事制度实行六级经理负责制.公司总经理

为一级经理,副总经理和班子成员为二级经

理;公司机关及各州(地、市)分公司管理干

部设为三至六级经理(含项目经理)和行政、

技术、业务助理.

各州(地、市)分公司总经理根据业务

量、员工数量及管辖区域等综合经济、运维

情况核定为三、四、五级,副总经理根据业务

量、员工数量及管辖区域等综合经济、运维

情况核定为三至六级(海东、格尔木分公司

总经理为三级经理;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海

南、海北、海西、黄南分公司总经理为四级经

理;玉树、果洛分公司总经理为五级经理.

各分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分别确认为四至六

级经理;各部室主任为三级经理,副主任为

三至六级经理;省公司各中心主任、副主任

被确认为四至六级经理).任命三级经理９
名、四级经理１１名、五级经理１６名、六级经

理２５名;此外,各州(地、市)分公司有交换

设备的增设行政、业务、技术助理各１人;没

有交换设备的增设行政、业务助理各１人;

黄南、果洛、玉树分公司增设综合助理１人.

干部级别实行动态管理,在年度考核时按其

业绩升降.移动公司管理人员８２人,其中

公司机关管理人员４５人.全公司管理人员

与生产人员的比例为l∶６.

移动公司后备干部按１∶１比例选拔,

并建立后备干部档案,实行动态管理.

２．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２０００年７月,移动公司成立工程系列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负责初、中

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及向高级专业技

术评委会推荐高级职务任职人选.移动公

司按各州(地、市)分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情

况下达专业技术人员指标.中专毕业,见习

１年期满可评为技术员;大专毕业,见习１
年期满,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２年,可评为

助理工程师;大学本科毕业,见习１年期满,

可聘为助理工程师;硕士学位或取得第二学

士学位,经考察合格,可聘为助理工程师;博

士学位,经考察合格,可聘为工程师.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按集团公司下

达的指标,经本人申请、公司审核后,委托具

备评审资质的外系统或兄弟省、区评审;省

移动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各部室主

任及各单位正职领导的专业技术职务由总

经理聘任,其他岗位人员专业技术职务由各

单位正职领导聘任.

２０３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申报工程、教育系列高、中级职务资格

者,外语必须参加全国职称外语考试合格;

申报经济、统计、会计系列高级职务资格者

(含破格推荐人员),应参加省公司组织的外

语考试(指１９７７年以后参加工作人员)并合

格.经济、统计、会计、审计等专业中、初级

专业技术职务资质申报者参加社会统考并

合格.学历认定以国家教委规定为准(通信

技术岗位理工科类学历的认定,应学过２门

以上电子门类学科知识,否则,认定不具备

学历;非理工科类学历的认定,原学历降一

等对待),所学专业须与聘任专业一致,专业

工作年限以在专业技术岗位上真实年限

为准.

各级专业技术人员应参加年度考核,考

核等级为优秀、称职、不称职,历次年度考核

合格并有一次以上优秀者,可作为晋升推荐

对象,考核不称职则解聘专业技术职务,专

业技术职务聘任职数控制在省公司下达的

指数内.

３．职业教育与培训

移动公司关注员工教育与培训,根据集

团公司课程体系教材,结合公司职位体系各

类岗位及能力的需要,制定员工培训计划、

组织内训师队伍,采取集中面授与网上学习

相结合、系统培训与主题培训相结合、业务

培训与素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员工队

伍的综合能力.鼓励员工通过继续教育,提

升学历层级,深化技能认证工作.

２０００年,移动公司举办培训班１５期、

３００人次,培训率达５０％以上.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组织２期财会人员

培训班、６０余人次.

２００４年,移动公司参加集团技术培训

９７人次;公司自办培训服务、营销、业务２３６
人次,技 术 培 训 ９２３ 人 次;继 续 教 育 ６９
人次.

２００５年１月,移动公司举办电话营销

训练营,“１８６０”客户中心３０名员工接受培

训,深 圳 博 斐 逊 企 业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派 员

授课.

(四)薪酬管理

１９９９年,移动公司员工工资按照原邮

电工资体系执行.移动公司工资总额按全

国移动业务收入增长率、本单位移动业务收

入增长率、本单位成本费用收入率复合挂钩

的办法执行.

移动公司严格执行国家、集团公司的有

关劳动政策法规,加强劳动工资和劳动力的

管理.人力资源部负责执行集团公司下达

的劳动工资总额和劳动力计划,按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原则,制定移动公司劳动工资

管理及薪金发放考核办法,每年拿出一定资

金,对为青海移动通信做出贡献人员进行

重奖.

移动公司工资审批分为２个部分,省公

司领导班子成员工资变动按干部管理权限

上报集团公司审批,其他人员工资变动由人

力资源部审批并通知财务部执行.

１．岗位工资

２０００年,中国移动集团公司规定青海

省移动公司的岗位工资标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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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执行的岗位工资标准
表５Ｇ３Ｇ２ 单位:元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工资标准 系数 执行标准

九 省公司总经理 ７５０ １９ １４２５

八
省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助理及相当职务
６５０ １８

１１７０

１０６９５

七 机关部门正职,各州、地、市分公司总经理 ５７０ １７ ９６９

六 部门副职,各州、地、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高级技术职务 ５００ １６ ８００

五
各州、县营业部主任

省公司副主任科员
４４０ １５

６６０

６０６５

四
各州、地、市分公司部门正职,营业部副主任、中级技术职务

分公司主任科员
３９５ １４

５５３

５０４

三
各州、地、市分公司部门副职

分公司副主任科员
３５０ １３

４５５

４１３５

二 科员、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助师”级及相当职务 ３１０ １２ ３７２

一 办事员、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员”级及相当职务 ２８０ １１ ３０８

　　此外,移动公司每月还按岗位系数核发

奖金,其系数为公司总经理１６,副总经理

(含相当职务)１５,部室主任(含相当职务)

１４,部室副主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１３,

主任科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１２,副主任

科员、助级专业技术职务１,其他人员为１;

分公司经理１５,副经理１４,部室主任(含

相当职务)１３,部室副主任１２.为员工发

放的津贴补贴有书报费、高原补贴、知识分

子津贴、煤粮肉补、洗理费等.

２００５年,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中移港〔２００２〕２号文件要求,建立运用人才

价格体系定位和用薪资市场数据进行调节

的薪酬管理体制,实现员工以能任职、以级

定薪的薪酬制度.薪酬标准与职位体系相

对应,薪酬水平与公司发展和个人绩效相

结合.

职位体系按集团公司规定,设管理、专

业技术人员、生产和后勤服务４类岗位,按

照所在岗位及职级核定相应薪酬标准.

薪酬由岗位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

及年终奖组成,同时,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

政策执行福利费及四险一金.

岗位工资:移动公司各类岗位分为１９
个职级,每个职级薪酬分成１００分值.工龄

计分按每年２分计入岗位工资.

绩效工资:不同职级绩效工资占固定工

资比例不同,１~６级为２５％、７~１１级为

４３％、１２级以上为６７％.移动公司根据季

度经营业绩完成情况及个人季度绩效考评

结果,实行月度考核季度兑现.

各类津贴:包括误餐费补贴、地区补贴、

岗位津贴等.

部门中心及分公司总经理薪酬由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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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公司统一管理,其岗位、职级工资及津贴

补贴由省公司按月发放,绩效工资与各地分

公司经营绩效考核结果挂钩,按年度经营业

绩考核兑现.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合同制员工平均工资和

２００５年各职级薪酬水平见下表.

单位:万元

图５Ｇ３Ｇ３　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合同制员工平均工资

单位:万元

图５Ｇ３Ｇ４　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各职级薪酬水平

　　２．移动公司绩效管理

(１)单位绩效管理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移动公司印发«工效挂

钩暂行办法»«中国移动青海公司机关绩效

管理办法».将绩效管理与薪酬、员工发展、

人才甄选、干部考任紧密联系.

２０００年,移动公司修订绩效考核办法,

将各级经理岗位工资与本地区服务用户数

挂钩;将各单位奖金与企业用户数、业务收

入、欠费等挂钩.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在绩效考核指标中

增设服务质量指标和欠费率指标,在考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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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考虑数量增长因素,也考虑增长率因素,

推动 各 州 (地、市)分 公 司 经 济 指 标 超 额

完成.

２００２年６月,移动公司印发«青海省移

动通信公司经营绩效考核办法»,对各州

(地、市)分公司经营绩效指标分为７大项、

１６小项、２００分进行考核,增设４项否决及

扣分指标.得分１６０分(含１６０分)以上予

以奖励,１２０分(含１２０分)以下给予处罚.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成立绩效考评委员

会,在对各州(地、市)分公司考核基础上,对

机关各部门各岗位,进行绩效考核,建立公

司各层次绩效考核体系.

２００５年,移动公司继续深化绩效管理工

作,简化考核指标体系,将各 KPI指标落实,

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平台,实现绩效考评电子

化管理,提高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

(２)个人绩效管理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对员工绩效考评制

度进行调整,做到细化、量化、制度化,以充

分体现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对员工考核指标进

行解读,设关键指标(KPI、６０ 分、量化考

核)、工作指标(GS、４０分、质量评价)２部

分,在绩效考核执行过程中做到指标经上级

部门确认,考评反馈有本人签字,充分发挥

绩效考核促进作用.

(五)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住房公积金

１．基本养老保险

移动公司成立时,是省电信公司分离到

移动公司的员工,养老保险按青海电信执行

的信息产业部与省政府有关养老保险政策,

单位和个人缴纳基数计算办法及缴纳比例

均与电信公司相同.

２．个 人 储 蓄 性 养 老 保 险 与 补 充 养 老

保险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移动公司缴纳企业补充

养老保险基金１４６３万元(器材公司另缴纳

１３５万元).

２０００年３月,移动公司决定自１月１日

起,调整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缴存标准和上

调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缴存比例.个人储蓄

性养老保险以职工工龄为依据,每月由企业

扣缴并上缴社会保险办公室.其标准为工

龄５年以下每月１０元、５~１０年每月２０元、

１０~１５年每月３０元、１５~２０年每月４０元、

２０~２５年每月５０元、２５~３０年每月６０元、

３０~３５年每月７０元、３５年以上每月８０元.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缴纳比例按职工缴

纳数额的５倍划转补充养老保险金.公司

社会保险办公室与金融机构为职工建立个

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

３．福利保障

移动公司为保障员工福利待遇,根据国

家及本省相关政策,制定«中国移动青海公

司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实施细则»«中国移动

青海公司工伤保险管理实施细则»,按月完

成各类社会保险投保工作,切实维护员工

利益.

(六)离退休人员管理

１９９９年,移动公司离退休管理工作由

人力资源部统一管理.各州(地、市)分公司

负责本地区离退休人员管理,成立各级离退

休党组织及片区离退休人员活动小组.离

退休人员活动经费及统筹基金按国家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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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关规定由公司统一提取,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

２０００年,移动公司印发«青海移动通信

公司退休人员管理暂行办法»«青海移动通

信公司离休干部工作实施细则»«青海移动

通信公司离退休人员丧事处理办法»等.７
月,移动公司离退休人员实现养老金社会化

发放.９月,移动公司安排西宁地区１０６名

离退休人员体检,组织看望省内外１３６名离

退休人员.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印发«关于调增内退

人员生活费补贴标准的通知»«存续事务人

员慰问与帮困工作制度».

三、财务管理

１９９９年８月,青海移动通信公司筹备

组规定移动公司财务为三级管理.省公司

设财务部,负责全省综合管理,各州(地、市)

分公司设财务部门,负责本地区收入、成本

等财务核算及对各县营业部财务管理、经营

责任制考核;县营业部设专职报账员,负责

本单位财务报账工作.经过几年运作后,财

务管理体制有所变动,２００４年８月,西宁、

海东、海南、海西、海北、黄南、果洛、玉树、格

尔木９个分公司全部实行报账制.移动公

司实现一级财务核算、二级管理体制.

(一)财会制度

移动公司成立后,组建财务部,统筹安

排各级财务人员,组成完整的财务管理体

系,制定各项财务制度、规定,举办报账员、

业务员培训班,清理报损不良资产,配合工

程部门及时做好工程决算、列转固定资产,

配合业务部门进行欠费通报.

１９９９年８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对所

属分公司实行财务一体化管理,实行收支两

条线,企业财务收入全额上缴,支出费用实

行下拨周转金按期报账.移动公司陆续印

发«青海移动通信公司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财务分级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资金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细则»

«财务工作考核办法»«差旅费开支暂行规

定»,确立“三级架构、两级管理”财务管理

体制.

２０００年,移动公司印发«现金管理、存

货管理、财务管理实施细则»,安排资产清

查,规范企业资产管理行为,充分发挥投资

效益;聘请专家培训财务人员;设置专兼职

财务检查、审计人员,加大内部控制和监督

力度,理顺财务管理体制.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实现财务收支预算

管理,落实收支两条线,推行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化,完善会计核算体系.审计部门以收

支审计、工程审计为抓手,开展专项审计.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测算各项成本、制定预算进度计划,执行预

算管理流程.

２００４年,移动公司把企业经营管理重

点转移到过程管理,资金管理重点解决县营

业部到各州(地、市)的资金上解环节,加速

资金周转.

２００５年,省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部为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开展专项会计检

查,推行精细化管理;编制的内控手册,对银

行账户开立、网上银行客户证书管理、现金

盘点、财务审批手续、定期存款、备用金及筹

资、投资都做出明确规定.做好上市后未上

市的通信服务公司账务处理及原省邮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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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工作.

(二)资金管理

２０００年,移动公司加强建设资金管理,

盘活自有资金,用好集团公司注资减负政

策,确保工程建设资金需求.按建设工程计

划,建设资金缺口近亿元,公司实行工程、采

购招投标管理,２００万元以上工程、１００万元

以上设备采购和５０万以上工程设计都进行

招标,以控制工程造价,降低建设成本.

２００１年,移动公司严格控制大额资金

支付的审批,各州(地、市)分公司资金集中

管理,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力度.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资金收支均由财务

部根据集团公司要求统一归集和拨付.

２００４年,青海移动上市,财务收支仍然

实行“一级核算,两级管理,收支两条线”管

理体制.杜绝“跑、冒、滴、漏”现象,确保营

业收入安全、完整、足额进账;严格控制成本

开支范围和标准.

(三)财务收支与税收

１．移动公司财务收支情况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财

务情况见下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青海移动财务情况

表５Ｇ３Ｇ５ 单位:万元

年度 业务总量 业务收入

１９９９ — １３２１５４３

２０００ ２３２４６４８ １９６３１９４

２００１ ４８２００２２ ３１２６１１８

２００２ ８８３０１４８ ４１２０５９３

２００３ １００７８９７６ ５００００９４

２００４ １１４５４４９ ５３７１６１６

２００５ １３９３２２３１ ６０３４０４８

　　２．移动公司税收情况

２００１年,根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所得税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

交、集中清算”的原则,移动公司按照１５％
的税率上缴税收(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印花税等).各州(地、市)分公司企业所得

税由省公司汇总缴纳,其余税种就地缴纳.

省公司按月计算各州(地、市)分公司、营业

部税款,以传真通知各单位,再由各单位向

当地税务部门缴纳税款.

(四)固定资产管理

１９９９年,省移动通信公司固定资产总

值３０７亿元.固定资产管理规定,固定资

产管理财务核算由省公司财务部负责,固定

资产实物管理由各州(地、市)分公司负责.

省公司将移动固定资产核实后,将固定资产

卡片寄送各州(地、市)分公司.各州(地、

市)分公司组织专人核对卡片、实物,建立固

定资产明细分类账.

２００２年６月,移动公司印发«青海省移

动通 信 公 司 固 定 资 产 管 理 考 核 办 法 (试

行)»,开展固定资产清查,遵循见物就点、是

账就清、不重不漏、不留死角的原则进行清

查.清查中建立的各单位固定资产统计清

册,由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在建工程资产

转固定资产时,替换临时标签.

移动公司将固定资产管理与绩效考核

挂钩:资产调拨时,未按流程办理相关手续

的,发现１次扣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员各５００
元;对资产已变动,手续齐全,管理人员未及

时变更卡片,未填写变动标签的,发现１次

扣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员各５００元;资产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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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流程办理相关手续,发现１次扣相关领

导和责任人员各５００元.

(五)财务监督检查

２０００年,移动公司制定了财务监督检

查制度、内部审计制度,资金安全管理和检

查制度.本着“辅导具体业务,强化执行力

度,查找补救问题,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思

路,公司财务部每年定期对各州(地、市)分

公司、营业部财务工作监督检查.

(六)企业内审

１９９９年９月,移动公司成立初期,财务

部内设审计检查室,负责工程审计和财务检

查工作.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成立监察审计部,负

责通信建设工程审计、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制

审计,并接受香港公司内审部的审计检查.

突出重点工程项目审计,在建设项目审计过

程中加强信息沟通协调,后期做好后续跟踪

工作;客观公正评价企业领导人经济责任制

履行 情 况,真 实 反 映 出 企 业 管 理 存 在 的

问题.

２００５年,移动公司成立SOX(萨班斯法

案)遵循项目领导小组、SOX法案项目管理

委员会和项目工作组,各州(地、市)分公司

成立内控项目组织,负责内控工作.

四、合同管理

２００３年３月,移动公司实行合同管理.

移动公司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外签订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买卖合

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合同、承揽合

同、建设工程合同、技术合同和其他合同均

按该办法管理.

合同管理实行综合部门、职能部门和承

办部门结合的原则,综合办公室、法务安保

室负责合同综合管理,财务部门负责合同的

职能 管 理,合 同 承 办 部 门 负 责 合 同 具 体

执行.

综合管理职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公司合

同管理制度;参与公司重要合同的可行性研

究、招标、谈判;审查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

对合同变更、解除等重大事项进行评价,向

公司领导提出审查意见;统一管理合同文

本,建立合同台账及统计、汇总,统一管理授

权委托证书和合同专用章;监督各部门签

订、履行合同情况,对履行中出现的问题,及

时向公司领导汇报并提出意见,确保合同完

全履行;负责合同纠纷的协商、调解、仲裁及

诉讼.

职能管理职责:以法律法规、规章及有

关计划、财务、审计、纪检等方面的政策规定

为依据,对合同进行专业审查.

承办部门管理职责:代表公司在授权范

围内签订、变更、解除合同;负责合同对方资

信、履约能力调查,将相关资料提交综合部

门审核;负责承办事务的招标、谈判及合同

文本起草;按流程完成合同审批手续;负责

合同履行,遇有标的物未及时给付、合同变

更、解除等重大事项须报综合部门审核;负

责承办合同的归档事务;参与合同纠纷协

商、调解、仲裁及诉讼.

各类合同应由省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

定代表人授权的责任人签署.

各类合同发生纠纷,由合同承办部门会

同综合部门联合处置,合同纠纷能协商解决

的订立协商解决书面协议,不能协商解决的

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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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保卫

(一)安全保卫体制

２０００年５月,移动公司成立安全生产

管理 委 员 会,安 委 会 办 公 室 设 在 人 力 资

源部.

移动公司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方针,总经理为安全生产第一负责人,各单

位一把手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负责人,各

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落实各级

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及操

作规程.

发生伤亡事故,应在４小时内报告公

司;公司接到报告后,视事故程度派人赴现

场协助处理.发生责任死亡１人,按人均工

资５００元标准扣减该单位工资总额;全年未

发生责任伤亡事故,按人均１００元标准奖励

该单位安全生产奖.

移动公司消防安全实行分级负责制,总

经理担任安委会主任,主管安全副总经理任

安委会副主任.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方针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各分公司、各

部室(中心)１名领导担任防火负责人,定期

向公司安委会汇报本单位消防工作情况、重

大隐患整改情况、火灾事故调查情况和有关

责任人处理意见.

(二)安全保卫工作

２００２年,移动公司印发«２００２年移动通

信安全生产、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关于认真

做好安全生产、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青海

省移动通信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消防

安全值班人员岗位责任制»«关于加强车辆

安全管理的通知»«关于开展“安全生产月”

活动的通知».１月,移动公司对西宁市区

各营业厅、基站、机房开展防火、防盗、通信

安全检查,对海东分公司进行网络整治安全

检查;４月,对各州(地、市)分公司机房、基

站、营业厅开展防火、通信安全、安全生产检

查.为全省各基站、机房、营业厅等安装报

警器,为保安人员配备警棒(橡皮棒),灭火

器等.

２００４年５月,省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制定防火安全责任制度,逐级

落实,做到职责到位,任务明确.

２００５年,移动公司组织进行防火、灭火

教育培训,逐步提高防火意识和灭火技能,

在岗员工均达到“二知三会”(即知防火常

识、知灭火常识,会报警、会扑救初期火灾、

会疏散自救).

六、物业管理

移动公司设立物业中心,负责移动公司

办公区、住宅区水、电、暖供应及日常维护和

修理,及时疏通管道、下水道,投放鼠药、蟑

螂药,组织清运垃圾,切实为广大员工做好

后勤保障.负责各类车辆运营、维修管理.

供水、供暖工作:对供暖区锅炉运行进

行维护、保养和修理,保养修理锅炉、电机和

水泵,疏通办公区及各家属区下水,拆除、更

换、维修暖气管道、生活用水管道,更换维修

阀门,清洗水箱等工作.

环境卫生:物业中心制定«卫生清扫制

度»«垃圾收集管理制度»«住宅卫生管理制

度»«卫生检查评比竞赛制度»,在上级相关

部门“爱卫、创卫”检查中得到好评.

车辆维护:物业中心对车辆维修、维护

实行定点、定额管理.车辆需要维修时,司

机首先向车辆主管部门负责人报告,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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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缺陷记录、车辆修理申请表;物业中心

查验、核实修理申请表,签署意见,方可将车

辆送到公司指定汽车维修中心修理.汽车

车辆实行定点加油,移动公司与指定加油站

签订供油合同(加油站每周报告１次油价),

实行定人、定车加油.公司对生产车用油情

况实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里程表,监控车辆

运行、用油情况.

第四节　铁通青海省分公司

　　一、经营管理

铁通青海省分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

总经理对企业经营生产管理负全面责任,是

企业经营生产管理和行政工作组织者、领导

者,拥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业务工作指挥权、

企业人事任免权和对员工的奖惩权.

(一)经营责任制考核与工资总额管理

２００１年,铁通公司为适应铁路通信改

革和电信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益,落实经

营责任制,制定«２００１年工效挂钩实施办

法»,通过经营业务指标、挂钩指标、挂钩基

数的制定,对各分公司经营、管理状况进行

综合性考核,依据考核得分进行工资总额结

算;再由各分公司依据基层单班组经营情况

的考核结果发放给职工.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结合“三项制度”改

革,修订«２００２年度铁通青海分公司工效挂

钩办法»与«２００２年度铁通青海分公司经营

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格尔木分公司、

西宁通信段及各营业部是经营责任制考核

责任单位,本着精简机构、有效组建劳动组

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公司下达的经营

任务;各经营单位可按公司下达计划,自行

调整成本结构,形成对员工政治思想、工作

绩效挂钩的薪酬考核分配激励机制.各经

营责任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实行风险抵押金

办法.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对生产人员、市场营

销人员、管理人员进行定员编制.生产人员

编制标准:格尔木分公司光(电)缆每３５皮

长公里１人、西宁通信段光(电)缆每４３皮

长公里１人(人员包含网络维护、工程技术、

安全生产及司机等各工种人员);核定市场

营销人员２４６人(格尔木１２０人,西宁１０５
人,海东５人,乐都、民和、海南、海北各４
人);管 理 人 员 按 生 产、营 销 人 员 总 数 的

４５％配置(格尔木１６人、西宁通信段１０
人、西宁营业部８人),管理人员中的领导职

数由省公司确定.基层单位机构设置:格尔

木分公司设网运部(运维中心)、市场营销

部;西宁营业部设运维中心、市场营销部、营

收中心;西宁通信段设技术部(运维中心).

上述机构负责人按单位中层管理岗位对待.

按铁通集团公司规定,本次调整减员分

流１２７人,进入新组建的多种经营管理中心

及格尔木分公司、西宁通信段、西宁营业部

的多种经营发展中心.

铁通公司对铁路专用通信维护单位实

行定员与安全质量双挂钩办法,对市场经营

单位实行经营收入指标与用户服务指标双

挂钩办法.按经营收入万元的相应比例提

取超额奖励绩效工资,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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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各单位制定内部绩效考核办法,以收

定支,量化考核,使员工收入直接与单位经

营成效及个人绩效得分紧密挂钩,调动员工

生产积极性.７月,铁通公司印发«关于建

立绩效考核机制、全面实行工效挂钩办法»,

员工工资由基础工资、效益工资、奖励工资

３部分组成,突出效益工资所占比例,使员

工主要收入与本人工作业绩直接挂钩(基础

工资发放数额按本人月度工资６５％核定).

２００４年１月,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

公司由铁道部划归国资委,更名为中国铁通

集团有限公司.铁通公司印发«铁通青海分

公司２００４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实施办

法»,确定２００４年工效挂钩结算工资总额＝
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 ＋ 当年新增效益工

资＋考核工资＋其他工资,实行收入增量与

工资含量挂钩,各分公司及部室实行经营管

理与业务收入完成指标综合考核、分档调

控,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１２月,印发«２００５年经营责任制考核办法»,

将经营责任制考核范围调整为各地(市)分

公司、西宁铁道通信服务中心及实业公司的

党政正副职,每季度由省公司总经理办公会

组织考核,年底总结算.同时,实行风险抵

押金缴扣办法,各单位领导按不同岗位设立

的数额预缴风险抵押金.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根据中国铁通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铁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

钩宏观调控实施办法»,印发«铁通青海分公

司直管单位工效挂钩考核办法»,重新修订下

发«铁通青海分公司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

钩宏观调控实施办法»,明确工效挂钩结算工

资总额＝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当年新增效

益工资＋考核工资＋其他工资.对市分公司

实行新增效益工资＝与电信主营业务收入挂

钩提取的新增效益工资＋利润总额(指扣除

利息、所得税、折旧、摊销之前的利润总额)挂

钩提取的新增效益工资.考核工资为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安全生产和人身安全等指标

考核计算的工资.其他工资为按政策规定

在工资总额结算中单列的工资.

(二)业务发展策略

１．语音业务

２００１年公司成立初期,电话交换网覆盖

局限于铁路沿线及市内点状区域,铁通公司市

场营销策略是发展集团客户即大客户.

２００２年,随着通信网络接入条件逐步

改善,铁通公司提出“开拓市场、全员营销,

市场调查、重点攻关,回访用户、项目挖潜,

发展代理、合作经营”业务发展策略,实现分

类营销和规模营销.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围绕“激活存量,开

发增量”的原则,根据网络资源分布情况,提

出在交换局１公里内及通信管线附近发展

语音及互联网业务用户的综合服务策略,延

续大客户营销及合作经营与代理策略.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学习福建铁通“围楼

营销”经验,实施“全业务发展”策略,把开发

“增量”转为向“存量”用户营销,以存量固话

用户发展带动新增宽带用户发展,以“扫街”

带动沿街商企和公话业务的发展.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贯彻“以三点一线带

动两翼”的方针,重点发展西宁、海东、格尔

木３个铁路沿线区域,兼顾其他地区,实行

专业化经营发展策略,重点发展互联网数据

业务,做强专网市场,带动公司效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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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数据业务

２００１年,铁通公司数据业务以实现窄

带拨号功能、满足本网电话用户上网需求为

经营思路.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互联网业务营销策

略是重点发展IP电话、拨号及专线接入、网

吧等业务.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全国互联网二期工

程完成,互联网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经过对

其他运营商同类业务资费及销售进行调研,

了解用户对宽带业务需求和价格的敏感度,

制定具有竞争力的销售价格政策,提供多种

接入方式,使得互联网业务取得较快发展.

２００４年,铁通互联网(CRNET)带宽拓

展,互联网及增值业务发展确定４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 ADSL个人用户,通过营销、

价格、服务措施让用户切身感受铁通 ADSL
业务优势.二是发展企业集团用户,选择社

会影响面大、有代表性的典型企业为其提供

互联网服务.三是规范发展网吧等经营性

用户.四是开发增值业务,增强内容服务.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坚持“扩大宽带业务

规模、提高数据业务市场份额及收入占比、

强化数据业务服务”发展思路,开展“西海影

院”“中学生在线”的内容服务.

３．铁道通信服务业务

铁通公司在巩固、完善原有铁道通信业

务的基础上,跟踪运输需求,在扩大服务范

围、增加通信业务品种、提高服务质量上下

功夫.关注铁路通信业务市场的二次开发,

推进铁路信息化建设发展.

(三)管理制度

２００１年,铁通公司在建立和完善经营

机构时,建立省、市两级管理体制,制定«市

场经营指标管理制度»«经营业绩考核制度»

«营销策划工作制度»«营销合同保管制度»

«大客户管理制度»«客户服务标准及考核制

度»«投诉管理制度»«资费管理及码号管理

制度»及«营销经营责任制考核办法»«客户

发展建设项目建议书实施办法»«大客户信

息管理要求»等,使得企业经营管理规范化.

１．实现经营状况动态管理

２００１年６月,铁通公司建立经营月度

报表制度;９月,印发«铁通青海分公司经营

业务统计报表管理办法».

２００２年３月,铁通公司印发«铁通交换

网运行情况月报办法»;４月,印发«铁通青

海分公司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铁通公司执行信息产业

部发布的«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结算及中继费

用分摊办法».

２００４年６月,铁通公司印发«公司电信

业务省间摊分结算办法».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启用经营分析系统,

对各类业务经营信息进行实时收集、监控和

动态分析管理.

２．资费管理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省通管局下发«关于铁

通青海分公司电信业务资费标准的批复».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国家计委、信息产业部

印发«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程序规定(试行)».

铁通公司对各电信业务资费标准和收费项

目进行检查清理,向省通信管理局上报«铁

通青海分公司关于进行电信收费项目清理

情况的汇报».

２００３年２月,铁通公司印发«铁通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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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电信资费管理办法(试行)».按照信

息产业部及省通信管理局«关于开展电信服

务质量和电信市场价格无序竞争专项整治

活动的通知»和传真电报«关于电信市场价

格无序竞争专项整治活动执法尺度的通

知»,铁通公司开展服务质量和市场价格无

序竞争专项整治活动.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铁通公司印发«青海省

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管理规定»,对资费方案

审批管理原则、管理工作参与部门及职责、

上报的资费方案内容和审批流程进行细化.

３．码号管理

２００２年４月,铁通公司印发«铁通青海

分公司码号资源管理办法»«铁通青海分公

司码号申请及使用管理规定».

２００３年４月,铁通公司转发信息产业

部«关于电信网码号资源收费问题»;７月,

印发«铁通青海分公司码号使用情况报备»

材料.

２００５年底,铁通公司共有２５万个本地

网局号资源,全部建立码号台账,纳入规范

化的管理.

４．营收纪律

２００２年７月,铁通公司印发«铁通青海

分公司营业款管理体制办法».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出台«十一不准»的

营收纪律.(１)不准开展未经许可经营的业

务;(２)不准开展未经许可的业务合作;(３)

不准进入未批准的区域市场;(４)不准使用

无资质的建设单位和无进网许可证的产品;

(５)不准为非法经营者提供码号和非法接

入;(６)不准擅自改变话务路由方向;(７)不

准亲属代理、合作经营铁通业务;(８)不准擅

自改变用户类型和资费标准;(９)不准接受

商业贿赂;(１０)不准套取、截留、挪用、侵吞

营业款;(１１)不准在业务经营中欺瞒用户.

(四)业务管理

１．固定电话业务

２００２年２月,铁通公司印发«有人值守

公用电话结算办法»及«铁通公司公话设备

管理规定(试行)».

２００４年２月,铁通公司印发«铁通青海

分公司公话超市、连锁店经营管理办法(试

行)»;４月,印发«铁通青海分公司公用电话

业务管理办法(暂行)».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印发«关于建立公司

用户流失预警分析和挽留工作机制的通

知».

２．卡类业务

２００２年３月,铁通公司下发«铁通青海

分公司卡类业务销售、管理办法».

２００３年６月,铁通公司下发«铁通公司

卡类业务运维安全管理办法(暂行)».

２００５年５月,铁通公司通报外省发行

的企业联名卡在全省低价销售情况;１１月,

印发«全国漫游企业联名卡业务管理规定

(暂行)»,禁止企业联名卡跨省低价倾销

行为.

３．大客户业务

２００２年３月,铁通公司印发«铁通青海

分公司大客户营销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０４年,铁通集团公司出台新业务及

大客户营销指导意见,印发«中国铁通全国

性大客户运维服务管理规范».

２００５年２月,铁通集团公司印发«中国

铁通全国性大客户运维服务管理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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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渠道代理业务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铁通公司为规范业务代

理行为,转发«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代理管理办法».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制定代理合作渠道

管理 指 导 意 见,整 顿 和 规 范 代 理 渠 道 的

工作.

２００４年６月,铁通公司印发«关于规范

电信业务代理行为规定的通知»,规范代理

商代理电信业务的行为.

２００５年３月,铁通公司转发«中国铁通

电信业务代理管理办法»;４月,转发信息产

业部«关于开展规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经营

行为专项治理整顿活动的通知»;９月,印发

«开展整顿和规范公司代理渠道的通知».

(五)管理信息化

２００２年３月,铁通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建成,开通“１００５０”客户服务热线,客户服务

实现信息化管理.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计划在三年内建成

铁通内部局域网,形成以业务支撑系统、网

管系统和办公系统为核心的综合信息支撑

系统,实现各个系统间的信息共享,提高工

作效率、质量管理及决策水平.

二、人力资源管理

(一)员工队伍

２００１年４月,从西宁铁路分局划转铁

通公司员工７８７人(其中西宁通信段３５８
人,格尔木分公司３９７人,其他３２人).逐

年变动情况见下表.

铁通青海省分公司劳动用工情况
表５Ｇ４Ｇ１ 单位:人

年份
职工总数

总数 其中:女性
在岗职工 非在岗职工 其他从业人员

２００１ ７８７ ２７８ ７６０ １９ ８

２００２ ８０１ ２８１ ６９５ ９２ １４

２００３ ８２０ ２８５ ６８５ １０７ ２８

２００４ ８４６ ２８７ ６９３ ９８ ５５

２００５ ８５７ ２７８ ７０６ ９６ ５５

　　(二)用工制度

铁通公司员工分为合同制用工和劳务

派遣制用工２种.合同制用工按照中国铁

通集团公司每年下达的计划数额,由铁通公

司录用新毕业大学生、复转军人及转正部分

派遣制员工,补充因退休、离职产生的岗位

缺员,保持公司合同制员工队伍的稳定.

铁通公司劳务派遣制员工的用工计划

数额及用工管理按铁通青海分公司«其他从

业人员用工管理办法»执行.

(三)薪酬管理

２００１年,铁通公司下发«关于２００１年

增加员工工资的通知»,对原执行的铁路工

资体系进行调整.按铁道部铁劳〔１９９３〕１９５
号文件规定的岗位工资标准,比照现有岗位

工资档序增加岗位工资;本次增加的岗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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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冲销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按劳卫〔２００１〕字

３４号文件规定增加的岗位工资,但不冲销

增加的效益工资;调整部分新参加工作人员

工资标准.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下发«关于建立员工

岗位效益工资的通知»,建立岗位效益工资.

岗位效益工资标准参照铁劳〔１９９３〕１２５号

文铁路企业岗位工资八类区标准执行,参照

本人现岗位工资核定档别;按照铁道通信公

司规定,提高部分关键技术岗位人员岗位效

益工资标准[西宁地区增加３０％、海石湾—

平安驿—湟源地区增加３５％、湟源以西(不

含湟源)—格尔木—海北州—海南州增加

４０％,人数控制在２５％以内];调整新参加

工作人员临时工资与定级工资标准,并从定

职之日起实行岗位效益工资;内部息岗、退

养人员,按岗位效益工资档别第一档(４３
元)核定岗位效益工资.

１．铁通公司薪酬等级标准

铁通青海分公司薪酬等级与工资标准

见下表.

铁通青海省分公司薪酬等级与工资标准
表５Ｇ４Ｇ２ 单位:元

序号 适应范围(职务名称) 档序 标准

１ 省分公司正职 ２４ １０１５

２ 省分公司副职、工会主席 ２３ ９６０

３ 地(市)分公司、铁服中心正职,各部处室正职、高级技术职务 ２２ ９０７

４ 地(市)分公司、铁服中心副职、各部处室副职 ２１ ８５７

５ 通信段段长、公司各部室业务主管、中级技术职务 ２０ ８０９

６
地市分公司、铁服中心各部(室)正职、车间(领工区)正职、州(地)市(县)经营部经理、省分
二级机构正职

１９ ７６５

７
地市分公司、铁服中心各部(室)副职或者业务主管、车间(领工区)副职、公司二级副职、公
司各部室业务经理

１８ ７２２

８ 地市分公司、铁服中心各部(室)业务经理、助理技术职务 １７ ６８０

９ 省分公司各部室业务员、会计员、部员、调度员 １６ ６４１

１０ 地市分公司、铁服中心各部室业务员、会计员、部员、调度员及技术职务 １４ ５０７

１１ 省分公司事务员、打字员、出纳员 １３ ５３２

１２ 地市分公司、铁服中心事务员、打字员、出纳员 １２ ５００

１３ 门巡员(兼茶炉工) ８ ４１５

　　２．绩效管理

(１)单位绩效管理

２００１年,铁通公司为适应铁路通信改

革和电信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益,落实经

营责任制,制定«２００１年工效挂钩实施办

法»对下属生产单位实行经营责任制考核,

并将单位的绩效与工资总额挂钩,其主要内

容包括经营责任制考核指标与考核办法,挂

钩工资总额基数的核定与调整,工效挂钩工

资总额的结算与工效挂钩工资发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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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实行“三项制度”改

革,重新调整«绩效考核制度与办法»,将考

核指标与各单位经营业务收入、安全生产、

服务质量完成情况挂钩,按各单位的业绩考

核得分发放绩效工资,保证铁通公司年度经

营目标完成.为体现省分公司机关与各现

场生产单位同奖同罚的原则,机关各部室也

纳入本年绩效考核体系之中.

２００５年,为适应经营发展要求,发挥工

资分配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根据铁通公司«中国铁通工资总额与经

济效益挂钩宏观调控实施办法»,铁通青海

分公司制定下发«铁通青海分公司直管单位

工效挂钩考核办法»,实现按劳分配、同岗同

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２)员工绩效管理

２００１年,铁通公司核定管理和生产人

员岗位工资档次,体现“以岗定薪、易岗易

薪、拉开档次、兼顾公平”的原则.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各单位实行员工绩

效考核办法,将市场收入、大通道安全、优质

服务等内容作为考核指标,采取捆绑浮动的

形式,对职工工作业绩综合考核.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将经营业务收入,固

话、ADSL 装 机 数 量 等 指 标 纳 入 绩 效 考

核中.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实行“一定四弹挂”

工效挂钩考核办法,即定任务,将工资、成

本、定员、投资与各单位经营业务收入、装机

状况进行弹挂,实现动态管理.９月,按照

外部通信市场及经营管理形势变化,“封薪

存档”,执行单价乘工作量方式的“基础工

资＋效益工资”工效挂钩考核分配办法.

(３)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发放情况

铁通青海分公司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岗位工

资、绩效工资发放情况见下表.

铁通青海省分公司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发放情况
表５Ｇ４Ｇ３ 单位:万元

年份 岗位工资 绩效工资 工资总额 绩效工资比例 人均工资

２００１ ８９４３８ ５９６２５ １４９０６３ ４０％ —

２００２ ９００７４ ６００４９ １５０１２４ ４０％ —

２００３ ９１１８９ ６０７９３ １５１９８３ ４０％ —

２００４ １０３００２ ６８６６８ １７１６７ ４０％ —

２００５ ９５４６ ６３６４ １５９６７ ３９８６％ ３７

　　４．劳动保险

(１)养老保险

铁通公司成立后,维持铁路系统基本养

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政策,基本养老保险

依照«青海省城镇企业养老保险规定»标准

执行,个人账户的记账比例为个人缴费工资

总额的１１％,其中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为缴

费工资总额的８％,企业划转部分为３％.

(２)基本医疗保险按照«西宁市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企业按职工工

资总额的８％缴纳、职工按２％缴纳,个人应

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由企业按月代为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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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划入个人账户比例:３５周岁

以下,按本人缴费基数３％划入;３５~４５周

岁,按本人缴费基数３４％划入;４５周岁至

退休前,按本人缴费基数３７％划入;退休

人员按本人缴费基数５４％划入.

职工住院、门诊特定项目发生符合基本

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费用,统筹基金起付标

准及以下的由职工从个人账户支付或自付;

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根据

“分段计算,累加支付”原则,由统筹基金和

个人共同分担.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包括个

人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的２％存入的

缴费和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按一

定比例划入个人账户部分及相应利息.退

休人员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补充医疗保险维持铁路补充医疗政策,

由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２％缴纳.

(３)失业保险

２００２年５月,铁通公司执行«西宁市失

业保险办法»,依法参加失业保险.企业按

照参保职工工资总额的２％缴纳失业保险

费,职工按照本人工资所得的１％缴纳失业

保险费.

(４)工伤保险

铁通公司按照青海省实施的«工伤保险

条例»办法与«西宁市工伤保险实施细则»规

定参加工伤保险,由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

职工因工受伤或患职业病,享受工伤医疗

待遇.

(５)生育保险

铁通公司按照«西宁市城镇职工生育保

险办法»规定参加生育保险.由企业按上年

度职工缴费工资基数的０８％按月缴纳生

育保险费.

５．离退休人员管理

２００１年铁通公司成立时,西宁铁路分

局没有划转退离休人员.２００５年,陆续退

休人员累计１６人.铁通公司人力资源部负

责退离休人员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本着使离退休职工“老有所养、老有所

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的原则,人力资源部专人定期与退休职

工沟通,了解信息,组织开展活动和慰问,为

离退休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保障离退休职

工晚年生活安定,确保了离退休职工队伍稳

定和谐.

退休人员成立退休党支部,有２个党小

组,组织生活制度健全.退休人员中党员

１１人,占退休人员的６８７５％.

三、财务管理

铁通公司财务实行二级核算,公司设财

务部,西宁、格尔木市分公司设财务科,配备

财会人员.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建立财务指标月、季、年分析制度,对大额资

金支付实行联签办法,加强成本管控.

(一)财会制度

２００１年,铁通公司印发«铁路会计基础

工作规范化单位考核管理办法».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印发«铁通公司财务

会计工作要点»«铁通公司卡类业务管理及

会计核算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公司收入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执行集团公司«铁通

公司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试行)»«铁道部关

于进一步明确会计工作规范化目标不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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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会计工作规范化的通知»及«中国铁通集

团有限公司会计核算办法»,对会计核算、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告及会计档案等

进行规范.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组织财务人员参加

清产核资培训.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组织财务人员参加

企业会计准则培训,开展以学习«会计法»

«企业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准则»为主要

内容的“练功比武”竞赛活动.

(二)资金管理

２００２年３月,铁通公司成立省公司营

收中心,承担省公司及西宁、格尔木２个通

信段营收业务管理及指导职能.下发«铁通

青海分公司营收机构和营收人员岗位职

责»,明确各营收机构、人员的岗位职责及管

理办法.

１．营业收入缴存管理

为规范铁通公司营业收入核算,确保业

务收入真实、完整,下发«铁通青海分公司营

业收入稽核办法»,规定营业收入稽核流程

及方法,建立营收报表体系和营收台账.

２．与资金相关的业务管理

铁通公司转发、下发«铁通公司卡类业

务管理及会计核算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公

司收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铁通青

海分公司票据管理办法»«关于强化营收管

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规范与资金相关的

各项业务.

(三)铁通公司财务收支

５年间,铁通公司主营业务迅猛发展,

电信业务总量逐年增长,超额完成铁通集团

公司下达计划.详情见下表.

铁通青海分公司财务收入情况
表５Ｇ４Ｇ４ 单位:万元

年份 电信业务总量 业务收入 业务成本

２００１ ２８５ ３５５４５８ ２８３５６

２００２ １３５９４５ ５０１８６５ ３７９４７７

２００３ ２７３３６２ ６５１２６２ ５０５７５２

２００４ ４２７３０８ ８１４３０９ ６４５３４８

２００５ ５０１１ ９２０６４ ７３０２０８

　　(四)固定资产管理

铁通公司执行«中国铁通建设投资财务

管理及会计核算规程»,规范在建工程管理、

工程结算及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及

时将竣工的建设项目转化为固定资产.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下发«中国铁通集团

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对固定资产

划分的范围、分类,固定资产的计价,计提固

定资产折旧方法及年限,固定资产增减及处

理程序,闲置固定资产的处置,固定资产的

记录,固定资产清查,固定资产分析等方面

作了统一的规定.要求各分公司规范固定

资产盘盈、盘亏、报废、毁损等审批工作,防

止资产流失.加强固定资产动态管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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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固定资产的数量和价值,在组织资产存

量流动和增量投向上做到合理配置,提高固

定资产利用率.

(五)财务监督检查

铁通公司设立了会计检查机构.印发

«青海分公司财务会计监督检查实施意见»,

规定财务会计检查主要内容和范围,建立财

务会计检查报告制度和奖惩制度.省公司

定期组织财务大检查和专项检查,对地(市)

分公司进行检查指导.同时,接受中国铁通

集团公司财务监督检查.

(六)企业审计

铁通公司成立之初,审计部与财务部合

署办公,２００５年９月,单独成立审计纪检监

察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间,铁通公司下发«铁道

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收支审计办法»

«铁通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规定(试行)»«铁通

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标准»«中国铁通内部审

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国铁通企业领导

人经济责任审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中

国铁通工程建设项目审计管理办法»等.

(七)内控管理

２００１年,铁通青海分公司从西宁铁路

分局分离出来,企业经营体制发生重大转

变,铁通公司为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建立投

资评估与评价考核制度,加强对大额资金的

管理,完善投资计划审批制度,避免投资

风险.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推行全面预算管理,

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同时加大财务审计和检

查力度,促进财务管理规范化.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规范通信建设项目

设计会审、招投标、项目发包、工程施工、工

程验收工作,落实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监督

制度,对建设项目实行闭环管理,实现通信

建设项目进度、质量、投资“三控”.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制定«铁通青海分公

司管理人员离任交接制度».对领导人员任

职期间经营管理、资产负债、财务收支、未入

账资金和对外担保和承诺等情况进行审计,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３月,下发

«铁通青海分公司通信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

暂行规定»,规范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制度,

对招标标准、投标单位资质评审及议标整个

流程实行标准化操作.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印发«铁通青海分公

司施工规范»,规范施工质量标准.转发铁

通集团公司«中国铁通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补

充规定»,解决施工与运维体制合一产生的

“粘连”问题.

四、其他管理

(一)文档管理

２００１年４月,铁通公司办公室设文档

管理岗位,编制为１人,负责公文运转、审核

及文件归档工作.９月,转发«铁道部公文

处理办法»«铁道部机关公文格式»«铁道通

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文书档案管理办法»,

对所属各单位公文办理、管理、归档进行

规范.

２００２年初,铁通公司发文规定各基层

单位至少应配１名专职文档管理人员,公司

各基层单位都按要求配备了文档管理人员.

２００３年７月,铁通公司制定«铁通青海

分公司公文处理办法»,将分散管理的文书、

科技、会计档案集中,实现档案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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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管理

２００２年２月,铁通公司印发«铁通青海

分公司合同管理办法»,合同实行分级、归口

管理,省公司办公室是归口管理部门,所属

各单位(部门)根据业务分工,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签订有关合同(工程承发包

合同归口工程建设部、物资采购合同归口物

资采购部、市场营销合同归口市场部).实

行承办人负责、重大合同会签、授权委托、合

同专用章管理等制度.各市分公司同时实

行合同专人管理.

２００５年１月,铁通公司修订印发«铁通

青海分公司合同管理办法»,细化签订合同

事前审查程序,重点做出会签合同的要求.

规定涉及付款的合同一律由省公司总经理

为最后签字人;市级分公司９类合同必须报

省公司审核批准;合同用印前提条件是合同

会签程序齐全、规范、有效.９月,制定«中

国铁通青海分公司合同专用章管理使用办

法»,将合同资料由综合部归口保管.

(三)普法教育

铁通公司采取举办法律法规专题讲座、

法制培训班、以会代训、试题答卷等形式,多

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干部、职工法制宣传教

育,增强依法经营观念和遵纪守法意识.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组织进行«安全生产

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教育.

２００４年,铁通公司组织学习«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信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市

场监管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依法治理电

信市场的若干规定»,开展“以案说法”警示

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懂法、守法.

(四)物资采购

２００１年公司成立之初,铁通公司物资

采购管理由通信业务部(２００２年更名为计

划建设部)承担.２００５年１１月,铁通公司

成立物资采购管理中心,承担铁通公司、各

地(市)分公司及通信段工程建设、维护所需

物资采购,及指导、监督各市分公司、通信段

物资采购管理工作.

铁通公司物资采购由物资采购中心集

中管理.小额零星物资由地(市)分公司采

购,选择的生产厂家、规格型号、单价遵循省

公司相关规定;对公司各地(市)分公司物资

采购各环节进行监督.

２００１年８月,铁通公司印发«铁通青海

分公司物资采购管理办法»,对物资计划管

理、组织供应、物资验收、自购料及物资管理

工作流程做出明确规定.建立铁通公司物

资使用流程,细化物资材料申报、领取、使用

手续.

２００４年,公司属地化管理后,修订下发«铁

通青海分公司物资采购管理办法»,在原办法

基础上详细地规范铁通公司物资管理工作,明

确省公司及地(市)分公司管理权限和责任.

２００５年,铁通公司下发«铁通青海分公

司废旧设备物资管理办法»,对废旧物资管

理、调配处置、结余物资回收做出规定,规范

废旧物资归集、回收和处理流程,降低生产

成本.

五、安全保卫

(一)安全保卫体制

２００１年,铁通公司下发«铁通青海分公

司劳动安全管理办法»,成立公司劳动安全

委员会,建立安全生产督导、卡控及问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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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安全保卫具体职能由公司办公室管理.

７月,制定下发«铁通公司加强铁路专运警

卫任务通信保障工作».

２００３年,铁通公司制定«铁通青海分公

司安全保卫责任制实施办法»«铁通青海分

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实施办法»,成立公司安

全保卫责任制领导小组和防灾领导小组,围

绕公司经济体制改革、通信建设发展和铁路

运输生产开展安保、消防工作.

２００５年５月,铁通公司转发信息产业

部«通信网防御雷电安全保护检测管理办

法»,建立防雷管理检查制度,安排专人做调

查、统计、分析及鉴定工作.

(二)安全保卫工作

２００２年,铁通公司根据铁道部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和铁通公司电报要求,自５月

１２日至６月１０日,对通信设备、建设工程、

劳动安全、消防安全、防雷防汛等开展检查

整治和安全大检查专项活动.着重检查安

全思想意识、安全管理制度、设备维护质量、

劳动纪律与作业纪律等落实情况.

２００３年３月,根据铁道部«关于开展防

火防爆安全大检查的情况通报»,铁通公司

开展防火防爆安全大检查、大整治活动.９
月,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完善交通

安全管理制度和办法,增强全员特别是机动

车辆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为建立交通安

全管理长效机制奠定了良好基础.

２００４年５月,铁通公司开展“安全生产

月”活动.下半年,根据铁道部秋季消防安

全工作部署,铁通公司对各通信机房进行消

防安全专项检查.少数通信机房存在机房

孔洞未封堵、未防火包扎,手提式灭火器过

期使用等问题,随即安排专项资金对各通信

机房孔洞进行封堵,通信机房全部改用CO２

半自动灭火装置;西宁通信枢纽楼安装自动

灭火装置.保证了通信机房安全.

第五节　网通青海省分公司

　　一、经营管理

２００４年２月,网通公司制定«青海省

通信分公司绩效考核办法(试行)»,通过对

员工阶段性工作成绩、工作能力考核,把握

员工的实际状况,为教育培训、变更工作及

提薪、晋 升、奖 励、表 彰 提 供 客 观 可 靠 的

依据.

　　二、人力资源管理

２００３年４月,网通西北公司青海分公司

筹备工作完成,到位员工２３人,其中,中专以

上学历２２人,专业技术职务人员１５人.

２００５年,网通公司聘任高级项目经理３
人、项目经理１１人、主管１０人.其岗位设

置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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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通青海分公司各类岗位设置情况
表５Ｇ５Ｇ１ 单位:人

部门 ２００５年

总经理 １

副总经理 １

综合与法律部 ５

财务部 ３

市场部 ２９

计划建设部和运维部 １７

采购和物流中心 ２

支撑共享中心 ７

各地分公司(网络部) ２

劳务工 ３０

　　网通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任务:适用公司

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明确公司人员规模、人

员结构和岗位职责,采取有力措施吸引和招

揽优秀人才加盟,积极开展对员工教育培

训,提升员工素质,并制定合理考核体系和

薪酬计划,有效激励员工,为公司赢得竞争

优势提供保障.

(一)管理制度

１．绩效考核办法

以岗位职责为主要依据,按照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考核办法及考评流程进行考核.

员工直属主管主持考核,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差别性等原则以保证考核的客观性与激

励性.考核分为月、季、半年、年度考核.年

终考核用于年终奖金、调薪和职务晋升.

考核 实 行 百 分 制,工 作 能 力、成 绩 占

６０％,协作配合、工作态度、作风建设、廉政建

设、工作质量等占３０％,组织纪律占１０％.

员工绩效考核由人力资源部统一组织

归口管理,各部门和直属单位考核按照下列

流程:员工对本人工作实绩与行为逐项评

分;直接主管对下属工作实绩与行为逐项评

分;直接主管将考核结果告知员工并与员工

面谈,如本人有不同意见,可向上一级主管

提出申诉并由上一级主管做出最终考核;半

年考核时,各部门向人力资源部报送绩效考

核汇总表备案,各月和半年绩效考核表存放

各部门;年终考核时,将年度绩效考核表和

考核汇总表一并送交人力资源部备案.考

核等级标准见下表.

网通青海省分公司考核等级标准
表５Ｇ５Ｇ２

等级
分值

A B C D E

≥９０ ≥８３ ≥７２ ≥６１ ＜６１

注:奖罚办法:采用月考核季兑现的方式,每年按季度汇总,一年４次考核结果,年终汇总评定员工工作业绩.在季度考评
得 A者绩效工资得１００％,得B者绩效工资得９０％,得C者绩效工资得７０％,得 D者绩效工资得５０％,得 E者绩效工
资为０.全年考评得３次E以下待岗培训,只发生活费;一个季度后重新考评,仍不合格者劝其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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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员工考勤制度

２００３年２月,网通公司印发«网通集团

青海省分公司员工考勤制度(暂行)»;２００４
年２月,修订印发«青海省通信分公司员工

考勤制度».

公司实行二级考勤管理制度,各部门兼

职考勤员负责本部门员工日常考勤,综合部

负责汇总综合考勤管理.公司星期一至星期

五工作时间为８:３０~１２:００,１４:３０~１８:００.

公司不鼓励、不提倡加班,鼓励员工在

工作时间内提高效率,完成工作任务;员工

加班,须经部门经理审批,并报综合部备案;

管理人员加班,采取调休制.

３．请休假管理办法

２００３年２月,网通公司印发«网通青海

省分公司员工请休假管理办法(暂行)»,详

细规定了假期种类、假期的标准、请假程序、

请假纪律等方面的要求.

(二)劳动用工管理

１．劳务用工

２００３年７月,网通公司印发«劳务用工

管理办法(试行)»,对劳务工的招聘、管理、

待遇及劳动人事代理合同的终止和解除做

出规定,建立劳务用工管理制度.

２００４年８月,网通公司印发«关于加强

招聘劳务工管理的通知»,各部门需增加有

底薪劳务工时,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并填写

«招聘申请表»上报公司;在公司批准后,由

综合部协同劳务工需求部门共同商定招聘

方式、考试方式,综合部牵头实施,并签订相

关劳务用工协议.

２．员工招聘管理

２００３年２月,网通公司印发«员工招聘

管理暂行办法»«大中专毕业生招聘管理暂

行办法»;３月,印发«员工招聘管理实施细

则(暂行)»,为企业补充有生力量,在社会和

其他企业招聘人才起到保证作用.３月,印

发«网通青海省分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

规定网通公司所有员工,必须与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社会招聘人员(包

括应届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在试用协议

期满考核合格后,方可签订劳动合同.

(１)员工的责任和权利:员工在公司担

任一定的职务,履行和行使公司委托的职责

和职权,忠诚地为公司服务;员工在公司承

担一定的工作,须遵守公司规章制度、爱护

公司财产、服从工作分配和忠诚勤勉地工

作;员工有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责任,公司

与涉密岗位的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员工如有

用不正当手段摄取、披露或允许他人使用、

占有公司的商业秘密行为,公司有权追究其

经济、行政等方面责任,触犯刑律的,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员工在公司服务期间,未经公

司书面同意,不得在外兼职从事与本公司经

营业务有竞争关系的工作,也不得直接或间

接参与公司以外经营实体各项工作;员工不

得将公司财产、资料用于未经公司允许的活

动.员工任职期间的职务发明创造成果所

有权属于本公司.

(２)公司的承诺:公司根据国家及地方

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安排员工工作时间;

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享受国家及公

司规定的各种假期;公司为员工提供合适的

工作岗位及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产条件,建

立健全各类工作流程、工作规范、劳动安全

措施,并根据岗位实际情况为员工提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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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用品和发放津贴;女职工在孕期、产期

和哺乳期间,公司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公司

组织员工不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３)劳动报酬:公司实行由岗位工资、绩

效工资组成的工资制度;招聘人员试用期内

按公司有关规定的待遇标准执行.

(４)保险和福利待遇:公司为员工办理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以上各项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计提基数和比例根据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相

关规定办理;员工在合同期遇到因公负伤、

致残、死亡等情况,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公司根据国家及公司相关规定为员工

提供其他福利待遇.

(５)学习培训:公司为员工提供包括职

业道德、企业文化、岗位技能和专业技术等

方面的培训;公司选派骨干员工到国内参加

学习或培训(超过一个月的),员工应签订相

关协议.

(６)劳动合同的终止与续签:劳动合同

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

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员工到达法定退

休年龄,劳动合同自行终止.

劳动合同期满,任何一方提出不与对方

续签合同,均应在３０日前向对方提出书面

通知书.劳动合同期满,公司和员工协商一

致,可以续签劳动合同,续签劳动合同不再

约定试用期.合同到期并不再续签劳动合

同,员工应在合同到期之后２日内办理离职

手续.

(三)薪酬管理

网通公司薪酬制度按照原西北公司薪

酬体系标准执行.在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日和６
月３０日分别完成老网通、吉通融合后,他们

的薪酬本着“就近就高”原则全部纳入上述

薪酬体系.

２００３年４月,网通公司印发«青海省通

信分公司薪资制度实施方案(暂行)».根据

西北通信公司«关于印发薪资标准的通知»

«南方区域公司与所属省级分公司管理的指

导意见»,结合青海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

案(暂行).待集团公司出台新的薪资标准

后另行制定实施方案,多退少补.

网通公司薪资分为固定部分(含岗位工

资和综合补贴)、浮动部分(含绩效工资和筹

备工作奖).详情见下表.

网通青海省通信公司薪资标准
表５Ｇ５Ｇ３ 单位:元

岗位
分类

工资等级

管理岗 业务岗

固定部分

岗位工资 综合补贴

月标准 月标准
小计

浮动部分

绩效工资 筹备工作奖

月标准 月标准
小计

合计

一 总经理 — ５５２５ ５９３３ １１４５８ ３１２５ ６２５０ ９３７５ ２０８３３

二 副总经理 — ４４９５ ４６７２ ９１６７ 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６６６７

三 — 专业总监 ４１００ ２５４６ ６６４６ １８１３ ３６２５ ５４３８ １２０８４

四 部门经理 高级专家 ３３８０ １６６２ ５０４２ １３７５ ２７５０ ４１２５ ９１６７

五 部门副经理 高级XX经理 ２６４０ １２５６ ３８９６ １０６３ ２１２５ ３１８８ ７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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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岗位
分类

工资等级

管理岗 业务岗

固定部分

岗位工资 综合补贴

月标准 月标准
小计

浮动部分

绩效工资 筹备工作奖

月标准 月标准
小计

合计

六 项目经理 XX经理 ２０９０ ８８９ ２９７９ ８１３ １６２５ ２４３８ ５４１７

七 主管 XX主管 １７００ ５９２ ２２９２ ６２５ １２５０ １８７５ ４１６７

八 主办 XX助理 １３５０ ２５４ １６０４ ４３８ ８７５ １３１３ ２９１７

九 助理 XX员 １０４０ １９８ １２３８ ３３８ ６７５ １０１３ ２２５１

十 机务、报账营销计费处理员 ７９０ １５５ ９４５ ２６１ ５２０ ７８１ １７２６

十一 市话测量 ７３５ １４０ ８７５ ２０３ ４００ ６０３ １４７８

　　(四)劳动保险

１．养老保险

网通公司成立初期,员工主要是从青海

电信公司转换到网通公司的,其养老保险按

青海电信执行的信息产业部和省政府有关

养老保险政策与相应的办法实施的,其养老

保险单位和个人缴纳基数、计算办法及缴纳

比例均与电信公司相同.

２．补充养老保险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网通公司印发«青海省

通信分公司员工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员工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实施办法(暂行)»,企
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

险由省公司集中统一管理,全省实行统一制

度和标准.公司为员工建立个人台账,逐年

进行填写、核对.公司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专

户,实行专项存储,专款专用.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企业补充养老

保险的缴存比例按１∶６执行,职工个人按

本人工龄对应标准,逐月缴存(按月在工资

中扣除).

公司员工享受过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按原标准继续参保;

刚参加工作的新员工,公司建立企业补充养

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个人台账;调
入或辞职后到网通的员工,公司在与原企业

养老保险办公室核对该员企业补充养老保

险金、升值金台账及金额后,一次性补齐.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和个人储蓄性养

老保险金以及升值金,在员工办理退休手续

时,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员工因个人原因离

开企业时,只偿还本人累计缴存的个人储蓄

性养老保险金和升值金.

企业发给生活费的员工在处分、待岗期

间,企业暂停交付补充养老保险,个人也停

止缴存储蓄性养老保险,其重新上岗后,继
续缴存补充养老保险金.

３．医疗管理

２００３年８月,网通公司印发«中国网通

集团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

员工医药费报销办法(暂行)».门诊医药费

实行包干,门诊医药费每月基数为３００元.

按员工在公司服务的年限(司龄)发给本人.

其办法如下:司龄５年(含５年)以内,按基

数的６０％发放;司龄６~１０年(含１０年),按
基数的７０％发放;司龄１１~１５ 年(含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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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按基数的８０％发放;司龄１６~２０年

(含２０年),按基数的９０％发放;司龄２１年

以上,按基数的１００％发放.

司龄计算:来自各通信运营企业(含邮

政)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员工司龄按其在原

企、事业单位工龄连续计算(司龄计算适用

本办法).

４．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

２００３年６月,青海省住房公积金监督

管理办公室下发«关于中国网通青海分公司

‹关于申请提高住房公积金缴交比例的函›

的批复»,同意网通公司从２００３年１月开

始,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个人缴交部

分和单位补贴部分由５％分别调整为８％
和１２％.

三、财务管理

网通公司财务实行一级管理,对分公司

实行“报账制”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各

分公司的银行账户由省公司集中管理,利用

网银系统进行资金的上划和下拨.

网通公司财务管理在中国网络通信集

团公司财务部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国家财经

纪律和集团公司的财务制度;负责公司财务

管理和会计核算等工作,制定、实施财务管

理规章制度及实施细则;组织编制经营计划

与预算,通报各项主要 KPI业绩考核指标

完成情况,负责财务数据、会计报表及说明

的编审和上报;协调公司所属分公司之间的

经济关系,组织实施财务清算和收益分配;

负责组织实施各项收入和成本费用开支核

算;负责各项资产归口管理.

２００４年,业务收入１１０３６７万元,成本

支出３３０１４０万元.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预计业务收入２０５０万

元,业务成本由于“兰西拉”光缆未引接,预

计节约２６０万元;人工成本６９０万元,经营

费用５９０万元,管理费用５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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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电信服务

青海省电信、移动、联通、铁通、网通各公司依据各自的电信网络与营业网点提供固定

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等各种类型的语音、数据、多媒体、信息业务的服务,以满足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通信需求.

第一节　电信服务水平

　　一、电信服务网点

青海电信服务网点除电信、移动、联通、

铁通、网通等各通信公司自办营业厅、营业

部服务网点外,还有与社会渠道合作营业

厅、服务专营店,为各州(地、市)、县、镇的城

乡电信用户提供通信服务.

电信公司２０００年自办营业网点８６个、

租用营业网点１３个、电信业务代办点４９
个、电信业务缴费点１７８个;２００１年自办营

业网点１０９个;２００２年自办网点８０个、租

用营业网点１４个、电信业务代办点２０６个.

移动公司２０００年自办营业网点５６处;

２００１年自办营业网点５７处、合办营业点１
处、代办营业点７处;２００２年自办营业网点

５２处、合办营业点３８处、代办营业点１６９
处;２００３年自办营业点５２处、代办营业点

１７１处、合作营业点３９处;２００４年自办营业

点５０处、特许经营店３８处、授权代理点１７１
处;２００５年自办营业点６６处、合作营业点６

处、特许经营店３８处、授权代理店２６０处.

联通公司２００４年自办营业厅２５个(其

中西宁６个,海东９个,海南３个,海西２
个,海北、黄南、果洛、玉树、格尔木各１个);

２００５年新增营业厅１９个.

铁通公司２００２年自办营业厅１１个(省

公司、朝阳、北山市场、六一桥、五四路,海东

平安,湟源,格尔木北二路、博爱巷,德令哈

迎宾路、祁连路).

网通公司自办营业网点３个(南大街、

交通巷、凤凰城).

２００５年,全省电信营业厅、代办所等营

业网点６０８处.

二、电信委托代理业务

为给广大电信用户提供便利,电信、移

动、联通、铁通等公司还与银行、邮政等单位

合作,在各银行、邮政服务网点办理话费代

收等业务.

２０００年７月,移动公司与农行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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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农业银行各级营业

网点代收移动电话费、代售移动电话卡.

２００１年５月,电信公司与农业银行青海

省分行签订代收话费、代售电话卡合作协议.

９月,联通公司与省邮政局签订代收话费、代

售SIM 卡与“１６５、１７９１１、１９３”注册业务.

２００２年１月,移动公司与省邮政局签订

业务合作协议.

２００３年２月,铁通公司与建设银行青

海省分行签订代收费协议.３月,移动公司

与省邮政局签订邮政营业网点代收移动话

费协议.４月,电信公司与建设银行青海省

分行签订话费代收协议.

２００４年３月,电信公司与工商银行青

海省分行签订代收话费协议.６月,电信公

司与省邮政局签订收费代理协议.

至此,省农业银行、省建设银行、省工商

银行及省邮政局等金融邮政服务网点均不

同程度地代理电信公司、联通公司、移动公

司及铁通公司用户电话费收费业务,为全省

广大用户提供了便利的服务.

三、电信服务状况

(一)电话用户

２０００年后,各电信公司积极建设、扩充

通信网络、高速增容设备,采取各类营销方

式,积极发展通信用户.见下表.

青海省各电信公司发展用户情况
表６Ｇ６Ｇ１ 单位:万户

年 份 电 信 移 动 联 通 铁 通 网 通 合 计

２０００ ３７５５ １６８ ３２８ — — ５７６３

２００１ ４６８ ３５１ １０６ — — ９２５

２００２ ５５８ ５３１ ２５８ ２３ — １３５

２００３ ７０８ ６２６ ３７７ ５４ ０２ １７６７

２００４ ８４８ ６８３ ４９４ ８１ １４ ２１２

２００５ １０２７ ７７ ５４６ ９１ １７ ２４５１

说明:数据中电信、铁通、网通为固定电话用户,移动、联通为移动电话用户.２００５年,全省电信用户２４５１万户,电话普及
率为４７１３％.

　　(二)乡(镇)村通信服务

２０００年,电信公司固定电话２７５５万

户,在全省各州(地、市)、县开通固定电话服

务,开通固定电话的乡镇 ３４９ 个、行政村

１４２３个;移动公司GSM 移动电话用户１４８
万户,开通 GSM 移动电话的县市３９个;联

通公司刚开始经营 GSM 移动通信网络,移

动用户３２８万户,开通GSM 移动电话的县

市９个.

２００１年,开通电信固定电话的乡镇３４８
个、行政村１７４６个,开通“小灵通”的县市４
个;开通移动公司移动电话的县市３９个;开

通联通公司移动电话的县市１６个.

２００２年,开通电信固定电话的乡镇３４６
个、行政村２１７８个,开通“小灵通”的县市９
个;开通移动公司移动电话的县市３９个;开

通联通公司移动电话的县市２９个.

２００３年,开通电信固定电话的乡镇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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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２１７８个,开通“小灵通”的乡镇

１０１个、行政村１５９７个;开通移动公司GSM
电话的乡镇１９７个、行政村２４５９个;开通联

通公司GSM 和CDMA电话乡镇１３８个、行

政村１７９１个.

２００４年,开通电信公司固定电话的乡

镇３４６个、行政村２２７８个,开通“小灵通”的

乡镇１１１个、行政村１５９７个;开通移动公司

GSM 电话的乡镇２７４个、行政村２５７３个;

开通联通公司 GSM 和 CDMA 电话的乡镇

２１１个、行政村１８７９个.

２００５年,开通电信公司固定电话的乡镇

３４９个、行政村２７２４个,开通“小灵通”的乡镇

１８９个、行政村１７６２个;开通移动公司 GSM
移动电话的乡镇３９５个、行政村３５５８个;开

通联通公司 GSM 和CDMA电话的乡镇２９７
个、行政村２２４７个;全省所有乡镇均通固定

电话或移动电话,８６％的行政村通电话.

(三)互联网应用

２００２年,开通电信窄带业务的地市９
个、县４０个,开通宽带业务的地市３个(西

宁、海 东、格 尔 木)、县 １ 个 (平 安);开 通

LAN业务的地(市)２个(西宁、格尔木).

数据和多媒体业务快速发展,政府上网、家

庭上网、企业上网已经启动.用户窄带拨号

上网次数４９２８３万次１９３７６４２万分钟.

２００３年,各州(地、市)均已开通宽带业

务.用户窄带拨号上网次数１０４８２１万次

１６９２７５１ 万 分 钟,宽 带 用 户 上 网 时 长

１３０３３７１万分钟.

２００４年,固定互联网窄带用户拨号上

网２５６８５万次８３７６１６万分钟,宽带上网

时长１０８２０６１２万分钟.移动智能网使用

时长３０９２万分钟.

２００５年,电信公司开通互联网业务的

乡镇２９２个(其中宽带业务８８个);电信互

联星空用户１６５８户;互联网窄带用户９６２２
户,使用１１５０６万次、上网时长３７７５１４万

分 钟;宽 带 用 户 ５７５４１ 户,上 网 时 长

３３１３３６９４万分钟;LAN 用户７５４８户(折

算数),上网时长１５３０３４万分钟.移动手

机上 网 客 户 ７０９７４ 户,智 能 网 使 用 时 长

３４５２５万分钟.

四、村通工程

２００４年２月,信息产业部开展村通工

程第一阶段试点工作,省政府将解决村通电

话列为２００４年为农牧民办的２０件实事之

一.省移动通信公司、省电信公司、联通青

海分公司都积极筹集资金、组织通信队伍,

安排“村通工程”建设工作.移动公司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完成７５个行政村移动网络覆

盖.８月２日,海东地区互助县包刘村移动

基站开通.１２月２０日,果洛州玛沁县雪山

乡卫星基站开通,标志着青海所有乡镇通了

GSM 移动电话.

２００５年,青海各电信公司投资４１亿

元安排村通工程建设.年底,新增电话乡村

１２０５个(其中:移动公司完成村通８７１个、

电信公司完成村通２１２个、联通公司完成村

通１２２个).据统计,还有５７５个行政村未

通电话.

２００６年,各电信公司投资２３亿元,为

３０２个村通电话,２９９个乡镇可以上网.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国移动IDR 卫

星基站在果洛州达日县下红科乡色隆村开

通,青海农村行政村实现“村村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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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服务管理与服务标准

　　一、服务管理机构

(一)电信公司

２０００年７月,电信公司市场经营部和

各州(地、市)分公司均成立大客户服务中心

和服务质量监督室,设置专人负责服务质量

工作,各县电信局设兼职服务质量管理员.

１２月,电信公司开通“９６１８１”“９６１８０”总经

理服务热线,受理用户投诉.

２００１年２月,电信公司成立服务质量

监督检查处,辖督察办、“１８０”投诉中心,综

合管理全省电信服务质量监督检查、用户投

诉处理、服务质量评价等工作.

(二)移动公司

移动公司市场经营部为服务质量管理

机构,设立客户服务中心.发展计划部、网

络部、计费业务中心等服务支撑部门设立

专、兼职人员负责服务支撑工作.各州(地、

市)分公司设专人负责服务质量管理,各营

业厅设专人负责营业厅服务工作.

(三)联通公司

联通公司市场部负责通信服务质量管

理工作.

二、电信服务标准

２０００年１月,信息产业部印发«关于发

布电信服务标准(试行)»的通告,向社会公

布电信服务标准.

(一)电信公司电信服务

２００１年４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电信服务标准(试行)»,自２００１年５
月１日起施行.该标准包括反映电信服务

水平服务规则,固定电话服务、电话信息服

务、数据通信服务、租用电路服务的处理时

限及各类服务通信质量指标.

２００２年９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

信公司企业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试行)»,

该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包括服务人员应达

到的基本要求,营业厅服务规范,入户服务

规范,热线服务规范,大客户、商务客户、社

区客户服务规范,公用电话服务规范,信息

台服务规范,IP电话服务规范,“昆仑行”电

话卡服务规范,因特网和其他数据业务网服

务规范及投诉处理规范.同时印发«青海省

电信公司服务质量检查评分标准»,作为服

务实施过程中质量评价手段.

(二)联通公司电信服务

２００２年２月,联通公司制定«电信服务

质量报告»,对通信服务质量提出要求:办理

业务变更,平均时间１分钟、最长２分钟,及

时率１００％;障碍恢复时间,平均２分钟、最

长５ 分钟,及 时 率 １００％;网 络 接 通 率 ＞

９５６９％;通话中断率＜１２３％;计费差错

率＜０１％;用户投诉处理平均时间＜１０分

钟,满意率＞８５％.１１月,联通公司制定

«CDMA手机终端咨询、投诉受理流程»,对

CDMA用户手机销售、投诉流程做出规定.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联通公司印发«联通服

务质量抽查暂行管理办法»,加强对基层营

业厅、所服务质量检查、监督.

２００５年上半年,联通公司通过聘请网

络质量监督员到实地测试等方式,实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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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重点解决办公楼、居民小区、宾馆及风

景旅游区的信号覆盖问题,有效提高联通通

信网络质量.９月,联通公司下发«联通客

户申诉处理办法»,理顺用户投诉处理流程,

落实首问负责制,提高投诉回应效率.开展

用户回访,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１１月,

联通公司根据集团公司«联通客户分级服务

指导方案»,结合青海客户消费水平、联通客

户服务渠道服务性能和信息系统支撑能力,

将客户分为预付费客户、普通客户、蓝宝石

客户、翡翠客户、钻石客户,制定相应级别的

服务内容与服务标准.

三、电信服务工作

(一)重大活动通信保障

２００２年８月,青海省举行首届青海湖

国际 自 行 车 拉 力 赛,移 动 公 司 提 供 通 信

保障.

２００３年８月,移动公司为第二届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提供通信保障.

２００４年７月,移动公司为第三届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提供通信保障.

２００５年７月,第四届环青海湖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在湟中县塔尔寺开幕,省通信管

理局组织协调各通信企业为比赛提供通信

保障.９月,联通公司为中国联通集团公司

资助的“可可西里”科考活动提供通信保障.

(二)社会公益事业

２００３年４月,省通信管理局成立通信

行业防治非典领导小组,启用防治非典特服

号码“９５１２０”.移动公司向卫生系统捐赠移

动电话缴费卡２０万元.５月,电信公司向

省卫生部门捐赠２０万元通信设备,支持预

防非典型性肺炎工作.联通公司向省卫生

厅捐赠手机、“宝视通”可视电话等价值７０
万元的通信设备.电信公司工会为西藏边

坝县大骨节病区牧民捐款４万余元.７月,

省电信公司电信传输局投资１２万元,修建

化隆县扎巴中心小学教室４间１２０平方米,

维修教师宿舍１０余间.

２００４年,移动公司投资３０万元,在玉

树州曲麻莱县秋智乡建成寄宿制学校.

(三)客户活动

２００２年８月,移动公司在金银滩组织

“移动之约”客户联谊活动,各级领导人员与

集团客户代表４００余人参加活动,中央电视

台明星足球队应邀参加.

２００４年７月,电信公司“信之缘”俱乐

部举办“诚信沟通、夏日之旅”活动,省内各

政府部门、金融保险、科教文卫、采掘制造等

６８家大客户参加活动.

２００５年８月,移动公司组织“全球通VIP
客户自驾游”活动,１０７人５６辆车,经西海、

贵德、泽库、同仁、循化至目的地平安县.

(四)“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２０００年３月,省邮电管理局与省消费

者协会在西宁市电信局古城台营业厅举办

“明明白白打电话”咨询服务活动.

２００１年３月,省通信管理局组织通信

企业参加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消费者协会

主办的“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绿色消费、健

康生活”主题活动.移动公司向用户介绍移

动基站电磁辐射的测试情况,消除群众对基

站、手机等无线设备电磁辐射的误解.

２００２年３月,省消费者协会组织“３

１５”消费者权益日活动,移动公司在西宁体

育馆组织业务宣传和咨询活动,发放宣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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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６０００多份,受理用户投诉２０多件.

２００３年３月,省通信管理局、省通信学

会组织“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活动期间,移

动公司在新宁广场举行“移动梦网冬日温

馨”抽奖活动,抽取“５２０冬日最爱”“移动欢

乐节”“神通图铃”等中奖号码.这期间,２１
万余人参与短信聊天.联通公司推出“亲情

化、差异化、个性化”服务.

２００４年３月,省通信管理局、省通信行

业协会组织“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各

电信公司宣传新业务,解答用户投诉.移动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组织发放钻石卡、金卡、

银卡、贵宾卡及客服服务手册４万余份.

２００５年３月,省通信管理局、省通信行

业协会组织“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活动,移

动公司推出“话费误差、双倍返还”服务承

诺,现场受理用户投诉、资费咨询３５件.

四、营业厅标准化建设

２００２年５月,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启用

中国电信企业新标识,电信公司对所有营业

场所进行装修,统一更换中国电信企业新标

识.同年,移动公司按照中国移动通信企业

装修设计规范,要求各营业厅门前设置标准

铭牌与营业时间牌,室内统一布局;公布资

费标准、服务流程、服务承诺;营业厅内设备

配置完整、营业服务座席布置合理;营业人

员统一着装、佩戴工号牌,做到热情、周到、

有礼貌的服务.

２００３年,移动公司开展营业厅星级评

定工作,全省自办营业厅设１~５个星级,按

营业厅面积、营业受理座席数量、资费标识、

服务宣传,营业员服务态度、营业服务质量

及营业厅管理状态,由省公司星级评价小组

按考评办法考评.１０月,联通公司转发«中

国联通营业厅管理与服务规范»,落实各州

(地、市)分公司及营业部所有营业厅的整治

工作,使得营业厅的标识、环境,服务与管理

标准化、规范化.

２００４年,联通公司开展用户满意电信

服务明星营业厅和明星营业员评选活动.

五、客户服务中心

各电信公司的客户服务受理号码分别

为电信“１００００”、移动“１８６０”、联通“１００１０”、

铁通“１００５０”及网通“１００６０”.

(一)电信公司“１００００”号

２００２年２月,电信公司开通“１０００”号

客户服务中心业务,接受电信用户查询、咨

询、业务受理及投诉等.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０００”号升级为“１００００”

号,原“１１２、１７０、１８０、１８９”服务功能并入

“１００００”号.“１００００”服务台通过人工或自

动方式接受电信用户业务咨询、话费查询,

装、拆、移、停机,宽带安装等业务受理,障碍

报修、服务质量投诉,“１００００”号受理后将这

些信息归类、整理,提交相关部门安排施工、

排除障碍,提高电信服务质量.

(二)移动公司“１８６０”号

２０００年 ４ 月,移 动 公 司 启 用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客户服务特服号码,２４小时提供人

工服 务.２００３ 年 ４ 月,移 动 公 司 开 通

“１８６０”VIP客户服务绿色通道,客户拨叫

“１８６０”直 接 进 入 人 工 服 务.２００４ 年,

“１８６０”客户服务热线电话平均等待时间不

超过１５秒.

(三)联通公司“１００１０”号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联通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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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１００１”特服号,向联通用户提供综合通

信服务.

２００２年８月,联通公司制定«联通青海

分公司客服中心客户服务规范».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信息产业部批复联通客

户服务热线“１００１”升级为“１００１０”.

(四)铁通公司“１００５０”号

２００１年４月,铁通公司开通服务热线

“１００５０”.

(五)网通公司“１００６０”号

２００３年７月,网通公司对外经营电信

业务,“１００６０”服务热线随即开通.原吉通

服务热线“６３１２７００１００２”与老网通服务热线

“０２９—１００３”沿用至１０月３１日.

第三节　服务监督与行风建设

　　一、服务承诺

(一)电信公司

２００１年４月,电信公司印发«首问负责

制工作规定实施细则»,在全省逐步推行“首

问负责制”.实施细则明确了服务工作各环

节权责关系,强化服务质量领导责任制,各

分公司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建立省、州

(地、市)公司领导服务热线,公布热线电话,

现时处理用户反映的电信服务问题.

“首问负责制”确定的人员及内容包括

营业窗口人员、上门服务人员、话务人员、服

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电信条例和

电信服务标准的执行情况、企业违诺及执行

上级部门文件情况、集团客户服务、数据通

信业务、电信业务和营销举措、电话装移机、

障碍申告、电信资费、公用电话、电话卡话费

争议、通信质量以及各类业务使用情况等.

(二)移动公司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移动公司实施“开户、销

户、过户、停复机、补换卡、开停新业务、客户

资料变更”免填单的服务承诺.

(三)联通公司

２００４年３月,联通公司对用户做出“话

费误差、双倍返还,短信差错、先行赔付;坚

决制止消费陷阱;服务协议公平诚信;电话

卡余额妥善处理”４项承诺.７月,联通公司

对用户做出３项服务承诺:办理业务实行免

填单服务;包月短信任意定、退;准确计费,

计费误差双倍返还.

二、服务监督

电信服务质量监督是由政府、社会团体

及通信企业组成的社会组织,开展对青海省

内各电信公司服务质量的监督,以提高电信

服务质量,满足用户的需求.

２０００年５月,移动公司从社会各界聘

请服务质量监督员２５名,实现对移动通信

服务质量的社会监督,促进提高服务质量.

１２月,电信公司召开电信质量社会监督员

座谈会,西宁地区各行业１５名电信服务质

量社会监督员到场座谈.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电信公司在青海宾馆召

开用户座谈会,征求意见及建议.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电信公司邀请西宁５０
多家大客户参加联谊会,征求电信服务意见

及建议.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电信公司邀请西宁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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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位用户代表参加３０万用户大回访颁奖

仪式.

２００４年２月,电信公司电信服务质量

监督员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内各州(地、

市)政府、工商、新闻媒体、消协、物价等部门

２２人被省电信公司聘为服务质量监督员.

２００５年９月,移动公司健全内部监督、

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三位一体质量监督体

系,开展服务质量百日达标活动.

三、行风建设

２０００年是省政府开展民主评议行风工

作第三年,电信是被列为重点评议的行业之

一.３月,省邮电管理局成立电信系统民主

评议行风领导小组,安排部署电信系统民主

评议行风活动.

２０００年４月,移动公司成立行风评议

领导小组,建立行风建设责任制.在西宁、

海东、格尔木三地,围绕窗口服务环境、营业

员着装与服务态度、窗口业务受理状况、资

费公开情况等１０项内容开展行风评议工

作.７月,电信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民主

评议行风工作检查考核办法»,把行风评议

作为加强行风建设,促进电信服务上水平、

上台阶的重要措施,内抓管理、外树形象,努

力提高电信服务质量,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检查,行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年底,电信

公司各州(地、市)分公司及所辖县局全部取

得当地政府行风评议领导小组颁发的合格

证书.

２００１年,电信公司把巩固行风建设成

果、提高窗口服务质量、解决用户投诉作为

首要工作,采取增加话费交费点、延长缴费

时间等方式解决用户交费难、查询难问题.

２００２年,电信公司开展“改善工作作

风,提高服务水平”学习讨论活动,进一步强

化员工主人翁精神、协作奉献精神和团队精

神,达到提高员工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技术

素质,树立公司良好企业形象的目的.通过

加强内部管理、理顺业务流程,为大客户提

供“一站式”服务,赢得了客户的满意与信

任,在全国大客户普查评比中获得第六名.

７月,联通分公司印发«２００２年行风建设工

作安排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继续做好互

联互通工作,同移动公司达成不打价格战、

不发生不正当竞争、共同发展理念,继续开

展创优质服务、树行业新风活动.

２００３年,电信公司坚持“用户至上、用心

服务”理念.积极推行规范化、标准化和诚信

的客户服务,实行客户回访制度,赢得了用户

的理解和支持.同时,监察部门加大明察暗

访工作的力度,着力解决用户反映的热点难

点问题,认真处理用户投诉,进一步提高了用

户满意度.联通公司也安排“整秩序、树新

风”自查自纠活动,做到依法守规经营.

２００４年,电信公司转发省政府、省通信

管理局«关于认真开展２００４年电信行业民

主评议行风回头看活动的实施意见»,要求

各州(地、市)分公司通过“回头看”检查活

动,整治服务过程遗留问题,改善管理水平,

树立电信行业诚信服务新形象.联通公司

以２００４年为中国联通服务质量年,开展“满

意在联通”为主题的服务达标和创新活动,

从服务理念、服务体系、服务措施、客户感知

度等方面全面提高服务水平.

２００５年,电信公司落实信息产业部«电

信服务规范»,要求各州(地、市)分公司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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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基础工作、落实服务规范,根据用

户满意度测评结果,针对服务“短板”,落实

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和整改措施,正确处理

与其他电信公司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自觉维

护市场秩序.到年底,服务管理工作得到改

善,获得初步成效.

第四节　电信市场份额

一、电信业务总量

图６Ｇ４Ｇ１　各电信公司业务总量历年增长情况

　　二、电信主营业务收入

图６Ｇ４Ｇ２　各电信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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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公司市场份额

图６Ｇ４Ｇ３　各电信公司业务收入占青海市场份额

第五节　电信服务荣誉称号

　　２０００年４月,移动西宁市分公司东大

街营业部被团省委命名为“青年文明号”.

１２月,电信西宁市分公司经营业务部被授

予“全省窗口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示范单位”

称号,电信海东地区分公司营业班、联通青

海分公司“１２６”寻呼台被授予“省级文明班

组”称号.省电信公司被省政府纠正行业不

正之风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全省行风评议合

格单位”.

２００１年１月,联通青海分公司被省委

宣传部、省文明委、省工商局和省消协授予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先进单位”称号.４
月,移动海东分公司营业班被团省委命名为

“青年文明号”.５月,电信玉树州分公司营

业班被全国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活动领导

小组授予“巾帼文明示范岗”.１１月,省电

信公司被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命名为“商品和

服务明码标价示范单位”.

２００２年３月,省电信公司获省级“诚信

单位”称号.联通青海分公司“１０１９８”台被

省妇联、省总工会评为“巾帼文明示范岗”.

４月,移动公司西关大街营业部被团省委命

名为“全省标杆青年文明号”.６月,电信海

西州分公司、省数据通信公司获全国、全省

“安康杯”劳动竞赛活动“优胜企业”称号.

１１月,移动西宁分公司西关大街营业部被

评为“创建文明行业先进单位”.

２００３年３月,省电信公司、电信海东地

区分公司被省消协评为“青海省优秀售后服

务单位”.移动公司西关大街营业部被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巾帼文明示范

岗”.５月,联通青海分公司“１２６”寻呼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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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省委授予“青年文明号”.６月,电信果洛

分公司营业部、海东地区分公司营业班、海

北分公司海晏县电信局营业班被信息产业

部、团中央命名为“青年文明号”.１０月,省

电信公司被中国消费者协会评为“诚信单

位”.１２月,联通西宁分公司营业厅、“１２６”

寻呼台被省妇联、省总工会授予“岗位建功

巾帼文明示范岗”.

２００４年３月,省移动通信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被省妇联、省总工会授予“岗位建功

巾帼文明示范岗”;省移动通信公司被中国

消费者协会评为“诚信单位”.４月,联通西

宁分公司营业班长王艳被授予“全国用户满

意电信服务明星”.７月,联通青海分公司

联通秘书台被团省委授予“青年文明号”.９

月,省移动通信公司西关大街营业部被信息

产业部、团中央命名为“青年文明号”.格尔

木第一营业厅被评为“明星班组”,西宁分公

司苗爱琴被评为“全国用户满意电信服务明

星”称号.

２００５年３月,联通青海分公司“１００１０”

客户服务中心被全国妇女巾帼建功领导小

组授予“全国巾帼文明岗”;青海移动通信有

限责任公司被省工商局、省消协授予“诚信

服务先进单位”.铁通青海分公司七一路营

业厅被铁通集团公司团委命名为“青年文明

号”.４月,联通青海分公司“１００１０”客户服

务中心,民和、平安营业厅被团省委命名为

“青年文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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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通信行业管理

２０００年６月政企分离后,全省电信市场有电信、移动、联通、铁通、网通５家主要公司,

数十家电信运营延伸企业及数以百计的通信产品销售企业,省外通信、信息开发商与通信

施工企业进入青海市场.青海省通信管理局对外省进入青海开展经营活动各类通信、信息

企业的登记、备案,对各类通信产品销售进行管理,对所有企业在青海通信经营活动实行监

督管理,这类管理活动统称为通信行业管理.

第一节　市场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信

息产业部制定的多项规章制度,省通信管理

局依法对省内通信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一、市场准入

２００１年,省通信管理局根据«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开展电信市场清理

整顿工作,规范市场主体准入,加强基础电

信业务经营许可和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依法把好市场准入关.全年,颁发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８份,年检合格６
家,换证１家.

２００２年,对省内基础电信业务经营单

位和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单位进行年度检查,

合格１３家,注销２家.严格办理ICP审批

备案,全年,共审批颁发经营许可证７家,备

案８１家.

２００３年,受理ISP 经营许可证 １ 家,

ICP等信息服务经营许可证９家,ICP备案

８３家.１０家增值电信业务单位参加年检,

合格９家,注销１家.

２００４年,受理跨省经营电信业务单位

１６家,受理省内经营电信业务单位２９家,

审核发证２６家.取缔了部分未经备案擅自

经营电信业务单位.

２００５年,受理３家跨省经营增值电信

业务、１８家省内经营电信业务单位、６家基

础电信业务经营单位的经营许可证年检,

２５８家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单位的备案.

二、资费管理

２０００年,根据国家相关部委联合发布

的«关于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的通知»要求,

省通信管理局与省物价局、省财政厅联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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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青海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方案»,取消电

信业务附加费,大幅度降低出租电路和互联

网业务资费.

２００１年,省通信管理局会同物价等部

门,先后对西宁、海东、黄南、海北、格尔木、

海西等州(地、市)、县电信公司电信资费结

构性调整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

查纠正各种违反国家资费政策的行为.１１
月,省通信管理局召开清理整顿通信市场秩

序工作会议,就移动通信市场“价格战”问题

提出整改要求.１２月,信息产业部电信资

费结构性调整专项检查组来青检查工作,分

别对西宁、海南、海北等地各电信公司资费

调整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提出整改意见.

２００２年,省通信管理局依据国家发展

计划委员会、信息产业部一系列通知通告要

求,组织各电信公司学习、落实通知通告要

求,建立电信资费违规经营行为通报制度,

明确违反电信资费政策行为界定、处罚方

式、监督举报机制、违规情况通报等.组织

电信资费专项检查,对违规企业发出行政处

罚决定书８份.

２００３年６月,省通信管理局组成３个

检查组分赴省内各州(地、市)进行电信市场

检查调研.７月,组织召开全省整顿规范电

信市场秩序工作会议.９月,召开全省电信

市场整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袁瑞青局长传

达全国通信管理局长座谈会精神及国办发

〔２００３〕７５号文件精神,对下一步市场整顿

规范工作提出要求.１１月６日,章建良副

局长陪同信息产业部电信市场整顿规范专

项检查组,赴湟中县、贵德县、海南州、海北

州检查调研.省通信管理局全年下达６份

责令整改通知书.

２００４年４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信息

产业部要求,省通信管理局会同省发改委印

发«青海省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管理规定»及

«关于重申做好电信资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省内各电信公司,严格履行电信资费审

批备案程序,自觉规范经营行为,维护良好

的电信市场秩序.７月,省通信管理局召开

例会,通报上半年全省电信资费执行情况及

互联互通、网络信息安全等情况,并印发«青

海省通信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资费

监管工作实施意见».

２００５年,根据信息产业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电信资费监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省通信管理局印发«青海省电信资费审批备

案管理规定»,与物价部门建立了资费集体

审议机制,继续整顿和规范电信市场价格竞

争秩序.省通信管理局协助信息产业部电

话交换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完成对西宁、海

东、海南、海北、海西、玉树等地铁通、网通、

电信公司３１台交换机的计费检测工作.１０
月２０日,全国电信资费管理座谈会在西宁

召开,部清算司副司长彭晓芳及各省(区、

市)通信管理局主要领导３２人参加会议.

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袁瑞青介绍青海通信业

发展概况和电信监管工作情况.

三、码号资源管理

２００１年,省电信公司依据信息产业部

«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向省通信

管理局移交固定电话码号资源管理工作.６
月,省通信管理局在全省进行通信网络码号

资源现状调查摸底工作.印发«青海省电信

网码号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对码号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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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申请、核配、启用、检查和调整做出明

确规定,并编制了省内 NO７信令点编码规

划和省内９６XXX号段规划.

２００２年,省通信管理局制定«青海省各

本地网码号清理调整实施方案»,对全省“１、

９５、９６”字头短号码进行清理调整.重新规

划核配９６XXX号段,建立码号资源资料库.

４月,省通信管理局协助电信青海分公司完

成全省各本地网电话号码升位及湟中、湟源

本地网调整至西宁本地网的协调工作.

２００３年５月,省通信管理局印发«青海

省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

规范码号资源的审批、申请、分配、使用、调

整管理.全年,共清理码号３０个,调整４
个,合并４个,停用２５个.

２００４年,省通信管理局制定本地网局号

年度规划,规范局号和短号码申请、核配制度

和流程.全年,共核配本地网局号４９个,清

理调整短号码７个.根据信息产业部«关于

加快推进１１４号码代查服务的通知»要求,积

极组织协调、规范１１４号码代查服务,为广大

电信用户提供便捷的查号服务.

２００５年,省通信管理局核配和备案短

号码２１个(包括续用),为电信企业核配局

号１１个.３月,根据信息产业部和财政部

联合发布的«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征收管

理暂行办法»和«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标

准»有关要求,省通信管理局安排部署码号

资源占用费征收工作,明确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标准、征收时限及相关问题.

四、互联互通管理

２００１年,省通信管理局按照信息产业

部«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要求各电

信公司主要业务必须达到规定的互联互通

质量标准,普通业务在协商的基础上实现互

联.建立互联互通监督管理组织,协调互联

互通、网间结算工作.同年,解决青藏铁路

建设中铁通与电信的网间互联互通问题.４
月,省通信管理局到各电信公司检查«公用

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执行情况.８月,

按信息产业部印发的«IP电话网与其他电

话网网间互联规定»,对各电信公司IP电话

网与其他电话网网间互联提出要求.

２００２年３月,省通信管理局聘请电信

技术类专家１５人、经济类专家５人、法律类

专家４人,成立省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暨

争议协调专家委员会(简称专家委员会).

依据«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及«电信

网间互联争议处理办法»等规定,印发«青海

省公 用 电 信 网 间 互 联 互 通 管 理 制 度 (试

行)».省通信管理局多次召开互联互通例

会,分析互联互通及网间通信质量有关问

题.全年,受理网间结算争议３起、解决２
起,处理湟源县电信本地网与铁通网间通信

严重不畅事件.１２月,组织开展互联互通

大检查,提高网间通信质量.

２００３年,省通信管理局专家委员会对

网间互联、结算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后,制定

互联互通工作办法和网间故障处理制度流

程,IP电话及过网呼叫业务接通率低和网

间“联而不通,通而不畅”问题明显好转.７
月,省通信管理局对各电信公司海东、黄南、

海南、海西、海北、格尔木本地网间互联互通

情况检查并实地拨测.根据信息产业部统

一安排,加快省级互联互通监控中心工程建

设,完成各电信公司与省通信管理局监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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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电路调度和信令上送.

２００４年３月,根据信息产业部«关于加

强依法治理电信市场的若干规定»,省通信

管理局召开互联互通工作例会,讨论«互联

互通工作联系制度»«互联互通障碍处理制

度»,通报互联互通情况.全年,组织４次联

席会,解决无序市场竞争造成网间障碍等

问题.

２００５年２月,省通信管理局转发信息

产业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

信设施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为互联互通监管提供法律保障.

五、电信市场管理

(一)规范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２０００年９月,重点纠正无线寻呼市场

的违规行为.

２００１年４月,根据信息产业部等三部

一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省通信管理局开展

为期３个月的清理整顿网吧专项活动.对

西宁市１５０家网吧进行现场检查,严厉打击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７月,完成省内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重新登记工作.

２００２年８月,根据信息产业部«关于严

厉打击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违法犯罪活

动»的要求,省通信管理局成立领导小组配

合省公安厅开展“打非”活动,并组织各电信

公司在业务技术层面上给“打非”工作予以

技术支撑.共排查４０３６批次单位和个人活

动,未发现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现象.

１０月,根据信息产业部要求,省通信管理局

对西宁、海东地区电话信息服务经营单位进

行 检 查. 向 社 会 公 布 投 诉 举 报 电 话

“１２３００”,发动社会各界监督电话信息服务

市场.１０月,省通信管理局印发«关于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有关问题的通知»,要

求各电信公司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证件重新审核,不为无证或证照不全者提供

接入服务.

２００３年７月,根据省政府和信息产业

部要求,成立青海省通信行业整顿和规范电

信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９月,召开全省

电信市场整顿规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整

规工作做出部署.１０月,省通信管理局组

织机关处室及各电信公司业务人员赴海北、

海西、格尔木等基层单位进行检查.全年,

共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６份.

２００４年２月,省通信管理局印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贯彻落实国办发〔２００３〕７５号文

件及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依法治理电信市

场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转发文化部等部门

«关于开展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专项整治意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及全国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配

合文化、工商、公安等部门开展网吧等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同时

将“灵通地带”“灵通秘书”“灵通伴侣”类业

务纳入监管.５月,针对用户投诉的移动短

信息问题,加强对开办短信息业务的电信企

业和信息服务经营者的监管.６月,要求各

电信公司严格按照«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及

合法程序委托代理电信业务.９月,根据中

共中央宣传部等八部局印发«打击淫秽色情

声讯台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省通信管理局

建议省政府成立了由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

厅等八部门组成的青海省打击淫秽色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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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台专项行动协调小组,并与省公安厅、工

商管理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青海省打击淫

秽色情声讯台专项行动方案»,通过新闻媒

体向社会公布“１２３００”举报电话,全面开展

打击淫秽色情声讯台专项行动,遏制不法分

子利用声讯电话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严重扰

乱社会秩序,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行为.１０
月,省通信管理局牵头组织青海省打击淫秽

色情声讯台专项行动协调小组会议,通报情

况、总结工作,关闭不合格下挂合作栏目３
家.１１月,省通信管理局落实信息产业部

关于规范电信业务推广和服务宣传有关问

题通知,要求各电信公司,杜绝业务宣传中

误导 用 户、直 接 或 间 接 诋 毁 竞 争 对 手 的

现象.

２００５年１月,省通信管理局协助省公

安厅落实国务院１７部委集中打击赌博违法

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与省内１６厅局联合印

发«青海省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

活动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组织省内各互联

网接入服务单位自查自纠,杜绝为各类赌博

网站提供接入服务或托管服务,并积极配合

公安机关开展查证赌博线索工作;会同省国

家安全厅、省国家保密局等１０个部门对全

省１４家网站的信息内容、管理制度、证照资

质、设备器材等进行全面检查.２月,组织

各电信公司规范IP电话业务经营行为.４
月,规范增值电信业务代理收费存在的问

题,明确要求代理方与被代理方必须是合法

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具有所代理增值电信

业务必需的经营许可证,按规定向用户收

费.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规范基础电信企

业经营行为专项治理整顿活动,组成４个检

查组对各电信公司州(地、市)和部分县的

１７个网点进行检查.１０月,省通信管理局

配合省工商、公安等部门开展虚假违法广告

专项整治工作,严把增值电信业务审批关,

杜绝互联网信息服务出现虚假违法广告.

(二)检查通信产品销售情况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省通信管理局会同省工

商局、省技术监督局、西宁市公安局对移动

电话市场进行检查,严厉打击无进网许可证

及假冒伪劣电信终端产品销售行为,规范通

信终端设备市场秩序.

２００２年,组织专项检查组对省内不同

地区５２家销售点１９５６部设备进行进网许

可销售检查.

２００３年,省通信管理局与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联合在全省开展了移动电话机市场

专项整治及通信终端设备销售市场整顿和

规范工作,先后２次抽查２２９家经销商,检

查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２１５０部.经检

查,各经销商的进网许可和进网标志意识得

到加强,通信终端设备销售市场秩序得到

改善.

２００４年,省通信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入

选“２００４年青海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

序英雄榜”并受到表彰.

六、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２０００年,省通信管理局认真贯彻国务

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经营性互

联网信息服务施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

联网信息服务施行备案制度.

２００１年,配合相关部门强化对ICP、ISP
和网吧信息及各BBS系统的安全检查.

２００２年,制定印发«青海省通信网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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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应急预案(试行)»,及时处理上报

互联网安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顺利完成十

六大期间网络安全专项任务.

２００３年,建立互联网信息联合管理机

制,完善应急制度,落实信息安全责任,确保

重大活动期间网络畅通.

２００４年,配合公安、安全、文化等相关

部门完成垃圾电子邮件专项治理、网吧清理

整顿、打击手机短信息经济诈骗专项行动等

工作,联合互联网协会及相关部门,组织开

展全省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治理工作,修

订出台«青海省网络信息安全应急处理预案

(２００４修订稿)»,建立计算机网络应急工作

小组,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网络安全处置等

相关工作.

２００５年,印发«青海省互联网网络安全

应急预案»«防范骚扰电话应急处置预案»

«关于依法开展治理手机违法短信有关工作

意见»,加强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中不良信息

传播治理工作.根据中央３２号文件要求,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实

施意见».

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开展全省互联网站

域名或IP地址的备案工作,全年备案网站

６１０家,对应域名９４４个.

七、服务监督管理

２０００年,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各电信公

司贯彻«电信条例»,整顿电信市场秩序,规

范竞争行为.１２月９日,组织各电信企业

开展“走上街头让电信条例进万家”主题宣

传活动.１２月２１日,省通信管理局举办各

电信公司高层领导人员电信条例研讨班,统

一认识,共谋发展大计.１２月２７日,举办

“全省通信行业电信条例知识大奖赛”,省内

各电信公司与寻呼台共９个代表队参赛.

(一)“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２００１年,省通信管理局配合省消费者

协会、省工商部门开展“３１５”电信服务标

准宣传活动,组织各电信公司专家解答用户

的咨询.

２００２年,组织各电信公司参加“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活动,宣传电信业务,解答电信

用户提出的问题.

２００３年,组织“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及

省通信行业电信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通报,

各电信公司用户满意度均在８５％以上.

２００４年,组织各电信公司参加“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活动,认真受理电信用户

反映的服务质量问题.“３１５”活动期间,

共受理用户投诉６件,落实６件.

(二)通信服务质量管理

２００１年６月,省通信管理局制定«电信

服务质量通告制度»«电信服务质量报告制

度»«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评价制

度»,建立“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用户监督”

的电信服务监管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服务

质量监督检查.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５日,省通信管理局成立

青海省电信用户委员会,“以用户为核心、改

善电信服务”,倾听电信用户意见建议,改善

电信服务.２月,实行电信信息服务质量状

况公告制度.７月,组织各电信公司落实

«电信服务明码标价暂行规定»,维护电信市

场价格秩序,保护电信用户和电信业务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

２００３年２月,省通信管理局委托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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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和电信用户委员会

开展通信行业用户满意度调查.５月,印发

«青海省通信行业电信服务质量监督抽查规

定实施办法(试行)».７月,在全行业开展

电信服务质量和电信市场价格无序竞争专

项整治工作,全面治理选号、格式合同、短信

息收费、市话计费详单、用户投诉处理流程、

电信资费等用户反映的电信服务热点、难点

问题和电信市场存在的违规行为.

２００４年６月,省通信管理局印发«青海

省通信行业电信服务“帮差”活动实施方

案»,建立电信服务监管的长效机制,完善电

信用户投诉处理流程.

２００５年,依据信息产业部«电信服务规

范»,省通信管理局研究制定了«青海省电信

服务质量指标»«青海省通信行业电信服务

“评优帮差”活动实施方案»,根据电信用户

投诉以及社会反映强烈的服务热点、难点问

题,确定电信服务监管重点,督促电信企业

改善电信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三)“１２３００”投诉电话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省通信管理局成立电信

用户申诉受理中心,开通“１２３００”热线电话.

２００２年,受理用户投诉４７件,立案处

理３件.

２００３年,受理用户投诉６１件,立案处

理４件.

２００４年,受理用户投诉２１件,立案处

理１３件.

２００５年,受理用户投诉６０件,立案处

理２８件.

(四)通信行业行风建设工作

２００１年８月,省通信管理局成立了青

海省通信行业行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全省

通信行业行风建设工作会议,开展“优质服

务、创文明单位、文明窗口、文明员工”的创

建活动.

２００２年８月,通报质量万里行明察暗

访情况,对通信行业电信服务质量问题和贯

彻信息产业部２００２年行风建设安排意见做

出安排.

２００３年９月,贯彻执行«信息产业部行

风建设指导小组对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通信行

业行风建设工作的安排意见»,制止电信市

场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开展电信服务

“评优帮差”活动,对优秀服务人员和基层组

织予以表彰.

２００４年,根据信息产业部和国务院纠

风办在全国电信行业开展民主评议行风活

动精神,结合省政府纠风办开展的民主评议

行风“回头看”活动安排,省通信管理局印发

«２００４年电信行业民主评议行风“回头看”

实施意见».

２００５年,省通信管理局印发«２００５年通

信行业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实施意见».５
月,召开全省通信行业行风建设工作会议,

总结２００４年通信行业行风建设工作,研究

部署２００５年行风建设工作.表彰“全国用

户满意电信服务明星”和“全国用户满意电

信服务明星班组”.１２月,省通信管理局与

省纠风办联合组成检查组开展行风建设情

况调研,督促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改进２００４
年行风评议中存在的问题.１２月,召开全

省电信行业行风工作检查通报电视电话会

议,通报 ２００５ 年电信行业行风调查问卷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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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设市场管理

　　青海省通信工程质量监督中心受省通

信管理局委托,依法对全省通信工程建设质

量进行监督.

一、通信建设市场管理

２０００年７月,省通信管理局贯彻落实信

息产业部全国通信建设市场管理工作会议

精神,部署分阶段整顿、规范通信建设市场

工作.随后成立青海省整顿和规范通信建

设市场秩序领导小组,袁瑞青任组长.

２００２年７月,印发«青海省２００２年进一

步整顿和规范通信建设市场秩序工作安

排».

２００３年３月,省通信管理局转发信息产

业部«关于２００２年整顿和规范通信建设市

场秩序情况的通报».６月,转发信息产业部

«关于抓好通信设施建设保障通信网络安全

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

２００４年,按照信息产业部«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

问题的通知»要求,省通信管理局重点检查

了省内通信建设拖欠款问题,保障通信建设

参建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８月,转发«青

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关于青

海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

定的通知»,要求各电信公司遵照执行.

二、通信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资质

审查及备案

２００１年,省通信管理局印发«青海省整

顿和规范通信建设市场秩序工作安排».年

底,青海省通信工程质量监督中心印发«进

入青海省通信建设市场管理办法»,进一步

明确市场准入规定,确保通信建设工程质

量.登记备案进入青海省从事通信施工单

位８家.

２００２年,审核批准施工单位１９家、设计

单位２家进入青海通信建设市场,发放通信

用户管线建设资质证书３家.

２００３年８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通知»和

信息产业部«关于２００３年整顿和规范通信

建设市场秩序工作安排的通知».全年,审

核批准３１家施工单位、１家设计单位进入全

省通信建设市场.完成省内５家电信公司

自行招标资格的审批.

２００４年,审核备案进入青海通信建设市

场的施工单位２３家、设计单位４家、工程监

理１家.

２００５年,有２５家施工单位、５家设计单

位登记备案.

三、通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２００２年１月,省通信管理局转发信息产

业部«通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３月,

召开全省整顿和规范通信建设市场秩序工

作总结会.６月,省通信管理局制定印发«青

海省通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明

确通信工程质量监督中心职责、质量监督内

容、工作程序、责罚规定.

２００３年,省通信工程质量监督中心办理

通信工程质量监督申报１８０项、竣工验收备

案６６项.２００４年,办理通信工程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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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１２４项、竣工验收备案９３项.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２日,１２省(区)通信工程

质量监督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信息产业

部综合规划司张春林副司长参会并对通信

建设市场管理提出要求.

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共建共享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３日,西宁市城南新区管

理委员会召开西宁市城南新区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协调会,省通信管理局协调各电信公

司提出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意见.６月,

根据信息产业部«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

定»,省通信管理局协同省建设厅,建议省政

府将公用地下通信管道资源纳入市政管理.

２００３年８月,省通信管理局制定«青海

省用户驻地网建设管理实施意见»,并报请

省政府批准在全省通信行业实施,规定电信

业务经营者与开发商双方的权益和义务,减

少重复投资,实现资源共享.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省通信管理局受省政府

委托起草«青海省通信设施及管线配套建设

管理条例(草案)».该条例对城市规划区内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道路、桥梁等电信

管线和配套设施建设的管理机构、范围、施

工要求等作了规定.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省通信管理局将通

信管道、用户驻地网、联合建设资源共享意

见建议上报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１０月,

转发信息产业部规划司«关于加强对电信管

道和驻地网建设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三节　应急通信

　　一、管理体制

２００１年３月,省通信管理局成立省战

备应急通信办公室.袁瑞青担任主任,网络

管理处为具体管理部门,各电信公司成立战

备应 急 通 信 机 构、组 织 各 公 司 应 急 通 信

队伍.

二、应急通信演练

２００２年,省通信管理局印发«青海省战

备应急通信实施细则»、编制«青海省战备应

急通信保障预案(试行)».７月,协助省政

府完成第一届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通信

保障任务.９月,省通信管理局在青海湖组

织通信行业战备应急通信演练,省交通战备

办公室、省国防动员委员会、省军区通信处

主要领导及省内各电信企业、新闻媒体共计

６０人参加.

２００３年,省通信管理局在全省范围内

开通防治“非典”热线电话“９５１２０”,及时通

报疫情.６月,根据信息产业部«２００２年战

备应急通信工作要点»«战备应急通信管理

规定»«国防交通条例»,制定«青海省战备应

急通信保障预案»,明确了应急通信保障机

构职责、制度,灾害设想与应急方案,后勤保

障制度及应急通信管理流程,以达到战时为

党政领导机关提供通信保障,平时为抢险救

灾、各种突发事件、重大活动、军事演练提供

通信保障的目标.７月,协助省政府完成第

二届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第四届“青洽

会”等省内重大活动通信保障任务.

２００４年７月,省通信管理局配合省政

府完成第三届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第五

届“青洽会”等重大活动的通信保障任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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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省政府表彰.１１月,按照青海省委、青海

省政府和省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在

西宁市纳家山举行了“昆仑２００４”反恐怖综

合演练.省通信管理局战备应急通信办公

室、省通信管理局战学海、省电信公司张宪

萍、铁通公司张惠杰受到省反恐领导小组通

报表扬.

２００５年７月,修订完成«青海省应急通

信保障预案».协调省内各电信公司完成第

四届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第六届“青洽

会”等重大活动的通信保障任务.

三、抗灾救灾

根据信息产业部、省人民政府有关抗灾

救灾工作要求,省通信管理局每年在汛期来

临之前组织召开全省通信行业防汛通信保

障工作会议,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保证通信

畅通.省通信管理局建立了２４小时值班制

度,保证防汛组织协调工作不间断,遇有险情

按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加强与当地政府和防

汛主管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汛情和通信需

求,积极、主动地配合防汛部门做好工作.

各电信公司建立健全领导组织机构,成

立了由省通信管理局分管领导和各电信公

司分管领导组成的青海省通信行业防汛工

作领导小组,加强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建设,

组织抢险救灾演练,增强机动能力和保障效

率,做好汛灾准备工作.根据实际准备好必

要的通信应急物资和抢险物资,做到有险情

时调得出、用得上,确保防灾救灾通信畅通.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昆仑山口８１级强烈地

震造成格拉段光缆阻断,省通信管理局到达

障碍现场,督促省电信公司障碍抢修,保证

短时间内恢复通信.

第四节　村通工程

　　一、村通工程调查

２００３年４月,省通信管理局根据信息

产业部推进电信普遍服务工作总体安排,结
合青海电信业发展中存在的由于城乡经济

收入差异,导致农牧区电话普及率增长缓慢

等电信普遍服务问题,把解决农牧区行政村

不通电话问题作为工作重点,组织工作组对

全省乡村电信服务现状进行全面调查,掌握

乡村通信服务状况.

２００４年２月,根据信息产业部印发的

«关于开展村通工程第一阶段试点工作的通

知»及«农村通信普遍服务———村通工程实

施方案(试行)»,省通信管理局向省政府书

面汇报全省行政村通电话情况,建议省政府

设立村通电话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

村通工程建设的协调、监督检查、指导推进.

省政府办公厅发文,要求各州(地、市)政府

部门和各电信公司对全省农牧区行政村通

电话的现状开展普遍调查.省政府将解决

村通电话列为全省２００４年为农牧民办２０
件实事之一,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和重

视.６月,全国１５省(区)村通工程工作会

议在西宁召开,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

长鲁阳及广西、山东等１５省(区)主管领导

参会.会议期间,与会人员深入青海省部分

州、县实地了解村通情况.

二、实施村通工程

２００４年９月,信息产业部印发«关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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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村通工程第二阶段试点工作的通知»,将

青海列入新增试点省(区).省移动通信公

司承担村通工程主要任务,其他电信公司均

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当地村通工程项目与现

有电信网的接入和互通.１０月,为全面完

成信息产业部下达青海村通工程试点目标

任务,省通信管理局向省政府办公厅上报

“关于将‘村通电话工程’列入青海重点工程

的建议”,省政府将“村通电话工程”列入青

海重点工程,并在相关州、地成立由地方政

府领导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统一协调解

决村通工程实施中涉及的机房、铁塔、管道、

干线建设等土地占用、青苗补偿、交通道路、

电力保障及通信设施安全等方面的政策优

惠.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全年完成村通任

务６５个.

２００５年１月,省通信管理局要求省移

动公司做好已通电话村的通信保障,安排好

村通工程的实施.４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青海省通信管理局关于青海省村通电话工

程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村通工程指导思

想和目标、主要措施和相关工作要求.力争

到２００５年末使全省行政村通电话率达到省

通信行业“十五”发展规划中提出的６６％的

目标,在“十五”期间优先解决全省乡通电

话.每个行政村至少开通２部以上电话,其

中至少有１部电话为有人值守公用电话.

“村通电话工程”开通的电路可以为有线或

无线,终端设备可以为固定或移动.成立由

省政府副省长徐福顺为组长的“村通电话工

程”领导小组,负责解决协调“村通电话工

程”中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通

信管理局,负责“村通电话工程”的计划分

配、工作协调联系和信息通报等工作.５
月,省政府组织召开全省“村通电话工程”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省通信管理局、省移

动公司主要领导关于村通工作开展情况及

面临问题的汇报,研究落实措施.６月,省

通信管理局组织各电信公司人员组成５个

联合调研组,分赴各州(地、市)、县及乡镇实

地调研.

至２００５年底,各电信公司共投资４１
亿元(移动３２亿元、电信０４１亿元、联通

０４９亿元),完成１２０５个行政村(移动８７１
个、电信２１２个、联通１２２个)村通工程,全

省行政村通电话率达到８６％,３９５个乡全部

通电话.１２月２７日,省长宋秀岩对村通工

程完成情况给予高度肯定,并做出重要批

示:“我省村通工程在信息产业部和各集团

公司的支持下,在青海省各公司的积极努力

下,较好地完成２００５年的任务,实现了乡乡

通电话的目标.请通信管理局转达青海省

政府对信息产业部和各集团公司的感谢之

情.同时转达对青海省内各公司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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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

２０００年８月,中国电信集团提出“实现企业转型必须精干主业”的指导意见,实行主辅、

主附分离.１０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多元化经营工作的通知»和«关于省(区、

市)实业公司组建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省电信公司按集团批准的组建方案将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省邮电规划设计院、省邮

电职工培训中心整建制划归省电信实业管理;将电信公司的市话、部分农话的线路、设备维

护,部分电信业务的营业及物资供应事务移交省电信实业公司;全省电信企业和公司机关

后勤辅助部门,餐饮、宾馆等多种经营划归省电信实业公司;职工家属院的水电暖供应及物

业管理工作移交省电信实业公司.

第一节　划转省电信实业公司资产与业务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７日,省电信实业公司

挂牌成立.按集团公司规定各省电信实业

公司董事长由各省电信公司总经理兼任,邓

晓辉任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省电信实业公

司设综合管理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市场

经营部.地址:西宁市南川西路３号,２００５

年初迁至长江路９３号.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省电信公司主辅分离,

划转电信实业公司员工６６１人(含在读职工

中专复转军人１６人),其中在岗员工６０３
人、内退员工５８人;划转电信实业公司资产

９０４５５５万元.详见下表.

主辅分离时各单位划分给省电信实业公司资产
表８Ｇ１Ｇ１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净值 流动资产

工程公司 ３６１４１１ ７７１４４ —

规划设计院 ２５７８ ２９１ —

职工培训中心 ９１０７９ ９１６６７ —

省局机关 １５０７２８ １１９０８３ ８１１

西宁市分公司 ９９７０６ ４６４０３ ８９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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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名称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净值 流动资产

电信传输局 ６９８５ ３３１２６ ０６

海东分公司 ２３９２２ １４２９６ ２８８７

海南分公司 １０５９７ ８４７８ ５３３

海西分公司 １５９２４ １２３６８ ３７３

海北分公司 １５７２１ １３９６５ ３６９

黄南分公司 ５１４ ２６３７ １５３

果洛分公司 １７４０９ １６３ １８７

玉树分公司 １３９８７ １２１７４ ７１９

格尔木分公司 ２６５０３ １６４８７ ３３１１

　　一、自营业务

在主辅分离中,整建制划给电信实业公

司的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省邮电规划设计

院与省邮电职工培训中心,经过调整,继续

承担通信线路、设备建设,通信建设规划、设

计任务及职工教育与培训工作.

二、承接多种经营项目及物业管理

省电信实业公司承接的多种经营有海

南州分公司贵德玉泉山庄、电信网吧,海西

州分公司飞鸿宾馆,黄南州分公司电信宾

馆、保龄球馆和商铺,果洛州分公司电信宾

馆及餐厅,玉树州分公司电信招待所,大通

县电信局桥头镇菜市场.还承接省公司机

关及各州(地、市)分公司办公院及家属院供

水、供电、供暖等物业管理事务与职工食堂、

托儿所、医务室、商店与物资供应等.

省电信实业公司物业公司西宁第一经

营部负责电信公司办公楼及邮电大院物业

管理,第二经营部负责同仁路８号,砖厂路

１０号,胜利路４号,南川西路１０３号、１０１
号,五四大街１８号及建国路物业管理,第三

经营部负责沈家寨退养基地,南川西路３
号、３１号、３３号、３５号院及省邮电职工培训

中心物业管理.各州(地、市)分公司物业管

理由省电信实业公司州(地)公司代管.

第二节　经营管理

　　一、管理体制

省公司对各子(分)公司及单位实行经

营责任制管理.各子(分)公司及单位对科

室、班组、员工,逐级实行绩效考核制度.

２００１年１月,省电信实业公司成立海

东、海南、海西分公司与实业物资公司、物业

管理公司.２月,成立维护分(西宁)公司.

５月,成立数通网络公司.１１月,成立青海

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２年３月,省电信公司编委会同意

省电信实业公司成立省电信实业旅游公司,

省电信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裴永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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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４月,省电信实业公司成立省电

信实业广告装饰公司、陈立新为负责人;车

辆调度中心从综合部脱离,实行自主经营、

独自核算;原物资分公司管辖的大通菜市场

划归物业管理分公司;撤销物资分公司、物

业管理分公司、邮电职工培训中心、邮电规

划设计院、数通网络分公司的综合部.１１
日,省电信实业公司宣布新聘任领导人员名

单:钟小龙任综合部主任,郗振汉任人力资

源部主任兼青海省邮电学校校长,薄应忠任

市场经营部主任,吴笃范任财务部主任,王

磊任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总经理、李生财任

副总经理,白海玲任维护分公司总经理,杜

争科任省邮电规划设计院院长,谷青山任物

资分公司总经理,郄褒真任数通网络分公司

总经理,张东成任省邮电职工培训中心副主

任,芮勤元任物业管理分公司负责人,杜鹏

任海东分公司副总经理,何忠会任海南分公

司副总经理,齐智信任海西分公司副总经

理,陈立新任广告装饰公司总经理,梁爱国

任车辆调度中心主任.

２００３年４月,省电信实业公司成立实

工通信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通信物资经

营和销售,由物资分公司管理,为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１１月,省电信公司成立省电信

实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杨建青任董事长,

李正龙任监事会主席,由“两会”监管省电信

实业公司经营活动.省电信实业公司聘周

立宁任综合部主任,白海玲任通信建设工程

公司总经理,李鹏任物资分公司副总经理,

赵永贵任数通网络分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年３月,省电信公司批准省电信

实业公司重组整合方案.设省通信建设工

程公司、省邮电规划设计院、物资分公司、数

通网络分公司、省邮电职工培训中心、物业

管理分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７个子

(分)公司,为省电信实业公司二级法人,撤

销维护、海西、海南、海东 ４ 个分公司.７
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将长期亏损的电信旅行

社及所属玉泉山庄(承包人海显青)、小上海

酒店(承包人谭文举)改由承包经营,承包期

１年.

２００５年３月,省电信实业公司远康通

信建设招投标有限公司获“通信建设项目招

标代理机构乙级资质证书”;省电信实业公

司将车辆调度中心整建制划归物资分公司.

４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决定将小上海酒店资

产划入邮电职工培训中心;撤销青海实工通

信物资有限责任公司.５月,省电信实业公

司成立省电信实业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９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将海南州贵德玉泉山

庄转让给海南州国家税务局,转让金为４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５年,省电信实业公司设综合部、财

务部、人 力 资 源 部、安 全 保 卫 部、市 场 经

营部.

二、经营策略

省电信实业公司通过重组整合、优化资

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益、增强综合竞争力,创

新机制、开拓市场、加强与外部企业业务合

作,实现外延式发展.为青海电信提供优良

的服务支撑,对电信网络维护、优化和互联

网业务服务;为青海移动、青海联通提供服

务支撑,提高施工、维护、网优的市场份额;

为政府和企业提供通信方案、工程承包、业

务合作等服务,为政企客户信息化建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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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一)通信建设规划设计方面

在做好本省通信工程规划设计基础上,

向信息网络规划咨询设计、业务与管理咨询

设计方向拓展,做好跨省业务拓展与属地化

支撑.

(二)通信建设工程监理方面

立足本省各电信运营商通信网络建设

工程监理,向省内信息网络建设工程监理方

向拓展,实施跨省通信工程监理,增强属地

化支撑服务能力.

(三)通信建设施工方面

在做好本省各运营商通信建设工程基

础上,向通信建设总承包、信息网络建设工

程承包方向拓展,实施“施工、维护、优化”一

体化服务.

(四)通信企业代营代维业务方面

在做好青海电信公司通信线路维护基

础上,进行青海移动、青海联通电信网络的

维护、优化,逐步拓展省内政企信息网络维

护业务.

(五)渠道业务方面

营销渠道以电信业务代营代理、通信终

端和IT产品销售及维修为主,物资供应以

通信器材销售、物流配送及相关增值服务为

主,聚合资源,做精、做优.

(六)物业管理业务方面

加强属地化经营,在做好现有办公楼、

家属院物业服务基础上,向通信机房和高端

写字楼物业服务迈进,提高服务水平,增强

人均效益.

(七)职工教育培训方面

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继

续办好学历教育,高度重视教育培训社会影

响力,发挥邮电院校教学资源优势,促进教

育培训业务发展.

三、经营、代维工作

２００１年６月,省电信实业公司与省电

信公司签订«物资供应、施工、设计合作框架

协议»«青海省通信线路设备代维协议»«青

海省通信线路设备代维管理办法»«青海省

电信公司与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代营、代办

协议».向省电信公司提供物资供应、施工、

设计等服务;承担省电信各州(地、市)分公

司市话、农话线路与设备维护及代营、代办

电信业务;受理装、拆、移机,改名、过户,电

信卡,数据通信及长话清单制作、投递等业

务.９月１１日,省电信实业公司在贵德玉

泉山庄召开物业服务工作会议,邀请省电信

公司、联通青海分公司、青海邮政局等业主,

商议物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物业费用

代缴及水电费用前期支付问题.

２００２年３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制定«青

海省电信实业公司工程勘察设计管理办法»

«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工程施工管理办法»

«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安全生产奖惩暂行办

法»«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安全生产监督检

查办法»,下发基层单位执行.

２００３年８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将６月

３０日在岗的线路维护,装、拆、移机人员交

回主业,由各州(地、市)电信分公司管理.

“两代回归”前后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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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电信实业公司“两代回归”情况
表８Ｇ２Ｇ１

“两代回归”
撤销的

维护单位

人员情况(原电信身份员工)

公司

人员

主业接受

人员

签订代管

协议人员

实业内部

安置人员

未安置

人员

“两代回归”
后业务收入

减少情况

(万元)

备注

代营 — — ３ — — — — —

海西 ４４ ３１ ４ ９ — ６３５ —

代维 海东 ５４ ４５ ２ ６ — ７２７ １人因病死亡

海南 ４６ ３５ ５ ６ — ６１４ —

维护 １０４ １０２ ０ １ １ １８４９ 此１人为工伤

合计 ２４８ ２１５ ９ ２２ １ ３８２５ —

　　四、经营责任制考核办法

２００２年７月,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印

发«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绩效工资分配指导

意见»,经营考核对象为各子(分)公司、事业

部及各单位负责人.

经营责任制考核指标包含上年度业务

收入基数、增长率,本年度业务收入、净利

润、自由现金流、毛利率、净利润率、人员控

制数等指标.年度考核、百分制计分方法,

由省公司人力资源部组织实施.经营责任

制考核分为单位负责人绩效工资发放数额、

单位实发工资总额２个部分.

单位负责人绩效工资 ＝ 绩效工资基

数×单位业绩考核得分/１００,副职绩效工资

按正职的８０％发放.

单位实发工资总额＝应发工资总额×
业绩考核实际得分/１００.

单位负责人绩效工资、单位应发工资总

额基数由省公司人力资源部核定,单位负责

人的绩效工资数额列入本单位工资总额.

２００４年,省电信实业公司修订«青海省

电信实业公司所属企业负责人经营绩效考

核办法»,考核对象为所属公司总经理、副总

经理.

绩效考核指标分１００分:财务效益状况

(净资产收益率１５分,人均利润１５分);偿

债能力状况(资产负债率５分);发展能力状

况(利润增长率１５分,收入增长率５分);质
量状况(按公司性质不同有所区分,占２０
分);服务质量状况(服务达标率５分,用户

满意率５分);综合管理情况(全员劳动生产

率７分,外部市场占有率５分,利润上缴比

率３分).

计算说明:１．净利润提取比例表.当考

核得分６０分以下,提取比例为０;６０~７９分

为１％;８０~８９ 分为 １５％;９０~９４ 分为

２％;９５分以上为２５％.

２．总资产报酬系数 X.当资产报酬率

(税前利润/平均资产总额)为０~９％时,X
＝０８;１０％~１９％时,X＝０９;２０％~２９％
时,X＝１;３０％~３９％时,X＝１１;４０％~

４９％时,X＝１３;５０％~５９％时,X＝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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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６９％时,X＝２;７０％~７９％时,X＝

２５;８０％~８９％时,X＝３;９０％~１００％时,

X＝３５.

总经理绩效应发数额 ＝ 基数 ＋ 利润

额×应提净利润比例×总资产报酬系数,副

总经理比照正职的７０％给予奖励.他们的

绩效工资由人力资源部从省电信实业公司

工资总额中列支,基数由人力资源部按该公

司的情况确定.

本年度业务收入由自营收入、他方挂靠

收入(全额)、挂靠他方收入(实收)３部分

组成.

五、综合管理

２００４年,省电信实业公司建成计算机

信息网络,运行办公 OA 系统、财务管理系

统、物资进销存系统等业务处理系统、管理

信息系统(MIS)、经理信息系统(EIS)和决

策支持系统(DSS、GDSS),实现办公信息化

管理.

省电信实业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中国电信集团合同管理办法»,制

定«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合同管理办法».

规定公司各部门及非法人分支机构不得以

部门、机构名义对外签署合同.

合同管理实行职能部门、承办部门分工

管理.法律、财务、风险管理等相关部门根

据本部门职责和管理办法对合同进行职能

管理,承担专业审核责任.

法律部门职责:拟定公司合同管理制

度,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参与公司重大合

同谈判,协助合同承办部门起草及修改合同

文本;审核合同合法、合规性,提出法律意

见;审核承办部门提供的签订合同决策依据

的完整性;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协助承办部门对合同履行中法律问题分析、

研究,提出相关建议;处理合同纠纷事项;记

录合同台账并统计、分析;管理公司合同专

用章;指导公司各部门及非法人分支机构合

同管理工作.

财务部门职责:审核合同资金落实情

况;对合同金额、资金、资本开支、股权、担

保、支付方式、税务及关联交易等事项进行

审核;执 行、督 促 和 监 控 合 同 的 付、收 款

事项.

风险管理部门职责:对合同管理流程规

范性进行监督;对重要合同履行因内外环境

变化等引发的风险因素进行评估与监督,会

同承办部门对出现的风险事项分析、研究,

并提出相关建议.

承办部门职责:调查、审核合同主体资

格、资信及履约能力情况;组织所承办合同

的技术、商务谈判;准确使用规范合同文本,

起草合同文本,审核对方提供的合同文本,

保证合同文本规范性;负责提供签订重要合

同的决策依据,包括公司签报、各类办公会

议纪要、协议、公司文件等;提请相关部门审

核其合同文本的内容,对合同金额及相关数

据准确把关;签署经审批定稿的合同文本;

负责合同的履行,并收集合同履行过程相关

资料、凭证,建立合同管理台账,管理合同档

案资料,定期报送合同统计报表;协助法律

部门处理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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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力资源管理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在职人

员６０３人.其中公司机关３８人,车辆调度

中心４８人,工程公司１２５人,设计院１７人,

数通网络分公司１５人,电信实业维护公司

５６人,物业公司５６人,海东分公司１０６人,

海南分公司６６人,海西分公司３３人,物资

分公司２４人,邮电学校１９人.外聘劳务工

１０８４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省电信实业公司员工

情况见下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省电信实业公司员工情况
表８Ｇ３Ｇ１

年份 在职员工(人) 在岗职工(人) 劳务用工(人)

２００１ ６０７ ５５２ １０８４

２００２ ５８４ ５８４ ７８５

２００３ ６４１ ５５３ ７４０

２００４ ４１６ — ７２０

２００５ ４４０ ２８５ ７１２

　　２００５年,在岗员工２８５人中,机关２０
人,房地产公司４６人,工程公司１０１人,广

告装饰公司３人,监理公司１３人,旅行社３
人,培训中心８人,设计院１７人,数通公司

１０人,物资公司５０人和格尔木代管人员

１４人.

一、用工制度

省电信实业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分为管

理岗位、技术岗位、生产岗位３个序列.

管理序列:正、副总经理(正副书记、工

会主席);处室正副主任、总会计师、总工程

师,各子(分)公司正、副总经理(正、副书记、

工会主席);各子(分)公司部门正、副主任.

技术序列:公司各类技术专家;公司、子
(分)公司从事技术、市场、销售、业务、综合、

行政、法律、财务、人力、党群、监察审计、安

保和其他人员.

生产序列系直接从事各类生产、服务工

作岗位的人员.

２００２年２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印发«青

海省电信实业公司竞争上岗实施办法»«员

工内部退养暂行办法»«员工内部待岗暂行

办法和员工岗位考核试行办法».在邮电职

工培训中心召开“三项制度改革”启动大会,

布置全员竞聘上岗工作.有 ２６８ 人参加

１７１个管理岗位竞聘,经过对竞聘人员上年

度业绩考核评分、综合理论、专业知识考试

及面试,经民主评议和领导评议等程序,１５２
人竞聘成功.不具有职业技能鉴定合格证

的生产员工,通过考试,取得上岗资格.

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制定、检查和完善

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实业公司下属单位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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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劳动用工管理细则进行管理.

(一)员工招聘

实业公司新增员工采用社会招聘、应届

大中专毕业生招聘和成熟人才引进 ３ 种

方式.

１．社会招聘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３５周岁以下,经

总经理办公会议或司务会同意,专业技能突

出、有较强管理能力的可放宽至４５周岁.

招聘流程:(１)各单位提出用人申请,人力资

源部审核后报总经理办公会议审批,然后由

人力资源部组织招聘.(２)书面考试:由人

力资源部组织出题和改卷(出题和改卷人员

相分离).每个岗位考核时,应聘者不少于

３人;个别急需岗位或重要岗位应聘者不足

３人,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是否继续面试

或进入后面程序.(３)书面考试合格后,人

力资源部报总经理办公会议审查后组织面

试.面试甄选小组由人力资源部、用人单

位、专家或业内资深人员组成,成员为３人

以上奇数,面试甄选小组成员各自填写评价

表.(４)人力资源部将综合情况及相关资料

提交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录取者由人力资

源部发录用通知书,办理入职手续.

２．应届大、中专毕业生招聘

人力资源部组织校园招聘,招聘结果报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录取者由人力资

源部发录用通知书,办理入职手续.

３．成熟人才引进

公司急需经营管理、需要引进的人才应

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

称,年龄４０岁以下,身体健康者.特别优秀

者可不受学历、职称条件限制,按照相关程

序实施.各子(分)公司在编制内引进人才,

物色到符合条件的人才后与人力资源部沟

通,人力资源部组织人员安排考察,将有关

情况及资料汇总提交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

录取者由人力资源部发录用通知书,办理入

职手续.

员工试用(见习)或岗位培训期满,各单

位应进行全面考核,考核合格由人力资源部

安排定岗,考核不合格则延长试用(见习)

期、岗位培训期或解除劳动合同.

４．人力资源部建立劳动合同台账

做好劳动合同订立、履行、续签、终止、解

除等工作.各子公司负责本公司劳动合同管

理,其法定代表人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各分

公司负责本单位劳动合同管理,由省公司法定

代表人授权各分公司负责人与员工签订劳动

合同.

(二)员工入职教育与岗位管理

１．员工入职教育

电信实业公司对新员工进行入职教育,

并制定«员工行为准则»«员工奖惩办法及操

作程序»«员工请销假管理办法»«公司员工

疗、休养暂行办法»«劳动用工管理办法»«员

工绩效管理考核实施办法»«员工教育培训

办法»«员工保密协议»等有关文件,让新员

工了解省电信实业公司性质、企业文化及各

项规章制度基本情况.

２．岗位管理

员工岗位管理包括岗位档次调整、竞

岗、轮岗和组织调整４种形式,由公司人力

资源部与各用人单位共同办理.

(１)员工岗位档次调整

省电信实业公司各单位对员工按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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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电信实业公司员工绩效考核实施办法»

进行年度考核,以员工绩效为依据,通过技

术业务水平、工作业绩、工作能力及工作态

度等进行综合评价,连续２年达到“称职”员

工的岗位工资上调１档,报人力资源部办理

相关手续.

(２)竞岗

当出现空岗、新增岗位和需竞聘的岗位

时,人力资源部协同各单位发布竞岗信息,

组织技术业务考试、面试,以综合评价、竞争

上岗方式实现岗位调整.

(３)轮岗

电信实业公司以人才培养为目的,安排

部分有发展前途的员工到不同类型岗位上

工作,增加员工的岗位历练,丰富工作经验,

增强员工操作技能.

(４)组织调整岗位.

(三)职工教育与培训

省电信实业公司为提高员工基本素质、

员工技术业务水平,增强员工操作技能,实行

“先培训后上岗”的教育培训制度.新接收的

复转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及聘用人员报到后

进行岗前培训,培训内容为企业概况、职业道

德、服务意识、规章制度、安全教育、保密法规

等;组织员工在岗培训,提高、充实员工技术

业务知识与操作技能,为竞争上岗及职务晋

升创造条件.同时,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多

种类型的继续教育,为公司保持一支高素质

的员工队伍,电信实业公司对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实行自学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方

式,各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不

少于本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３０％,高、中级

专业技术人员每年脱产学习时间不少于１２

天,初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７天.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电信实业公司印发«青海

省电信实业公司员工教育培训实施办法»

«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网站及信息管理办

法»,逐步完善员工教育培训及网站信息

管理.

二、员工管理

(一)干部管理

省电信实业公司管理干部分两级管理

制度,公司三、四级管理干部由公司党委管

理,五、六级及以下管理干部由各单位管理.

１．三、四级管理干部拟任人员产生流程

公司部、室经理、副经理,子(分)公司总

经理由公司总经理提名,设董事会的子(分)

公司由董事长提名;子(分)公司副总经理及

财务负责人由子(分)公司总经理提名;外聘

人员由招聘小组按程序办理.

２．五、六级管理干部拟任人员产生流程

公司部室五、六级管理干部由部室主任

提名;子(分)公司五、六级管理干部由子

(分)公司总经理或分管副总提名;招聘或竞

争上岗由招聘领导小组按程序办理.

３．管理岗位设置

２００１年,公司管理岗位分类数额:省公

司(除五级以上经理外)业务主管４０％、业务

主办３０％、业务助理３０％.分公司(除六级

以上经理外)在省公司核定的管理职数内,业

务主管６０％、业务助理按４０％设定数额.

２００４年,省公司设五级及以下岗位:

XX 经 理 ４０％、XX 主 管 ３０％、XX 助 理

３０％;分公司设六级及以下岗位:高级 XX
经理２０％、XX 经理２０％、XX 主管３０％、

XX助理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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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电信实业公司内符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评审条件的员工均可参加评审.省电信

实业公司设工程系列初级技术职务评委会,

中、高级技术职务由省电信公司组织评审.

承担工程建设、运行维护、生产施工、科

研设计、计算机应用、科技情报、设备维修及

科研管理、综合技术岗位人员可申报工程系

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担任市场营销、生产经

营、经济计划、经济管理、经济监督、经济研

究、综合管理、人力资源、档案管理、安全保

卫、党政工作岗位人员可参加经济系列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担任统计报表、统计

调查、统计分析工作人员可参加统计系列专

业技术任职资格考试;担任财务工作人员可

参加会计系列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考试.上述

人员均应按规定参加省通信管理局、省电信

公司、省电信实业公司组织的评审或省劳动

人事厅组织的相关考试,获取任职资格证书.

人力资源部按分公司及各单位中专以

上学历人员情况设专业技术岗位.

(三)生产人员

在各工作岗位工作、未取得专业技术职

务资质的人员.

三、薪酬、保险与住房公积金

电信实业公司薪酬包含岗位工资、生活

补贴、年功津贴、地区补贴４个部分,此外,

按经营业绩获得绩效工资.

电信实业公司严格执行省政府核定的

工资计划,依据各公司生产率和绩效,合理

调整工资水平,实现工资支付水平与单位生

产业绩挂钩,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

制.工资分配贯彻向“三高”倾斜,向贡献倾

斜的原则与个人绩效挂钩的原则,岗位靠竞

争,报酬靠贡献,做到收入能增能减.

(一)薪酬管理

１．岗位工资

岗位工资基数由电信实业公司根据省

政府下达的工资总额,结合本公司经济效

益,经董事会研究确定.岗位工资系数实行

动态管理,易岗易薪,岗变薪变.省电信实

业公司岗位系数见下表.

省电信实业公司岗位工资系数
表８Ｇ３Ｇ２

岗位分类
岗位系数

１ ２ ３ ４

一 ２７ ２９ ３１ —

二 ２３ ２４ ２５ —

三 １９ ２ ２１ ２２

四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五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六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七 １ １１ １２ １３

八、九、十 ０８ ０９ １ １５

十一、十二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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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年,岗位工资基数为１０００元.

２．生活补贴

电信实业公司简化归并原高原补贴、知

识分子补贴、粮煤补贴、肉食补贴等,每人每

月按９０元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３．年功补贴

以２００４年１月在册员工连续工龄为

准,每年按２０元标准计算,年功补贴以后年

份不再随工龄增长而变化.

４．地区补贴

对按青劳人薪〔１９９３〕２０５号文件执行

的随基本工资乘地区系数发放的地区补贴

保留发放,以后不再随工资变动调整.

５．绩效工资

电信实业公司机关及各子(分)公司与

各单位负责人已在经营责任制考核中核发

绩效工资,此处为员工绩效工资发放状况.

绩效考核周期为按月、按年考核,由市

场部统一组织.月度考核在每月考核周期

下月３日启动,７个工作日内完成,交由人

力资源部下达绩效工资发放计划.年度考

核在每年度考核周期下年１月１０日启动,

１０个工作日内完成,交由人力资源做出各

单位年终绩效评定、公布考核结果,并下达

绩效工资发放计划.

(１)单位工资总额由公司人力资源部核

定.单位实发工资总额＝应发工资总额×
业绩考核实际得分/１００.员工绩效工资按

应发工资总额的９５％逐月发放,到年终,再

按年度考核结束进行调整.

(２)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员工绩效

按岗位绩效工资系数发放.２００４年１月

起,五级及五级以下管理人员及技术业务岗

位绩效工资取消岗位绩效系数,由各子(分)

公司自行考核发放.

(３)各子(分)公司制定员工绩效工资考

核评分办法,根据员工出勤状况、工作质量、

工作业绩、技术能力等进行综合考核,按评

分结果,将人力资源部核定的工资总额扣除

岗位工资后的数额分配给员工.

６．平均工资数额及所占比例

据统计报表,省电信实业公司岗位工

资、绩效工资及工资性补贴占个人所得薪酬

的比例关系见下表.

省电信实业公司工资发放情况
表８Ｇ３Ｇ３

年份
岗位工资

数额(元)
占比

(％)
绩效工资

数额(元)
占比

(％)
工资性补

贴数额(元)
占比

(％)
平均工资

(万元)

２００１ ９７５５２３８ ３２ １４６３２９２５ ４８ ６０９７０５２ ２０ ５０２

２００２ １０２８５３３８ ３２ １５４２８００７ ４８ ６４２８３３６ ２０ ５５

２００３ １１１６１１５６ ３２ １６７４１７３５ ４８ ６９７５７２３ ２０ ５４４

２００４ ６４８８１３８ ３２ ９７３２２０７ ４８ ４０５５０８６ ２０ ４８７

２００５ ６５０１３３２ ３２ ９７５１９９８ ４８ ４０６３３３２ ２０ ４６２

说明:其中岗位工资数额占薪酬所得的比例为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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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养老、医疗等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电信实业公司按照省社会保险管理局

核定基数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根据省人社厅有关规定,按职工上年薪

酬基数个人缴纳８％、单位缴纳２０％,纳入

个人基本养老保险账户;个人缴纳２％、单

位缴纳６％,纳入个人医疗保险账户;个人

缴纳０５％、单位缴纳１％,纳入个人失业保

险账户;个人缴纳１２％、单位缴纳１２％,纳

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四、劳动保护

电信实业公司根据«劳动防护用品监督

管理规定»制定发放办法,规定劳保用品的

发放范围和实施方法.劳动保护用品发放

对象为企业生产人员、生产科室直接从事现

场管理和安全监督人员、工程技术人员.

劳动保护用品发放标准与使用年限根

据生产工种、工作地区及人员性质进行分

类,分为生产人员、非生产人员,高寒地区、

非高寒地区,内勤、外勤等.

对冬季在寒冷、高寒地区从事露天作业

的外勤人员、机动车驾驶员、特殊工种人员发

放防寒服、防寒帽、防寒手套、防寒鞋;对从事

露天、高空、地下及有脏污物质的作业人员分

别发放工作服、大褂、套袖;对作业中头部需

要防碰撞的人员发放安全帽;对作业中手部

需要防烫伤、刺碾的人员发放防护手套;对需

要防风沙、风尘、异味的人员发放纱布口罩或

防尘口罩;对生产作业从事对眼部有危害或

视力影响的人员配发电焊眼镜或面罩、平光

镜、色镜、防风镜;生产作业中从事有触电危

险或静电危险的人员配发绝缘手套、单或棉

绝缘皮靴、防静电鞋等;对作业后需要洗涤、

洗澡的,配发毛巾、肥皂或洗衣粉.

五、退休职工管理

电信实业公司参照省电信公司离退休

人员管理办法,每月按时向省社保局报送离

退休人员工资拨付表,保证离退休人员按时

领取离退休金.每年端午节、中秋节、春节

比照省电信公司标准为离退休人员发放慰

问品、慰问金.

第四节　财务管理

　　电信实业公司财务管理采用二级核算

的形式,公司财务部负责机关账务处理及汇

总各子(分)公司财务报表,监督各子(分)公
司财务工作;各子(分)公司财务人员负责本

公司财务事务.

一、财务制度

２００２年８月,电信实业公司制定«青海

省电信实业公司财务管理规定(暂行)»,公
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据此做好财务管理和

会计基础工作;按照会计准则和核算办法进

行会计核算,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接受

上级部门、财税、审计部门检查监督.

二、资金管理

电信实业公司资金管理包含资金收支

管理、网上银行管理、现金管理、资金缴拨管

理、借款管理、票据管理、银行印鉴管理等.

三、财务收支与利税

省电信实业公司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的财务

收支与利税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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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电信实业公司财务统计数
表８Ｇ４Ｇ１ 单位:万元

年份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销售税金及附加 净利润总额 应交增值税 利润总额

２００１ ２１６７２３５ １２８７８７３ ５８４６７ ５９６９ －５９１ ６３８４４

２００２ １９７８０７３ １２５５３０９ ４４２８９ －６０５９５ １５０３５ －１２７１

２００３ ２７１８３６６ １７９５３４９ ５６９１１ －７６８４７ －９５７５ －２９５１

２００４ １６３９７８ １０６０３０７ ３４５７７ ６３８６６ －６１５ ９２２９３

２００５ １５６６１９６ １１０４７６９ ５０４２８ ７５９６５ －７ １２５６９３

备注:利润总额＝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利润总额＋应交增值税.
说明:按照«省国家税务局关于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所属企业汇总(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及«关于青海省电

信实业公司所属企业汇总(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补充通知»的规定,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电信旅行社、省邮电规划

设计院３个单位所得税由实业公司汇总缴纳.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宁经

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通知»,位

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省电信实业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享受“减二免三”税收优

惠政策,２００５年度免征企业所得税.

四、固定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为生产商品、提

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

命超过１个会计年度,单位价值在２０００元

以上的有形资产.

电信实业公司固定资产主管部门为综

合部、财务部门及固定资产所在单位.

(一)固定资产建造及大修、改良

１．建造固定资产由固定资产使用部门

填制固定资产申请单(表),经部门负责人审

核、分管总经理同意后行文报送省公司审

批,经同意并下达投资计划后各单位方可组

织实施.

２．在建工程竣工后,综合管理部门依据

交付使用财产明细表组织验收,财务部依据

验收报告和交付使用财产明细表进行价值

计算,综 合 管 理 部 门 填 制 固 定 资 产 收 入

凭证.

３．财务部门根据资产大修及改良计划、

批复、合同、发票及预决算资料列账,作为凭

证附件.

(二)固定资产维修

１．固定资产所在单位应根据固定资产

维修、保养制度,制定资产维修保养计划,年

初提出资产维修需求(明确维修范围)、数

量、预计金额,经本单位司务会议研究落实,

维修金额超过５万元的应报省公司批准.

２．公司综合部收到申请后会同财务部

核查资产状况,经核实后上报公司司务会,

批准后通知各单位落实维修计划,组织施工

并建立维修档案.

３．财务部根据资产维修计划、批复、合

同、发票及预决算资料进行财务处理,更新

资产 卡 片,业 务 部 门 据 此 修 订 资 产 保 养

计划.

(三)固定资产购置

１．各单位固定资产使用部门提出申请、

填制申请表(单),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总

经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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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省公司资产使用部门提出需求申请,

或各单位上报５万元以上资产购置申请时,

公司综合部进行需求调查,会同财务部进行

投资预算审核管理,向公司提交购置计划,

经审批后下达计划、组织招投标、合同签订

及购置.

３．各单位综合管理部填制验收单(一式

三份),随同资产由使用部门进行验收.综

合管理部依据固定交付使用明细表登记台

账,财务部建立固定资产卡片,使用部门依

据固定资产卡片粘贴固定资产标牌.

４．在固定资产采购时,承办部门先询

价,取得报价单后进行比较,以质优价廉原

则确定采购对象;单批次价值５万元以下

(含５万元),寻找２家以上供应商征询价

格;５ 万元以上,找 ３ 家以上供应商招标

采购.

(四)固定资产在分公司及部门间调入、

调出

１．部门间调拨,固定资产使用部门提出

申请,填制固定资产内部调拨单,部门负责

人审核,综合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公司间

调拨报省公司批准).使用部门对调入固定

资产进行验收,在内部调拨单上签名确认.

２．子公司与省公司(各分公司、其他子

公司)发生资产调拨时,财务处理应按照长

期投资准则处理,在财务核算系统中进行资

产局间调拨.

(五)其他

１．转让固定资产流程:综合管理部填制

申请单,财务部负责人审核,分管总经理审

核,报省公司批准.转让固定资产应当签订

合同,按合同审批流程进行审批.综合管理

部依据固定资产支出凭证登记台账并通知

相关部门注销固定资产卡片.

２．固定资产报废:固定资产使用部门填

制报废申请表,综合管理部审核.技术鉴定

小组(由市场部、财务部、综合管理部、使用

部门)进行技术鉴定,提出专业意见,报送分

管总经理审核,再报省公司批准;处置资产

采用竞标或竞价方式,并签订合同;综合管

理部据批准文件登记台账,通知相关部门注

销卡片,财务部据批复进行账务处理.

３．固定资产清查和盘点:各单位加强固

定资产日常管理,保证资产的安全与完整;

综合管理部每年组织一次固定资产全面清

查盘点,综合管理部制订计划,落实资产清

查小组人员;综合管理部对固定资产台账、

资产明细账进行核对,使用部门进行实物盘

点、财务部和综合管理部监督盘点.

４．固定资产条形码管理:每个资产需粘

贴PET 资产标签,用数据采集器进行数据

采集,然后与财务系统数据逐一核对.

５．高值易耗品管理:高值易耗品采购由

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填制申请表(单),报送

分管总经理批准后安排购置;综合管理部按

申请单发放高值易耗品,登记备案;综合管

理部按月编制高值易耗品摊销表,经财务部

审核后进行账务处理.
(六)省电信实业公司固定资产情况

２０００年,固定资产９０４５５５万元.

２００１年,固定资产９２１７７４万元.

２００２年,固定资产１０１３５９４万元.

２００３年,固定资产９５８７５５万元.

２００４年,固定资产７４３０１２万元.

２００５年,固定资产６９７４１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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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监督检查

(一)财务检查

电信实业公司对各子(分)公司财务检

查,每年至少一次,检查期限为上年度财务

检查截止日至本次检查上月,每个单位３~

５天.各单位负责所属营业点、物流部、项

目部、综合部等财务监督检查,每年至少

一次.

财务检查的内容包含货币资金、应收账

款和预付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在建工程、所有者权益、业务

收入、成本开支等.财务检查完成后,检查

小组与被检查单位交换意见,被检查单位应

在规定的时间内,认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以

文件上报.

检查组就整改情况进行复查,若被检查

单位在２年检查中出现同一问题,将在公司

内进行通报,并作为当年业绩考核的扣分

依据.

(二)审计监督

电信实业公司审计处负责对公司与所

属子(分)公司财务收支及经营活动进行审

计监督;接受上级内部审计部门及国家审计

机关派出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在审计过程中,要求被审单位报送预

算、决算、报表和有关文件、资料;审计处审

查被审单位财务报表、账簿、凭证、资金及财

产,检测财务会计软件,查阅有关文件和资

料,向被审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并索取证明

材料;对严重违反财经法规或严重损失浪费

行为予以制止并报告负责人,对阻挠、破坏

及拒绝提供有关资料的单位、人员进行追

究;审计完成后,出具审计意见书,提出改进

意见与建议,在权限范围内做出处理违反财

经纪律问题的决定,并检查被审单位对审计

意见执行、整改情况.

第五节　下属企业

　　一、青海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

２００１年,省邮电建设工程局更名为青

海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具有建设部颁布的

通信工程二级总承包资质,可承建通信线

路、通信管道、智能网络、综合布线、设备安

装等通信工程.３月,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

撤销西宁市康信有限责任公司、青海省通信

建设工程局物资处、青海省通信建设工程局

服务处、青海省通信建设工程局机房装饰

部.管理机构设办公室、财务部、工程部、经

营部.生产部门设设备安装第一分公司,线

路工程第２、３、４、５、６、７、８分公司,产品经营

部(下设电源和产品加工车间).有各类工

程车辆７５辆.

２００２年９月,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注

册 资 金 ２０００ 万 元, 实 际 资 本 为

１２６２８３２６８２元,经银行同意,注入资本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年,外省施工队伍大批进入青海,

通信建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西宁及各州

(地、市)建设项目减少,建设规模缩减,工程

公司部分分公司停工.２００４年６月,工程

公司撤销第六分公司、技协,重组第三分公

司.２００５年３月,工程公司撤销分公司,实

４６３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行工程项目经理制.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１日至２００２年４月３０
日,裴云新任总经理;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４日至

１０月３０日,王磊任总经理;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
日,毕柴文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４日,白海玲任公司总经理.

(一)经营管理

１．工程项目管理

２００１年３月,工程公司制定«工程合同

管理办法»,规定签订合同应由部门主要负

责人签字,同时规定必须有公司总经理委托

书,使得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４月,

工程公司设立工程审计制度,由专人负责工

程审计工作.加强对工程立项、设计、签约、

施工、验收交付、预决算等环节流程管理,确

保经营业务健康发展.同时制定«施工管理

办法»«财务审批申报管理办法»«企业领导

审批资金权限范围»«物资出入库存管理办

法»«安全生产整改办法»«车辆使用管理办

法»等规章制度１７项.

２００２年,制定«青海省通信建设工程公

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实施细则»«安全生产

奖惩办法»等８项内控制度.

２．劳动工资管理

２００３年７月,工程公司员工２３１人(电

信员工１０７人,聘用员工１２４人),人均净利

润:６００万元/２３１人＝２６０万元(计算数额

不含内退员工４６人).

２００５年７月,工程公司对聘用员工按

A、B、C三类执行工资标准,各类员工设置

比例为 A 类２０％、B类２０％、C类６０％,工

资标准为 A类１０００元/月、B类７００元/月、

C类５００元/月,新录用员工４００元/月.

３．工程项目费用承包管理

工程公司实行工程项目费用承包经营

责任制,将各分公司承建的通信建设工程按

项目承包给各分公司或承包组、承包人.公

司收取工程项目总费用的一定比例为管理

费用,负责为员工缴纳各类保险基金,其余

费用均由承包单位或承包人自行处理.

承包单位或承包人负责通信建设工程

项目人员组织、通信材料统筹、施工进度安

排、施工质量管理、施工费用收取、工程资料

编制、工程验收管理等所有工作及施工过程

安全.工程验收时发生返工或工程质量问

题,均由承包单位或承包人自行处理,所需

费用在承包费用中列支.

承包单位或承包人承建工程、组织技工

和普工队伍时,一般直接聘用农民工或等级

较低的工程队参加建设.承包单位或承包

人为简化工程组织管理,往往采用将工程项

目分解成数个单项工程,再转包的现象,使

得工程质量低劣、施工建设资料漏缺,造成

少数工程无法竣工验收.

工程公司完成经营责任制情况
表８Ｇ５Ｇ１ 单位:万元

年份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基本目标 ３０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４２００

完成情况 ３８００ ３２８３ ３１３０ ２１６３ ４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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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公司对各分公司及项目负责人的

生产经营责任制是根据实业公司下达的预

算指标,根据所在区域划分分解到各个项

目,收入完成率达到９５％以上方为完成.

(二)历年业绩

２００１年８月,工程公司承建的电信公

司西宁—格尔木SDH 设备扩容工程,共和

至黑马河、德令哈至柴旦光缆工程竣工;１０
月,电信公司黑马河至茶卡长途光缆工程竣

工;１２月,电信公司平安至乐都、乐都至民

和长途光缆扩建工程竣工.全年完成工程

２４７项,工程费收入４０１８万元,成本支出

３８５８４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３５．９万元.

当年绩效考核得分９５分,获省电信实业公

司绩效考核一等奖.

２００２年,工程公司完成电信公司湟中

至拉脊山光缆直埋工程,锡铁山至察尔汗、

察尔汗至格尔木光缆等各类工程２８５项,累

计收入３２８３万元(其中工程费收入２７３７万

元、加工产值收入２５０万元、物资供应收入

２９６万元).

２００３年,工程公司开工和在建项目２５３
项,累 计 收 入 ３１３０ 万 元 (其 中 施 工 收 入

２８５０万元、加工产值２８０万元).

２００４年,工程公司开工和在建项目２２６
项,安装“小灵通”基站１１７１站、交换设备

１００００门;完成直埋光缆１５０公里、架空光

缆２５４６１公里;完成工程勘察、设计 １２３
项;累 计 收 入 ２３１７ 万 元 (其 中 工 程 收 入

２１６３万元、装机收入１５４万元).

２００５年６月,工程公司承建电信公司

天竣至乌兰至德令哈长途直埋光缆工程,年

底竣工验收.全年,完成各类工程３７１项,

其中“小灵通”基站１０３２站点,安装交换设

备１２３１２门,直埋光缆１０５３０７公里等.累

计施工收入４２３０万元.

５年期间,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完成各

类工程１３８２项,累计收入１６６０６万元.

２００１年８月,工程公司职工集资建设

六一桥商住楼,建筑面积５６２３８２平方米,

其中住宅３８１６５６平方米、商铺１８０７２６平

方米,总投资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２年８月竣工.

二、青海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承担通信网络规划、

可行性研究、评估勘察、设计咨询等工作,具

有建设部通信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省建设厅

工程勘察乙级资质和智能建筑(系统工程设

计)专项工程设计甲级证书、国家计委颁布

的乙级工程技术咨询资质.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王磊任省邮电规划设计

院院长,杜争科任总工程师;２００２年４月,

杜争科任省邮电规划设计院院长.

２００１年,规划设计院承担西宁市电信

局PHS便携电话无线接入网工程、电信青

海高速传输网工程设计,省电信传输局锡铁

山至察尔汗光缆线路工程设计.

２００２年,规划设计院完成各类勘察设

计工程１３６项,实现勘察、设计、咨询收入

５００万元.

２００３年,规划设计院编制青海电信本

地网网络资源管理系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青海铁通西宁市３５G项目建设可行性

研究报告;参与编制电信公司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３G网络和各州(地、市)本地网规划.完

成海北州电信与铁通、海南州电信与铁通、

省网通与省移动、省移动与省电信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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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等各类设计项目１４４项.设计费收入

８００１１万元,咨询费１２万元.

２００４年,规划设计院完成勘察设计、规

划和咨询１６０项,业务收入５９１７７万元(其

中咨询３０６万元、勘察设计５５９６３万元、

其他１５４万元).

２００５年,规划设计院完成工程设计、规

划和咨询１５６项,业务收入５２３万元(其中

咨询７３万元、勘察设计４４７万元、其他３万

元).

５年间,规划设计院设计质量合格率

１００％,优良率在９５％以上.与青海启通实

业有限公司、同信城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省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天津电信建设

公司青海分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三、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省电信公司决定成立青

海通信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正处级建制,专、

兼职人员编制２５人,监理青海省境内有线、

无线、数据、移动等通信建设、安装工程,５
千平方米以上建筑物综合布线工程,县市级

通信综合楼工程,邮政三级中心局通信建设

工程.

２００１年５月,省电信公司安排毕柴文、

柴进辉等２５名人员,组建甘肃中信通信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简称“青海

通信建设监理公司”,编制１３人,人员归属

省电信公司管理).６月,青海通信工程建

设监理公司承担省电信传输局黑马河至茶

卡直埋通信光缆工程监理业务.７月,省电

信实业公司同意监理公司设监理部、经营

部、综合部.胡兴平任经营部主任、监理部

主任(兼);柴进辉任综合部主任;史正梅任

监理部副主任.８月,省电信公司筹备成立

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部分

资金由电信职工集资筹集,为此,电信工会

成立电信内部职工股管理委员会,主任范

莉,委员周荫根、王培俊、蒲春先.同月,青

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董

事会,董事长杨建青,董事李正龙、范莉、周

荫根、邓晓辉、韩日辉、叶茂盛、李恒久、刘伶

娜.９月,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法人

代表叶茂盛,注册资本１００万元人民币(省

邮电企业管理协会出资２０万元,电信内部

职工股管理委员会出资７０万元,青海盛达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资１０万元).注册地

址:西宁市微波巷４号.经营范围为通信工

程、广播设备安装工程监理服务及本系统三

等以下工民建工程的监理服务.１２月１３
日,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原青海通信建设监理公司及青海省通信

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撤销).

２００２年１月,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通过青海

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经董

事长提名、董事会通过,叶茂盛为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杨卫铭为技术负责人.９月,聘

汪澜为监理公司技术负责人(杨卫铭退休),

指导通信工程建设监理工作.１２月,青海

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变更为邢仁平.

２００４年６月,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取得二、三类通信建设工程乙

级监理资质证书.７月,聘毕柴文任青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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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免去

叶茂盛副总经理职务.

２００５年４月,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定监理公司股东变

更为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青海盛达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及自然人.经营范围变更为通

信工程、广播设备安装工程监理,通信工程

技术及信息咨询服务.４月２９日,青海盛

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选举新董事

会、监事会,王磊任董事长,阚梅任监事会主

席.７月,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会议通过修改后的章程和股权转

让协议,注册资本由１００万元增加至１０４８
万元(其中省电信实业公司８９６万元,青海

盛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１０万元,自然人１３
人、出资５２万元).

(一)经营管理制度及办法

２００２年１月,监理公司对在职员工通

过函授、自考等形式提升专业知识和业务技

术水平给予奖励.２月,印发«通信工程建

设监理管理暂行办法»«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公司绩效考核暂行办法».

２００３年６月,监理公司印发«青海盛信

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

实施细则»«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

任公司车辆管理办法(试行)»,综合部负责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及车辆管理.

２００４年初,监理公司针对工程分散、点

多面广、监理人员少、工程量大的状况,采取

“监理大项目分段、小项目分区分片”包质

量、包进度、包安全的“三包责任制”.

(二)经营业绩

２００１年,监理公司监理通信建设工程

７５项,监理收入１５０万元.

２００２年,监理公司监理通信建设工程

１０３项,监 理 收 入 ３４８ 万 元,利 润 ３４６２
万元.

２００３年,监理公司业务收入４０９５万

元,利润３８８５万元.

２００４年,监理公司监理通信建设工程

１８４项,业务收入８９０５４万元,利润４４１３４
万元.

２００５年４月,监理公司中标电信西藏

公司拉萨至林芝长途架空光缆工程监理业

务.全年,监理通信建设工程２１２项,业务

收入６５６万元,利润２８４万元.年底,监理

公司申请减免企业所得税,退税１６１万元,

连续两年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监理公司固定资产总值６６５万元.公

司职工６３人,生产用车４辆,笔记本电脑１
台,电缆分析仪１套,熔接机１台,数码相机

１部,理光传真机１台.

四、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数通网络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１年５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将星科

通信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广告信息装潢公

司及１６８信息台重组为数通网络公司,负责

人为郄褒真.省邮电科研所设数通网络公

司,郄褒真兼任所长.数通网络公司设IT
事业部、通信工程部、１６８信息台,员工３３
人(其中主业划转员工１５人、外聘员工１８
人).

数通网络公司是集系统集成、综合布

线、软件开发、硬件销售、通信工程建设与终

端维护、耗材销售、网站建设、网页制作为一

体的高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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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４月,广告信息装潢业务从数

通网络有限公司分离.７月,１６８信息台划

归西宁市电信局.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省电信实业公司聘赵永

贵任数通网络分公司副总经理.

经营业绩:２００１年,数通网络公司IT
事业部负责系统集成、办公设备维护、各类

仪器仪表销售、IT 产品销售、办公耗材、数

据通信终端销售、网站建设、网页制作、域名

申请、软件开发与维护、程控交换机电路板、

“小灵通”基站、IT设备等维护工作;通信工

程部负责通信工程施工、综合布线,政府、企

业及家庭上网等通信、网络工程规划、设计、

施工,通信设备维护,通信机房改造等工作.

实现业务收入９２８万元.

２００２年,数通网络公司承担电信公司

程控交换机电路板维修,电信西宁分公司

ADSL装机、维护及数据通信公司装机、扩

容等工程,承担联通、移动公司部分网络工

程及数据产品销售.实现业务收入１１６０万

元.２００３年,实现业务收入７０４万元.

２００４年,数通网络公司与电信西宁市、

格尔木市分公司签订«宽带装机维护协议»,

与电信公司企划部签订«公司机关微机维护

协议»,与移动海东、黄南分公司签订«光缆

维护协议»等项目.实现业务收入８２８８万

元,利润４６万元.

２００５年,数通网络公司与电信西宁市、

格尔木市、海南州分公司签订«宽带装机维

护协议»,与电信公司企划部签订«省公司机

关微机维护协议»,与移动海东、黄南分公司

光缆续签维护协议.实现业务收入９９９２
万元,利润１５０万元.

五、青海省电信实业广告装饰公司

２００２年４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将数通

网络公司广告装饰业务分离,成立青海省电

信实业广告装饰分公司,陈立新为负责人.

２００３年,广告部和装饰部改置为市场业务

部、设计部、工程管理部.

主要业务:广告制作、电信营业场所装

修、庆典活动布置、机房整治装修等业务.

２００３年,实现业务收入５０万元.

２００４年,实现业务收入１７０８６万元.

２００５年,实现业务收入３４５６万元.

六、青海省电信实业维护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２月,电信公司决定,省电信实

业公司与西宁市电信局的西宁电信实业有

限公司签订«置换协议»,撤销西宁电信实业

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划归省电信实业公司.

２８日,电信实业公司维护分公司成立,负责

人白海玲.主业划转员工１６９人,社会聘用

员工１７０人.

２００２年,维护分公司员工２３９人,其中

合同制员工９８人,聘用员工１４１人.

(一)经营管理

２００１年７月,电信公司与电信实业公

司签订«青海省通信线路设备代维协议»及

«青海省通信线路设备代维管理办法».９
月,电信公司与电信实业公司签订«青海省

电信公司与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代营、代办

协议».协议规定,电信实业公司代办电信

公司本地、国内、国际电话业务,受理装、拆、

移机,改名、过户等业务,受理电信卡类、数

据通信类及长话清单的制作、投递业务.省

电信实业公司印发«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代

维线路设备管理办法»«青海省电信实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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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代办、装移机管理办法».根据上述要求,

细分责任段落、工作职责,以承包经营责任

制方式落实市话线路维护、整治、通信抢修

及电话装、移机工作任务.

２００２年１月,省电信实业公司根据西

宁市行政区域变更,将原海东分公司大通、

湟源、湟中三县人员与相关业务划归电信实

业维护分公司经营管理.维护分公司开展

竞争上岗,通过笔试、面试,有２１人竞聘到

管理岗位,７５人竞聘到生产岗位.

２００３年,维护分公司将线路维护、整治

与查障、装机以条为主管理模式改为以块为

主的管理模式,成立大通、湟中、湟源工作

站;将工程抢修队转为“工程公司”;成立一

线通维护中心、IC卡维护中心及车辆调度

中心.

(二)经营业绩

２００１年,业务收入１６５１４５万元(线路

维护４８５８３万元,装、移机９８７４６万元,公

用电话６６９３万元,话机维修１２万元,其

他１１００３万元).

２００２年,业务收入２０９９２１万元(西宁

１６３８６９ 万 元,大 通 １８７９８ 万 元,湟 中

１４４１４万元,湟源１２８４０万元).

２００３年８月,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建设４
个渠道要求,维护分公司线路维护、装、拆、

移机人员与相关业务交由电信公司管理.

上半年工作情况没有统计资料.

２００４年３月,省电信实业公司维护分

公司撤销.

七、电信实业海东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月９日,省电信实业公司海

东分公司成立,设湟源经营部、湟中经营部、

大通经营部、民和经营部、互助经营部、乐都

经营部、黄南经营部,负责人杜鹏.负责电

信海东地区、黄南州分公司市话线路建设、

大修及维护工作,代办装、移机,代维线路、

终端,代管物业,代营、代办电信业务和多经

业务等.

２００１年初,海东分公司正式职工１０６
人[海东邮电业务１３人、湟源经营部６人、

黄南经营部２３人(主管黄南、循化、化隆业

务)、湟中经营部１１人、大通经营部２２人、

民和经营部１０人、互助经营部８人、乐都经

营部１３人],聘用劳务工１２３人.

２００２年１月,西宁市行政区划变更,海

东分公司大通、湟源、湟中三县经营部划归

省电信实业维护分公司,三县代营、代办网

点(包括大通铝厂、城关、煤矿支局营业点)

和大通菜市场地区划归物资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海 东 分 公 司 完 成 业 务 收 入

１６１５０８万元(装、移机５５４６万元,线路维

护收入２６１３万元,工程收入９７９万元,物

业管 理 收 入 １１６６ 万 元,黄 南 多 经 收 入

１５３６万元,代营营业额４３１０８万元).

２００２年,海 东 分 公 司 完 成 业 务 收 入

１１９５９２万元(代维收入２６２３１万元,代办

装移机收入 ５４３６６ 万元,黄南多经收入

１６６４９万元,物业及采暖收入９５６０万元,

线路工程施工收入１２１８８万元,大通菜市

场经营收入５９８万元).

２００３年,海东分公司承建的海东地区

乐都县电信局通信线路工程竣工验收.该

工程包括乐都新盛电缆、乐都洪水至蒲台光

缆、乐都宾馆至加油站管道３项.８月,根

据中国电信集团建设４个渠道要求,海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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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线路维护,装、拆、移机人员与相关业

务交由电信公司管理.

２００４年 ３ 月,电 信 实 业 海 东 分 公 司

撤销.

八、电信实业海南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月９日,省电信实业公司海

南分公司成立,负责电信海南州、海北州、玉

树州、果洛州分公司市话线路建设、大修、改

造与维护,代办装、移机,代维线路、终端,代

管物业,代营、代办电信业务和多经业务等,

负责人何忠会.设贵德县经营部、海北州经

营部、玉树州经营部、果洛州经营部.管理

人员２１人,生产人员４１人,聘用工７４人.

２００２年,海南州分公司关闭海北、果洛

经营门市部,对电信海南分公司职工餐厅、

网吧,果洛宾馆、玉树招待所实行对外租赁

承包.８月,将贵德玉泉山庄移交青海电信

旅行社经营.

２００１年,海南分公司完成业务收入６５０
万元,实现利润１１６万元.

２００２年,海南州分公司完成业务收入

９５９２３万元(其中海南收入５２６２３万元、玉

树收入１０３８万元、果洛收入２７０７万元、海

北收入５８５万元).利润－１７１３万元.

２００３年,承建兴海县赛什塘线路、龙羊

峡户线工程、共和县人民街管道、共和市话

七区线路、贵德县加莫台线路、贵南县文化

街线路等大修工程,兴海县电信局通信楼电

缆进局,共和县恰卜恰镇配线户线等１３项

工程.８月,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建设４个渠

道要求,海南分公司将线路维护,装、拆、移

机人员与相关业务交由电信公司管理.

２００４年 ３ 月,电 信 实 业 海 南 分 公 司

撤销.

九、电信实业海西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月９日,省电信实业公司海

西分公司成立,负责电信格尔木、海西州分

公司市话线路建设、大修、改造与维护,代办

装、移机,代维线路、终端,代管物业,代营、

代办电信业务和多经业务等,负责人齐智

信.设格尔木经营部(２１人)、海西经营部

(驻德令哈,分管除格尔木以外的海西各县

局业务,１５人).

２００１年,海西分公司业务收入５９２８２
万元(格尔木３８９９５万元,海西州１２５９０
万元,德令哈飞鸿公司７６９７万元).

２００２年,完成业务收入５３０万元,利润

６６１３万元.

２００３年８月,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建设４
个渠道要求,海西分公司将线路维护,装、拆、

移机人员与相关业务交由电信公司管理.

２００４年 ３ 月,电 信 实 业 海 西 分 公 司

撤销.

十、青海省电信实业物资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月９日,青海省电信实业物

资公司成立,承担通信线缆、通信设备、办公

用品等销售,通信物资运输,通信物资仓储

业务.谷青山任总经理,员工３０人.

２００２年１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因西宁

市行政区划变更,将海东分公司大通、湟源、

湟中三县代营、代办网点(包括大通铝厂、城

关、煤矿支局营业点)和大通菜市场划归省

电信实业物资公司管理.

２００３年４月,省电信实业公司成立实

工通信物资有限公司,负责通信物资的经营

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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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３月,车辆调度中心整体划归

物资分公司.聘谷青山任物资公司总经理.

４月,撤销计调部和经营部.

(一)经营策略

２００１年６月,省电信公司与省电信实

业公司签订«物资供应、施工、设计合作框架

协议».约定省电信实业公司向省电信公司

提供物资供应、施工、设计等服务,并明确双

方权利和义务.具体物资供应事务由省电

信实业物资公司承担.

２００２年,物资公司扩大对青海网通公

司供应物资,业务范围发展到部队、航空站

及其他工程队的器材供应.

(二)经营管理

２００１年,物资公司建立采购、仓储管理

等制度,确保电信公司通信物资供应,先后发

展与军队、联通、铁通、移动公司的合作业务.

２００２年初,物资公司推动全员竞争上岗

工作.６人竞聘管理岗位,５人竞聘专业技术

岗位,１９人竞聘生产岗位.物资公司成立计

调部和经营部,计调部负责物资计划、采购、

调度、配送工作;经营部负责合同管理、资金

结算、业务开发、经营规划及终端销售和代营

业务.补充制定«物资管理办法»«采购管理

制度»«绩效工资考核办法»和各岗位职责.

２００３年,物资公司按量化业绩对员工进

行考核,并积极拓展外部市场.

２００５年,按省电信实业公司安排,车辆

调度中心并入物资公司,为车辆管理部.车

辆实行单车核算,费用包干;鼓励驾驶员主动

联系返程货源减少运行费用.整合计调部和

经营部为业务部,将原业务流程进行整合完

善;商品进销存实现电算化管理,材料出入

库、记账、票据等各流程实现智能管理.

(三)经营业绩

２００１年,销售收入３００万元.

２００２年,采购物资６４２８０６万元,调出

物资６７５８２６万元,库存１２１４２３万元(含

代销物资).

２００３年 １１ 月底,销售物资 １１４２５１２
万元,销售收入３８１万元.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底,销售物资７９０５８４万

元,完成净利润７５５５４万元.完成网通公

司３００万元物资供应,并承担网通公司订购

的“兰西拉”通信设备的配送.

２００５年 １１ 月,销 售 物 资 ４３０２０５ 万

元,车 辆 租 赁 收 入 ２６０１８ 万 元,净 利 润

１８５２８万元.

十一、车辆调度中心

２００１年,实业公司车辆调度为省电信实

业公司综合部管理.完成公务及生产用车

２３６０趟次,安全行车４２７５万公里;购置新车

１７辆;对外租赁２０辆,完成车辆租赁收入

７１３万元.４月,将原传输局汽车队修理和

工程局修理厂合并成立车辆维修中心.

２００２年４月,省电信实业公司成立车

辆调度中心,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负

责公务及生产性车辆用车管理、车辆采购、

货物运输、车辆租赁、车辆修理、车辆年审等

事务.梁爱国任车辆调度中心负责人.

２００４年,车辆调度中心发展电信各州

(地、市)分公司长期车辆租赁,扩大临时车

辆租赁、货物运输及驾驶员劳务输出等业

务.实行单车核算、人工费用包干,放开货

物运输行业限制措施,鼓励驾驶员主动联系

货源,减少空车往返运行成本.放开汽车修

２７３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理厂对外修理业务限制,鼓励个人承揽、利

润分成.

２００２年,完成电信各州(地、市)、县分

公司运煤２４３０吨,其他货物３０００多吨,运

输８６００余车次,安全行驶８５万公里.完成

实业公司、电信西宁市分公司、省电信传输

局１８０辆车的年审.办理新车购置及落户

手续３８辆.车辆租赁、运输收入２００万元,

车辆修理收入１１０万元.

２００３年,完成实业公司、电信西宁市分

公司、省电信传输局２２１辆车年审,新车购

置和落户３８辆,运输４８６０车次,安全行驶

５０万公里.实现收入７１９万元(其中,车辆

运输及长期租赁４６７万元、临时租赁１１４万

元,修理费１３８万元).

２００４年,业务收入６１３０２万元(其中,

长期车辆运输及长期租赁５１６４万元、临时

租赁９３６２万元、其他收入３万元).

２００５年３月,依据省电信公司决定,车

辆调度中心划归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物资

公司.

十二、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物业管理分

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省电信实业公司物

业管理分公司成立.张东成任总经理.负

责各州(地、市)电信公司办公院落及家属区

的清洁卫生、安全保卫、水电暖供应与维修

等物业管理业务.有合同制职工５３人.物

业管理分公司设综合部、经营部和市场部.

２００２年１月,西宁市行政区域变更,大

通、湟源、湟中三县物业划归物业管理分公

司管理.４月,省电信实业公司聘芮勤元为

物业管理分公司负责人.８月,物业管理分

公司整建制划归青海省电信实业房地产开

发公司,为青海省电信实业房地产开发公司

物业管理部.

２００５年５月,省电信实业公司通过«青

海省电信实业公司业务整合沟通方案»,成

立省电信实业公司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７月,聘裴云新兼物业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１年,物 业 管 理 分 公 司 业 务 收 入

９５６５６万元(其中,物业收入９１７４５万元、

经营收入３９１１万元),支出９４６３３万元,

利润１０２３万元.

２００２年,房地产开发公司物业管理部

完成收入５２９０２万元.

２００３年,物业管理部业务收入９７３万

元(其中,暖气费３４９万元,物业费６２４万

元),水电费收入４２４６万元,未收回３５万

元,利润１６０万元.

２００４年,物业管理部业务收入１５３９４３
万元(其中,主营收入９２６９８万元,水电费

６１２４５万元),收入未转账１５０５６万元;主

营成本９６８１２万元,水电费支出６０３８７万

元,天然气支出１２０４５万元,实现税后利润

－２４４万元.

２００５年,物业管理公司业务收入９０５
万元,支出７５２２８万元.

十三、青海省电信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２年７月,省电信实业公司成立青

海省电信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房

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服务、水电暖管网安装

维修等业务.８月,省电信实业物业管理分

公司整建制划归省电信实业房地产开发公

司,为青海省电信实业房地产开发公司物业

３７３

下编　第八章　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



管理部.房地产开发公司聘裴云新为总经

理.物业管理安排长江路９３号院、同仁路

８号院、南川西路３９号院８台３６吨位天然

气供暖锅炉及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南川西

路３９号院供暖管网改造,六一桥工程公司

新建商住楼水、暖工程建设.

２００３年８月,房地产开发公司嘉荣华

信园小区住宅建设开工,省电信公司副总经

理邢仁平、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张启

光、省电信实业公司总经理邓晓辉等参加奠

基仪式.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嘉荣华信园小区完成建

筑工程量的９０％,排水工程量的７０％,小区

基础设施工程量的７０％,人防停车设施工

程量的２０％.

２００５年６月,嘉荣华信园小区(１~９
号)住宅楼竣工投产,建筑面积５８０２０９１平

方米;完成上、下水管道各３０００米,天然气

管道３０００米,道路２０００米建设.建成地下

人防停车场２１００平方米及配套设施.销售

房屋４１８９０７１平方米(其中,住宅４０６６４０２
平方米,商铺１２２６６９平方米),销售收入

５６００万元.７月,举行嘉荣华信园小区一期

工程落成暨住户入住仪式.

２００５年６月,续聘裴云新任房地产公

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年,房 地 产 开 发 公 司 完 成 收 入

６８７５４万元.

２００５年,房地产投资５６０６３４万元(其

中,土地购置费１９１５万元、建筑设施及辅助

设施投资３６９１３４万元).房屋销售收入

３２８４３４万元(其中,缴款９５％的房屋销售

２２８套、未缴够９５％款房屋１５套;住宅销售

占比６２％;商铺销售９８３平方米,占１２％).

十四、青海省电信旅行社

２００２年３月,省电信公司编委会同意

成立省电信实业旅游公司.４月,省电信实

业公司成立青海电信旅行社筹备组.９月

２８日,电信旅行社挂牌营业,于保和任总经

理,电信旅行社所属小上海酒店正式开业.

２００３年２月,电信旅行社聘韩先念为

副总经理,分管旅行社办公室和地接业务

部;马慧琴为副总经理,分管南方和北方业

务部;蔡尚武为经营部副主任,分管小上海

酒店、黄南电信宾馆、贵德玉泉山庄;王汝红

为南 方 业 务 部 经 理;李 静 为 北 方 业 务 部

经理.

２００４年７月,省电信实业公司将电信

旅行社交由个人承包经营.

２００６年,省电信实业公司撤销电信旅

行社.

(一)经营管理

电信旅行社制定了计调、外联、导游部

门规章制度和旅行社操作流程,使得旅行社

工作和业务有章可循,保证企业经营健康

发展.

２００３年３月,电信旅行社印发«人事管

理规章»«利润中心管理制度»«极限考核管

理办法»及«绩效工资分配办法».１２月,电

信旅行社通过ISO９００１:２０００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

２００４年７月,电信旅行社由个人承包

经营.加强旅游经营成本和费用计划、控

制、核算及分析,提高经济效益.

２００５年,电信旅行社在服务于电信主

业、实业员工疗休旅游活动基础上,扩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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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上海、北京、四川、云南、湖北、河南、宁

夏、甘肃等地接旅游合作.参与省政府、省

旅游局组织的广州—青海旅游企业恳谈会,

与部分广州旅游企业签订«旅游合作协议».

(二)经营业绩

２００１年,电 信 旅 行 社 组 织 游 客 １８１４
人,营业额７５４万元(电信行业８３５人,营业

额２３１５５万元;社会团体９７９人,营业额

５２２４５万元).

２００２年,电信旅行社旅游、餐饮、宾馆、

酒店等业务收入 ６７６４２ 万元,成本支出

７０９６５万元,利润－３３２３万元.

２００３年,电信旅行社业务收入６５３９
万元(其中,旅行社收入４８３４万元、黄南电

信宾馆收入５１３万元、贵德玉泉山庄收入

２５３万元,小上海酒店收入９３９万元).

２００４年,完成业务收入４５６０６万元,

实现利润－１０３６１万元.

２００５年１~１１月,完成收入２７７９万

元(其中,组织出省旅游团队 ５６ 个、游客

９８４人,收入２３０７万元;接待来青旅游团

队３１个、游客１０７５人,收入４７２万元).

十五、青海省邮电职工培训中心

１９９８年８月,根据信息产业部邮电体

制改革和国家教委关于撤销企业办学的要

求,省邮电学校全日制中专停止招生(最后

一批学生于２００１年７月毕业),对邮电职工

在职教育和培训工作成为省邮电职工培训

中心(邮电学校)主要任务.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电信公司主辅分离,省

邮电职工培训中心整建制划归电信实业

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月,电信实业公司成立邮电

职工培训中心,设置综合部、教学部(下设函

授部、培训部、信息室),任命于保和为党总

支书记兼邮电职工培训中心主任.４月,电

信实业公司指定张东成主持邮电学校和邮

电职工培训中心工作.

２００３年１月,省教育厅批准省邮电学

校成立青海省联合职工大学信息技术分校.

实行“３＋２”学制,即学生前三年中职教育课

程完成后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成绩及格后转

入联合职工大学信息技术分校学习.考虑

到青海办学条件,后两年学习委托四川邮电

职业技术学院完成大专课程教学工作.９
月,首批新招生的８１名学员报到开学.

２００４年６月,电信实业公司任张东成

为青海省邮电学校校长、省邮电职工培训中

心主 任、省 联 合 职 工 大 学 信 息 技 术 分 校

校长.

(一)行政管理

联合职工大学信息技术分校设教学部、

综合部,后增设团委、学生管理部、后勤管理

部及党总支委员会、工会.

２００３年１月,印发«青海省邮电学校、

青海省邮电职工培训中心、联大信息分校岗

位职责及有关制度»,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和

工作任务,有力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

开展,函授教育、在职培训、教学管理工作逐

步走向正轨.

(二)教育工作

省邮电学校根据信息技术发展与教学

需要,增设通信技术、计算机及应用、电子信

息技术３个专业学科.为保证师资队伍,返

聘２名内退职工任教,同时在通信院校毕业

生中选拔、招聘１５名优秀专业人才充实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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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队伍.２００３年底,学校恢复教师职称评

定、晋升工作,为４名教师晋升职称等级.

２００４年上半年,恢复图书、阅览室功

能,新添置图书及相关专业书籍,为教学及

学生课外阅读增加新内容.

２００６年,学校新建电工实验室和２个

多媒体机房,保证实验教学课程进行,提高

学生动手能力.

(三)教育成果

１．函授教育

省邮电学校原是西安邮电学院青海函授

总站.２００６年,经省教育厅批准,省邮电学

校成为石家庄邮政职业技术学院青海函授站

和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青海校外学习

中心.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共招收函授学生１０７６
人(其中,本科７２１人,大专３５５人).

２在职培训

２００１年起,省邮电学校先后开办办公自

动化、工商管理、计算机应用、宽带技术、市场

营销、光缆维护等再教育培训班,根据社会需

求,还开设了新闻信息写作、摄影、岗位技能

认证等多专业、多学科培训.至２００６年底,

安排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１３５期６４３０人次.

(四)青海省邮电学校与青海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整合情况

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印发

«关于落实实业总体发展思路深化业务整合

工作的指导意见»,安排各省(区、市)实业公

司将现有各类学校、培训中心整体移交给当

地政府,或者以出售、解散等方式进行处置.

２００６年３月,省政府组织省发展改革

委员会、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事厅、省

劳动保障厅、省建设厅、省编办、省电信公

司、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省电信实业公

司、省邮电学校召开会议,形成«关于青海省

邮电学校与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整合的

专题会议纪要».省邮电学校整体移交给青

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设

立电信系,承担邮电学校教育任务;青海省

邮电学校和青海省邮电职工培训中心名称

保留不变.３月２４日,宋秀岩省长在纪要

上批示:“同意.请做好工作,保证整合顺利

进行,并要保持稳定”.８月,青海省邮电学

校与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移交协议

签字仪式.

移交情况:

１．教师队伍

在编人员３３人,社会聘用人员１５人;

离退休人员６０人,遗属、工伤人员５人.

２．资金

省财政厅２００６年拨邮电学校预算内资

金１３０９２万元(其中,教育经费１０７１３万

元、离退休经费１１５７万元、住房改革经费

１２２２万元),拨预算外资金１１０万元,共

２４０９２万元.

３．房地产

校区面积２６０００平方米,教学楼、宿舍

楼、实验楼等建筑面积２２３２８９４平方米.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财务数:事业性质资产

８５３４７ 万 元,负 债 １４４６９ 万 元,净 资 产

７０８７８万元;企业性质资产３９７８９万元,

负债３３２１万元,净资产３６４６８万元.

４．人员

全日制学生２２６人(含大、中专生);函

授生６７５人(含２００６年毕业２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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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团体

１９７８年后,青海省邮电系统先后成立青海省电子学会、青海省通信学会、青海省企业管

理协会、青海省集邮协会、青海省邮电体育协会等社会团体.青海省电子学会已于１９９１年

９月移交青海省电力局.１９９８年,邮电分营后划归电信的社会团体有青海省通信学会、青

海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２００２年１月成立青海省电信用户委员会,４月成立青海省互联网

协会.青海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于２００３年２月转为青海省通信行业协会.

第一节　青海省电子学会

　　青海省电子学会是省内电子科技工作

者组织的学术性群众团体,其任务是开展学

术交流、技术培训、科技普及、科研成果评

奖、技术咨询等活动,为提高科技人员素质、

繁荣电子科技事业服务.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省电子学会召开

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振志任理事

长,贾德海任秘书长;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４日,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振志任理事长,

常枝山任秘书长;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７日,第三

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李文清任理事长,常枝

山任秘书长.

一、教育与培训

１９７８年９月,省电子学会邀请南京大

学鲍家善教授讲授«现代物理基础的能源、

材料、信息、超导电子学、现代无线电技术».

１９８０年５月,邀请香港电脑工程公司

鲍汉威工程师讲授«微机应用技术».

１９８２年,邀请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半导

体器件一厂教师、工程师讲授«脉冲技术与

数字电路»«薄膜混合集成模拟/数字转换

器».

１９８３年５月,邀请美国马里兰州高切

学院伊莱恩教授讲授«计算机应用技术».

１９８４年,邀请电子部研究所、武汉中华

德州仪器厂、上海无线电四厂工程师讲授

«可靠性管理、设计、试验技术»«单板机应用

技术»«CMOS集成电路一位机、四位机的

原理和应用».

１９８５年,邀请香港电脑工程公司鲍汉

威工程师讲授«太阳能技术及其应用»,瑞士

恩德利(远东)有限公司凌福泉、凌福成工程

师讲授«立体声调频广播技术».

１９８６年７月,邀请南京邮电学院李培

７７３

下编　第九章　社会团体



轩讲师讲授«数据通信原理».

１９８７年３月,邀请上海光纤通信工程

公司何玉威、许星海高级工程师讲授«光纤

通信技术及应用».

１９８８年９月,邀请西安交通大学王沛

民副教授讲授«计算机网络技术».

二、青少年夏令营活动与技术咨询

１９８２年５月,省电子学会组织西宁部

分中学教师、学生参观西宁市电信局通信机

房、省电子计算机站、无线电三厂和西宁气

象台,推动课外科技活动的开展.自此,每

年举办各种形式的青少年无线电夏令营,累

计参加人员达８００余人次.

１９８８年,省电子学会到西宁日用化工

厂、第一毛纺厂、海山轴承厂开展技术咨询

活动,西宁日用化工厂的项目于１９９０年通

过省级鉴定.

三、学术交流与优秀论文

(一)学术交流

１９７８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１０篇.

１９８１年,学术年会交流«计算机在通信

上的应用»等论文２５篇.

１９８４年,省电子学会在西宁召开西北

五省(区)电子学会工装技术交流会,交流论

文１９篇.

１９８６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４５篇.

１９８９年,学术年会交流 CAD学术论文

１０篇.

(二)优秀论文

１９８１年,陈友明撰写的«改进提高准电

子交换机若干技术措施的探讨»、黄兴永撰

写的«集成电路调幅器在载波机上的应用»

获省科协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１９８２年,赵晨星、李延福、逯敬圣撰写

的«青海８０°地磁模式计算和地磁图的编绘»

获省科协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楚乃城撰写

的«高压储能脉冲电容器»获省科协优秀学

术论文三等奖.

１９８４年,林炳庆撰写的«测试设备切换

方案 的 论 证»获 省 科 协 优 秀 学 术 论 文 三

等奖.

１９８６年,祁永唐、李长夫、王磊撰写的

«微型机网络盐田自动检测系统»、祁永唐撰

写的«一台穆斯堡尔谱仪驱动电路的设计»、

吴景云撰写的«多普勒测距原理及其应用»

获省科协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２日,省邮电管理局按对

口主管原则,经省科学技术协会协调,将省

电子学会移交青海省电力局.

第二节　青海省通信学会

　　青海省通信学会是青海省科学技术协

会领导下省内通信科技工作者和通信企、事

业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学术性社会团体,

是中国通信学会团体会员,接受中国通信学

会业务指导.省通信学会的任务是团结和

组织全省会员和通信科技工作者,坚持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促进通信科技繁荣和发展,促进通信科技普

及和推广,促进通信科技人才成长和提高,

为加速经济建设发展和社会信息化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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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青海省通信学会由省内邮政、电信、移

动、联通、铁通、通信服务等邮政、电信企业

及军队、广播电视、气象和大专院校等单位

组成,拥有一支信息、通信、计算机等领域

高、中级专业技术专家队伍,可以为各级政

府、企事业单位信息需求、通信网络组织和

计算机应用提供咨询服务,为地方通信建设

发展提供帮助.

省通信学会曾多次被中国通信学会和

省科协评为先进学会,为培养通信科技人

才、普及通信知识、发展青海通信建设做出

优异成绩.

一、省通信学会历史沿革

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４日,省通信学会召开第

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振志为理事长,

李拯民、奚金盈、贾德海、李登科为副理事

长,贾德海为秘书长.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潘传

华代秘书长.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６日,省通信

学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傅春茂

为理事长,芦有基、刘崇亮、刘寿国、刘汉江

为副理事长,潘传华为秘书长.１９８８年１２
月１９日,省通信学会举行二届四次会议,对

理事会成员作重大调整.陈坚为理事长,芦

有基、刘崇亮、刘寿国、陈友明为副理事长,

潘传华为秘书长、尤静如为副秘书长.１９９１
年３月２７日,省通信学会召开第三次会员

代表大会,选举陈坚为理事长,鲜文明、庞蒲

华、陈友明、徐岷民为副理事长,潘传华为秘

书长.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８日,省通信学会召开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葛凡为理事长,

庞蒲华、朱九德、高文革、纪昌宁、王海林为

副理事长,朱九德兼秘书长,孙菁为副秘

书长.

２０００年７月,邮电管理体制政企分离

后,省通信学会挂靠省电信公司.２００１年８
月,省通信学会挂靠单位调整为省通信管

理局.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４日,省通信学会召开第

六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袁瑞青为理事长,

宋海宁、杨建青、邓晓辉、郭春明、刘武升、徐

小明、刘一兵为副理事长,赵亮为秘书长,王

开仁、朱晋峰、孙菁、王树桥、周荫根、李永超

为副秘书长.１２月１７日,召开常务理事

会,增选李恒久为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

长,调整段霄峰为代秘书长.
注:１９９７年４月,省通信学会筹备召开第四次

会员代表大会.此时,中国通信学会召开第五次

代表大会,故在７月份开会时直接命名为第五次

会员代表大会.

二、教育培训与科普活动

(一)教育培训

１９８１年,省通信学会举办３次技术报

告会,参加人员１１１人次.

１９８２年２月,省通信学会邀请省科协

学会部赵志孝作科技咨询服务报告.７月,

邀请北京邮电学院亢耀先、梁健雄副教授,

乐光新、钱平凯讲师到西宁讲学.８月,邀

请西安交通大学崔治正讲师讲授«脉冲技术

与数字电路»,北京广播学院张绍高副教授

讲授«调频立体声广播技术»,北京半导体器

件厂张同亮、池无畏、韩士学、唐惠英工程师

讲授«薄膜混合集成技术及其应用».

１９８３年５月,省通信学会邀请美国马

里兰州高切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系伊莱恩教

授讲授«计算机应用技术».

１９８４年３月,省通信学会邀请电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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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徐立生、夏忠工程师讲授«可靠性管

理、设计、试验技术».７月,邀请北京邮电

学院李瀚秋、王树堃讲师讲授«数字电路».

８月,邀请武汉中华德州仪器厂雷大清、罗

凤林工程师讲授«单板机应用技术».１０
月,邀请上海无线电四厂施良驹、毕玉国工

程师讲授«CMOS集成电路一位机、四位机

原理和应用».

１９８５年３月,省通信学会邀请香港电

脑工程公司鲍汉威工程师讲授«太阳能应用

技术».５月,邀请西安交通大学王沛民副

教授进行电脑人员培训.７月,邀请北京邮

电学院张公续副教授讲授«选控图与控制图

诊断理论».８月,派出吴镜亚高级工程师、

张菊民工程师到黄南州邮电局讲授计算机

技术、BASIC语言.１０月,邀请瑞士恩德利

(远东)有限公司凌福泉工程师讲授«A８０调

音台及音响技术设备».

１９８６年１月,省通信学会邀请南京邮

电学院陈锡生、孙志万讲师讲授«程控电话

原理».７月,邀请南京邮电学院李培轩讲

师讲授«数据通信原理».８月,邀请四川省

邮电管理局魏国祯高级工程师讲授«微波通

信在农话上的应用及邮电建设发展及其对

策».９月,邀请IBM 公司法国数据处理部

经理波特利尔佛朗西斯教授作«通信网络

技术»报告.１０月,邀请邮电部三所及陕

西、甘肃省邮电管理局袁义才、程光昌、冉志

正、赵振海讲授«邮政通信管理和新技术».

１１月,邀请武汉邮电科研院陈贵林、杨从富

工程师讲授光通信技术.

１９８７年３月,省通信学会邀请上海光

纤通信工程公司何玉威、许星海高级工程师

讲授«光纤通信技术及应用».４月,邀请上

海东方电信设计所顾广让高级工程师讲授

«光缆传输系统工程设计».７月,邀请北京

邮电学院副院长蔡长年教授讲授«通信与信

息论».８月,邀请全国邮委副主任顾联瑜

讲授«邮政通信经营与管理».

１９８８年３月,省通信学会邀请上海光

纤通信工程公司何玉威、卲中、陈奕匡高级

工程师讲授«光纤通信技术».４月,邀请邮

电部５２２厂刘文林、耿玉堂工程师讲授«无

线技术应用».５月,邀请北邮情报室主任

韩飘扬讲授«通信科技情报».９月,邀请西

安交通大学王沛民副教授讲授«计算机网络

技术».１２月,邀请大连市邮电局张春江工

程师讲授«通信新技术与通信技术管理».

１９８９年２月,省通信学会邀请比利时

贝尔电话公司雷英特高级工程师讲授«程控

电话技术».５月,邀请邮电部三所陈修洪

讲授«通信技术及管理».７月,邀请西安交

通大学计算机系李增智副教授讲授«微机网

络技术及其应用».８月,邀请邮电部５１５
厂张永洪讲授«光纤通信技术».

１９９０年９月,省通信学会邀请长春邮

电学院刘振东副教授讲授«现代通信管理».

１１月,邀请西南核物理与化工研究所张继

烈高级工程师讲授«全塑电缆接续封焊技

术».

１９９１年８月,省通信学会邀请邮电部

五所李侗主任高级工程师讲授«光纤数字通

信技术».

１９９２年８月.省通信学会邀请北京国

际交换系统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朱立人讲

授«程控交换技术».１０月,邀请邮电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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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院崔乃庚高级工程师讲授«无人值守电源

系统».

１９９５年,省通信学会邀请北京电信管

理局副总工程师高星忠讲授«数据通信技术

现状及发展».

２００４年５月,省通信学会邀请北京邮

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剑秋教授作学术

报告.

２００５年５月,省通信学会邀请北京邮

电大学安毓秀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常义

林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殷勤业教授作学术

报告.

(二)科普活动

１９８２年５月,省通信学会组织西宁市

部分教师、学生参观西宁市电信局通信机

房、省电子计算站、无线电三厂和西宁气象

台,推动课外科技活动的开展.

１９８５年７月,省通信学会在黄南组织

通信科技夏令营,参加人员共２１９人.

１９８６年８月,省通信学会在湟川中学

组织电子科技夏令营,参加人员１２０人.

１９８７年７月,省通信学会与山东、甘

肃、宁夏通信学会在山东青岛联合举办通信

科技爱好者夏令营活动,青海省参加夏令营

活动营员２５人.

１９９２年世界电信日主题是«电信与空

间:新天地»,省通信学会组织电影招待会.

１９９７年世界电信日主题是«电信与人

道主义救援»,省通信学会举办邮电系统专

场文艺会演.

２００４年,省通信学会为纪念世界电信

日在西宁体育馆北广场举行歌舞表演,在

«西海都市报»刊登纪念宣传文章.

三、论文征集和技术交流

１９８１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２５篇,评

选优秀论文７篇.

１９８２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１４篇.

１９８３年,学术年会交流通信电源等方

面论文１５篇.

１９８４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４１篇,评

选优秀论文１０篇.

１９８５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２８篇,评

选优秀论文１０篇.

１９８６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３３篇,评

选优秀论文８篇.

１９８７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２４篇.

１９８８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４２篇.

１９８９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６３篇.

１９９０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２６篇.

１９９１年５月,省通信学会石油工作委

员会在冷湖举办石油通信技术交流会.７
月,省通信学会通信技术研讨会交流论文５
篇.８月,省通信学会协助中国通信学会举

办电信网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参加会议人

员１２０人.

１９９２年９月,省通信学会农话委员会

交流论文１２篇.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省通信学会组织青海通

信“９３”青年论坛,交流论文３１篇.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省通信学会征集论文３４
篇,评选出７篇优秀论文.

四、获奖情况

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７日,中国通信学会在武

汉举行“双先评选”表彰会,青海省通信学会

被评为先进集体.５月１９日,省通信学会

被省科协评为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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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１日,青海省通信学会被

中国通信学会评为“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度全国

先进集体”.

１９８９年３月３０日,省通信学会被省科

协评为“先进集体”.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７日,青海省通信学会

获全国首届“学会之星”称号,中国通信学会

名誉理事长王子纲、中国通信学会理事长李

玉奎分别为青海省通信学会题词.

１９９４年８月３０日,省通信学会被省民

政厅授予“先进社团”称号.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３日,青海省通信学会

被中国通信学会评为“先进集体”.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１日,省通信学会被省

科协评选为“先进集体”;２９日,青海省通信

学会被中国通信学会评为“先进集体”.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８日,省通信学会被省

民政厅授予“全省先进民间组织”称号.

第三节　青海省通信行业协会

　　青海省通信行业协会的前身是青海省

邮电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于１９９１年７月,是

中国邮电企业管理协会的团体会员,邮电分

营后划归青海省邮电管理局.２００２年,中

国邮电企业管理协会转为中国通信企业协

会;９月,信息产业部要求各省(区、市)通信

管理局在年底前筹建通信行业协会.２００３
年２月,青海省通信行业协会成立.

一、青海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

青海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接受中国邮

电企业管理协会指导,其宗旨是组织全体会

员密切联系省内邮电部门企业管理工作者,

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及邮电部企业管理的方

针、政策、制度和办法,广泛传播现代企业管

理知识,为企业培训管理人才、提供咨询服

务,以提高邮电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企业

素质为目的,提高全省邮电通信服务水平.

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３日,省邮电企业管理协

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青

海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章程»,选举路万福

为理事长,睢红卫、庞蒲华、崔永林、章宗贤

为副理事长,章宗贤兼秘书长,王泰来为副

秘书长.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２日,省邮电企业管

理协会召开一届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邮

电企协八五规划»«企协工作要点»和«省邮

电企协会员管理办法»,增补闵民兴为理事、

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日,省邮电企业管理协

会召开一届三次会议,增选杨泉水为理事.

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５日,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召

开一届四次会议.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６日,省邮

电企业管理协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陈坚为理事长,闵民兴、杨泉水、王国藩

为副理事长,闵民兴为秘书长.

(一)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活动

１９９２年９月,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举

办«邮电企业管理研讨班»,学习经营管理、

班组管理、现场管理、劳动管理以及邮电法

制建设等方面基本知识,讨论企业管理过程

中解决问题的途径及有效措施.１２月,组

织西宁地区服务质量调查活动,发出用户调

查表２７００份,收回６６２份.调查反映出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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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服务质量差、收费透明度不高,装、移、修

机难,吃拿卡要、缺报少刊等现象.据此,西

宁市邮政局、电信局进行整改,邮电服务窗

口精神面貌得到改善.１９９５年７月,省邮

电企业管理协会组织会员参加中央电视台

举办的«现代企业内部管理»电视函授讲座.

１９９６年,省邮电企业管理协会协助邮

电部电信服务质量调查评价中心组织活动

服务质量回函,青海省发出调查函２０４０件,

收回１１６０件.反映服务态度４８件,其中表

扬５件、批评１５件、建议２８件;反映装、移

机不及时、效率不高２５件;反映障碍修复不

及时１６件;反映话费与服务情况９２件.

(二)组织 QC小组活动

１９９２年６月,省邮政运输局邮袋管理

科等１３个小组被评为全省优秀 QC小组,

西宁市邮政局尕庄邮电所等１６个小组被评

为全省先进 QC小组.西宁市邮政局五四

支局营业部 QC 小组获全国邮政优秀 QC
小组;西宁市邮政局新宁路支局投递班 QC
小组获全国邮政先进 QC小组;省邮运局邮

袋管理科获全国优秀 QC小组.

１９９３年５月,全省第十次 QC小组成果

评审会评选出市电信局载波班等１３个小组

为优秀 QC小组,市邮政局大十字支局邮政

投递班等１２个小组为先进 QC小组.

１９９５年６月,市邮政局五四支局营业

班等６个小组评选为全省优秀 QC小组,市

邮政局大十字支局邮政投递班等１１个小组

为全省先进 QC小组.

二、青海省通信行业协会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４日,省通信行业协会召

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章建良为会

长,曲俊贤、王磊、郭春明、郑爱军、杨发忠为

副会长,赵亮为秘书长.１２月３０日,理事

会一届二次会议增选李恒久、韩日辉为理

事、常务理事,李恒久为副会长,吕华英代理

秘书长.２００５年２月１日,青海省通信行

业协会理事会召开一届三次会议,选举吕华

英为秘书长,李建青为副秘书长.

青海省通信行业协会是由从事通信运

营、信息服务、通信设备制造、通信工程建

设、通信网络运维、通信网络安全等相关企、

事业单位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宗

旨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以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为行为规范,以服务、维

权、自律和协调为基本职能,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为政府服务,为会员服务,促进全省通

信行业信息化建设.青海省通信行业协会

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省通信管理局、社团登记

机关省民政厅的指导和监督.

２００４年３月,省通信行业协会组织优

秀质量管理小组及先进个人参加青海省第

二十六次质量管理小组评选.６月,省通信

行业协会组织各通信企业签订«青海省通信

行业自律公约».１０月,省通信行业协会组

织赴台湾进行为期１０天的“海峡两岸电信

经营研究考察活动”.２００５年１月,省通信

行业协会向西宁市城乡建设规划局反映该

局提出信息(通信)管网集约化管理的模式

与全省实际情况不符,在通信管网与架空线

路建设、维护方面可能会产生冲突,建议应

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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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青海省互联网协会

　　青海省互联网协会是省内从事互联网

企事业单位、个人组成的行业性、非营利社

会团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道德

风尚,实现行业自律;协调互联网企业与政

府主管部门沟通;普及互联网知识,提高全

省互联网技术应用水平.青海省互联网协

会是中国互联网协会团体会员,接受中国互

联网协会的业务指导.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８日,青海省互联网协会

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青海

省互联网协会章程»,选举袁瑞青为理事长,

刘贵有、葛凡、张琳、虞立勤为副理事长,张

明为秘书长.７月,省互联网协会举行«互

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签约大会,省电信公司

等在互联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１８家从业单

位签约.

２００５年３月,省互联网协会协助省通

信管理局举办«ICP/IP地址信息备案管理

系统»培训;９月,配合省邮电管理局开展网

站清理、备案工作.

第五节　青海省电信用户委员会

　　青海省电信用户委员会是政府机关、社

会团体、新闻单位及电信用户组成的非营利

性民间组织.其宗旨是遵守法律法规,遵守

社会道德风尚,确立“以用户为核心,改善电

信服务”的理念,维护用户利益,监督电信服

务质量,与电信部门联系沟通,促进电信服

务质量提高,不断满足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

对电信服务的需求.省电信用户委员会的

主管部门是省通信管理局,接受省民政厅监

督管理.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５日,青海省电信用户委

员会成立.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章建良为

主任、青海盛达科技有限公司李生奎为副主

任、省通信管理局吕华英为秘书长.电信用

户受理中心“１２３００”电话正式启用.２００３
年９月,省电信用户委员会、省通信管理局

联合召开纪念«电信条例»颁布实施三周年

座谈会.

２００６年后,各电信公司均建成电信服

务监 督 体 系,电 信 用 户 委 员 会 没 有 开 展

活动.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青海省电信用户委

员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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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先进集体与模范人物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青海省邮电行业涌现出许多全国、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西宁市劳动模范及部、省政府、省总工会、省妇联、省团委评选的各类先进

工作者、先进生产者、岗位能手、巾帼英雄等先进个人,在邮电行业发挥出先进模范作用.

这期间,省内各邮电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为青海通信的建设、发展默默地做出杰出的贡献.

录入本栏目先进集体与模范人物是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的全国、省部级劳动模范,“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第一节　先进集体

　　一、五一劳动奖章

(一)青海省电信传输局

青海省电信传输局的主要任务是维护

全省电信线路,负责线路大修和改迁,维护

全省微波电路并负责全省微波建设和设备

改造.管理体制实行局、站(队)、段(班)三

级管理,推行局长负责制,按年度考核通信

质量指标和经济技术指标.

１９８６年以前,省内长途通信基本依靠

明线线路,容量小、投资大,受外力影响因素

多,且不便于维护.进入“七五”时期后,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电信业务逐年猛

增,为缓解长途线路紧张状况,在邮电部和

省局的领导和支持下,不断应用新技术,大

胆采用先进的通信手段,使青海省长途通信

有了较快的发展.

１９９６年初,玉树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

见的雪灾,阻断了交通,气温降到零下４０℃
左右.为了抢救受灾群众和牲畜,传输局职

工抗严寒,绕道４００公里,奋战两昼夜查通

了玉树通往西宁的线路,沟通了信息,使被

困在玉树草原上的牧民群众得到了解救.

但线务员有的眼睛受损,有的手和耳朵严重

冻伤.

１９９６年５月,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二)省电信公司门源县电信局营业班

门源回族自治县电信局营业班现有员

工７人,服务于全县党政军及社会团体、企

事业单位及全县１７万人民群众,全体员工

立足艰苦边远地区,发扬高原精神,以实际

行动实践“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理念,内强

素质,外树形象,在改革的大潮中,积极投身

５８３

下编　第十章　先进集体与模范人物



于服务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文明发展,各

行齐发展的各领域.用他们对高原无限热

爱的无私奉献精神,谱写了一曲嘹亮的高原

赞歌.

为缩短服务时限,营业班与线务部门密

切配合,把原部颁装移机时限进行了最大程

度的缩短,将城镇装机由原来的４０天缩短

为５天,农村装机由原来的３０天缩短为７
天,受到了用户的好评.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连续两年荣获“海北州

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０２年３月被省电信公

司、省电信工会授予“全省电信先进集体”

称号.

２００３年２月,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二、青海省劳动模范

(一)西宁市电信局长话科

几十年来,西宁市电信局长话科的人员

换了一批又一批,班长换了一任又一任,但
“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始终坚持发

扬光大,他们不断以一流的服务为党政军和

广大客户穿针引线,用自己执着和敬业的双

手构建了信息桥梁.

电信局长话科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工

作认真细致,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业务技

能娴熟,在工作中换位思考,真诚地接待每

一位客户,千方百计接通每一个电话,虚心

接受和听取客户意见,不断改进和提高服务

质量,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

１９８９年,获“青海省模范集体”称号.

(二)省电信公司市场经营部

电信公司成立以来,市场经营部身处经

营服务第一线,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全省经营

管理体系、市场营销与服务体系、业务支撑

体系的基础上,认真扎实地做好全省的经营

服务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他们坚持

“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理念,大力推行首

问负责制和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在工作

中,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千方百计解决

用户反映的热点问题,积极关注大客户,及

时满足大客户的通信需求,以实际行动树立

中国电信的品牌形象.

２００４年 ４ 月,获 “青 海 省 模 范 集 体”

称号.

第二节　模范人物

　　一、全国劳动模范

雷进德　男,回族,中共党员,青海化隆

人,１９４０年８月出生,１９５６年参加工作,为

青海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化隆甘都驻段线

务员,２０１１年２月去世.

雷进德负责维护的循化县黄河大桥北

至化隆县拉扎山顶２１８杆程公里长途一级

通信明线线路,西段山峦起伏、坡度陡峭,东

段农田纵横、村庄密集、树木林立,维护工作

工作艰苦,雨雪季节工作难度更大.他在维

护工作中践行“两勤一听”,每天勤试线、风

雨过后勤巡回、听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维护

作业计划,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１９７３
年起,连续保持１８０个月无障碍,线路设备

完好率达到９８％以上.

１９８４年,雷进德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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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称号;１９８５年,被邮电部授予“全国邮电

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８８年,获中华全国总工

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１９８９年４月,获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黄益朝　男,汉族,中共党员,江苏高邮

人,１９５４年９月出生,１９７１年参加工作,任

省电信传输局果洛线务站驻段线务员.

黄益朝在果洛线务站花石峡线务段尼

卓玛山、玛积雪山、野牛沟等驻段点维护长

途二级通信明线线路.那里地处高寒、人烟

稀少,平均海拔４２００米以上,年平均温度

０℃以下.黄益朝在果洛草原维护长途线路

２６年,创造了连续１５１个月无障碍记录.

１９８９年４月,黄益朝被省政府授予“青

海省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９１年４月,参加全

国邮电第三次“双先”表彰大会,被评为“全

国邮电特等劳模”;１９９２年４月,获中华全

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１９９３年５月,在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获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９６年４月,被中华

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１２名优秀工人之一;

１９９９年９月,代表全省电信职工进京参加

国庆５０周年庆典观礼.

高寿禄　男,汉族,中共党员,山西襄汾

人.１９４７年４月出生,１９６９年３月参加工

作,任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市话线务员.

１９７８年,调西宁市电信局任市话线务员.

参加工作３０多年,高寿禄把“用户就是

上帝”牢牢记在心上,为了保证用户电话畅

通,他将自己的寻呼和电话印成名片,分发

给维护区内的用户,只要用户一呼,他立即

赶到现场解决问题.１９８８年,西宁市电话

装机大发展,６年中他共加班６００多次,修

复市话障碍８００多个,障碍查修及时率、用

户满意度均为１００％.

１９９４年９月,被省政府授予“青海省劳

动模范”称号;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获邮电部“劳

动模范”称号;１９９７年４月,获中华全国总

工会“五一劳动奖章”;２０００年４月,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李晓东　男,回族,中共党员,云南大理

人,大学本科,１９６０年９月出生,１９８３年８
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６年１１月,调青海省邮电

设计院工作.

２０００年３月,李晓东任省数据通信公

司副总经理,分管全省数据网络建设和维护

工作,他带领公司技术人员,承担了省数据

骨干网 DDN 扩容工程、１６３骨干网三期扩

容工程、ATM 骨干网二期工程等多项重要

工程的建设,为全省数据通信的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后台支撑.

１９８４年,被团省委授予“青年开拓者”

荣誉称号;２００２年,被青海省电信公司授予

“劳动模范”称号;２００５年４月,被国务院授

予“劳动模范”称号.

二、五一劳动奖章

杰　果　男,土族,中共党员,黄南同仁

人,１９４１年６月出生,１９５８年参加工作,为

黄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乡村邮递员.１９６３
年,担任同仁县城至兰采乡的乡邮员.

同仁至兰采步班邮路全长４８公里,途

中翻越４座大山,穿行十几公里的原始森

林,海拔３８００米的阿米日基山,山高坡陡、

沟深谷窄、气候变化无常.２０多年来,杰果

不仅完成十多万件报刊信件的投递任务,还

给沿途牧民捎带商品、传递信息,把自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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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年华无私奉献给少数民族地区的通

信事业,被当地牧民群众称为“贴心的乡邮

员”.

１９８５年,被中国邮电工会委员会授予

“全国邮电特等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８６年５
月,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

章”.

崔永林　男,汉族,中共党员,青海乐都

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出生,１９５６年２月参加工

作,为省线路工程队线务员.１９６２年８月,

任线务总站工程队副队长、政工干事;１９７１
年１１月,任省局农话处副处长;１９８５年,任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党委书记;１９８６年１
月,任省局纪检组组长,后任省邮电工会

主席.

崔永林在工会工作中,狠抓工会组织自

身建设,加快工会干部队伍建设,指导并培

训工会干部,调动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及时

帮助基层工会解决问题.他积极维护员工

的合法权益,关心职工生活和身体健康,代

表公司和工会探望慰问困难员工或因病住

院的员工.负责协助和督促公司行政部门

努力解决职工困难问题,办好集体福利,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

１９９３年４月,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五一

劳动奖章”.

李俊青 　男,汉族,甘肃人,１９６５年４
月出生,１９９０年５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年调入西宁电信局,任微机室技

术员,研制电话计费软件,使电信计费工作

不断有所改进.１９９９年,市话计费由一张

跳表计费改为三张跳表计费.李俊青凭借

扎实的计算机知识水平,采取参数组合、分

解办法,很好地解决了计费难题,顺利完成

市话计费改制.

２００１年,被西宁市总工会授予“九五”

建功立业先进个人,被青海省总工会授予

“九五”建功立业先进个人;２００２年４月,获

中华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

三、省部级劳动模范

刘莉荣　女,汉族,中共党员,四川三台

人,１９４１年８月出生,１９５８年７月参加工

作,为格尔木市邮电局话务员、话务班班长.

１９８４年前,话务班负责市内电话人工

接续,HＧ９２１纵横制自动电话开通后,话务

班转为长途电话接续.格尔木外来人员多,

长途电话业务繁忙,话务员工作量大.刘莉

荣团结同志、以身作则,搞好班组管理,组织

话务 员 使 用 服 务 用 语,热 心 为 用 户 提 供

服务.

１９８８年,刘莉荣共接续长途电话５９４５４
次,平均每天约２００次,未发生任何差错;代

传电话３９次,全心全意的优质服务得到用

户好评.

１９８１年起,刘莉荣连续８年被格尔木

市邮电局评为“先进生产者”;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
年被评为“省邮电系统先进生产者”;１９８３
年、１９８４年被海西州邮电局评为“先进生产

者”;１９８９年３月,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

范”称号.

朱家珔　男,汉族,中共党员,上海市

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出生,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南京

邮电学院,１９６３年８月参加工作,负责维护

海西州乌兰县邮电局长途通信设备,及电信

技术管理工作.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任海西州邮

电局通信科主任工程师.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任

８８３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海西州邮电局局长.１９８８年,任省邮电管

理局电信处主任工程师.１９９１年１月,任

省邮电管理局电信处处长.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去世.

１９９２年,承担西宁至大通光缆“光纤低

温传输性能研究”,被省政府评为科技进步

三等奖;１９９３年,邮电部批准其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１９９４年４月,被省政府授予“劳动

模范”称号.

吕学文　男,藏族,中共党员,青海贵德

人,１９５４年２月出生,１９７０年参加工作,任

海南州邮电局市话线务员.

吕学文工作勤勉、兢兢业业、勇挑重担、

任劳任怨,坚持一切为提高线路质量的工作

理念,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在平凡的岗

位上默默耕耘几十年,确保了线路畅通,为

海南州市话通信事业做出较大贡献.

１９８５年９月,被海南州工会授予“‘创

三先,争两优’先进个人”称号;１９８８年,被

海南州委、州政府授予“‘双文明’建设先进

个人”称号;１９８９年３月,被省邮电管理局、

邮电工会授予“全省邮电系统先进生产者”

称号;１９９２年,被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工会

授予“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９４年４月,被省政

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李国强　男,汉族,中共党员,青海西宁

人,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出 生,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参 加

工作.

１９９３年在西宁市电信局任市话线路维

护查线员,先后负责西宁小桥、柴达木路市

话(含部分农村用户)线路及五一俱乐部到

大通后子河全长２１公里的市话线路的查修

工作.查修范围广、任务重.李国强坚持全

年出勤检修查线,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的贡献.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连续被邮电部授予

“优质服务标兵”称号;１９９９年５月,被西宁

市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张保州　男,汉族,中共党员,河南南阳

人,１９６８年８月出生.１９９０年８月,任海南

州邮电局任机务员;１９９４年８月,调西宁市

电信局任机务员;１９９９年８月,负责省移动

通信公司通信设备维护管理工作.

２０００年,张保州组织团队完成青海移

动公司 GSM 通信设备时钟过渡“Y２K”工

作,被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授予“时钟过

渡先进个人”称号.完成青海移动 GSM 网

１１位号码升位,移动通信核心网、智能网、

移动互联网和“NO７信令”设备的建设、扩

容等工作.在网管中心工作期间,按照集团

“三集中”原则,组建移动通信网、数据网、传

输网和动力环境集中监控,使青海移动在全

国第一个实现维护工作“三集中”.

２００３年４月,被信息产业部授予“劳动

模范”称号.

黄志强　男,汉族,中共党员,云南大理

人,１９５５年９月出生,１９７１年２月参加工

作,曾任青海变压器厂经营科科长、副厂长.

１９９８年７月,进联通青海分公司工作,任工

程部副主任、运营部主任、工程建设与运行

维护部主任;２００１年５月,任联通海东分公

司总经理.

黄志强带领员工积极开拓移动通信市

场,逐步完善联通海东地区各县经营销售网

络,加强联通业务宣传,树立联通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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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联通“送信息、送文艺、送联通业务”的

三下乡活动.联通海东分公司的经营业绩

稳步增长的同时,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职工

队伍团结稳定,企业文化得到充分发展.联

通海东分公司连续４年获得“海东地区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奖”“平安县先进集体”

称号.

２００３年７月,被青海省政府授予“劳动

模范”称号.

左淑兵　女,汉族,中共党员,湖南华荣

人,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７９年８月参加工

作,任海北州刚察县邮电局会计.１９８２年９
月,调海东地区邮电局任汇总会计、财务科

副科长、财务科科长;１９９３年９月,任省邮

电管理局财务处汇总会计;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任西宁市电信局财务科长、总会计师;１９９９
年１１月,任省邮电管理局审计部副主任、省

电信公司审计部主任.

在海东地区邮电局工作期间,财务科曾

获邮电部“清产核资”先进集体;在青海省邮

电管理局财务处工作期间,协助解决会计电

算化不运转的难题;在西宁市电信局工作期

间,为理顺西宁市电信局财务混乱状况,付

出极大努力,理顺账务处理流程及管理状

况;在担任省电信公司审计室主任期间,坚

持原则,抓好施工工程项目审计,多次为企

业挽回重大经济损失.

２００４年 ４ 月,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

范”称号.

张满长　男,汉族,中共党员,北京顺义

人,１９６７年８月出生,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参加工

作.参加工作以来,先后１４次被省电信传

输局、省电信公司和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评为

“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１９９７年,在湟中—同德通信线路６５天

的施工中,他和同志们克服重重困难,全面

完成了施工任务,却因风餐露宿患上了阑尾

炎,在住院期间伤口未愈合、炎症未完全消

除的情况下,就悄悄出院,参加了国家重点

工程“兰西拉”光缆通信建设的随工,在平均

海拔４６００多米唐古拉山地段连续工作３个

月,随后又参加“二出疆”光缆施工.１９９７
年,被省邮电管理局评为“兰西拉光缆工程”

“第二出疆光缆工程”先进人员.

２００４年,被 省 政 府 授 予 “劳 动 模 范”

称号.

王文久　男,汉族,中共党员,青海乐都

人,１９６５年８月出生,１９８６年８月参加工

作.１９８８年８月,任邮电局秘书;１９９８年５
月,任民和县邮电局副局长;１９９９年９月,

任民和县电信局局长;２００３年９月任海东

地区分公司营销中心主任.

１９９８年邮电分营后,王文久负责民和

县电信局通信管理工作,使民和县２３个乡

(镇)都通上了电话,交换点达到１７个,电话

用户平均以每年２３００户速度递增,电话用

户由１９９８年７５００户发展到２００３年１８０００
户,业务收入由１９９８年６８０万元增到２００３
年１０５０万元.

２００３年４月,被省总工会评为“２００２年

度青海省‘十五’建功立业标兵”;２００４年４
月,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杜化 萍 　女,汉族,河南卫辉人,１９７０
年１０出生,１９９２年参加工作,任格尔木市

邮电局营业员.１９９９年８月,任省移动通

信公司格尔木市分公司营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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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３日下午,２名持枪歹徒

蒙面闯进格尔木市移动公司营业厅,杜化萍

临危不惧、机智应对,在左肩中弹血流如注

的情况下,还鼓励同事紧急报警,歹徒惊慌

失措落荒而逃,公司资产得以保全.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３日,青海省见义勇为奖

励基金会授予杜化萍“青海省维护社会治安

见义勇为英雄”称号;４月,被省政府授予

“劳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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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重要文献

１．青海省邮电通信管理条例

２．西宁市通信设施及管线配套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青海省邮电通信管理条例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１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邮电通信管理,保障通信

设施安全,保护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促进邮电通

信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的邮电通信

规划、建设和管理.

本条例所称邮电通信包括邮电部门的邮政、

电信公用通信和其他部门设置的专用通信.

第三条　省邮电管理局是全省邮电通信工作

的主管部门,对通信实行行业管理.

州(地、市)、县邮电局经省邮电管理局授权,

管理本辖区的邮电通信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邮电通信工

作的领导,重视邮电通信建设,坚持统筹规划、条

块结合、分层负责、多方投资、联合建设的方针,鼓

励和扶持邮电通信事业发展.

政府有关部门应配合邮电部门共同做好邮电

通信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邮电通信设施的义

务,对违反邮电通信管理的行为,有权阻止或报告

有关部门.

第五条　邮电部门应当为社会提供迅速、准

确、安全、方便的邮电通信服务,保护用户的合法

权益.

第二章　通信网的组成与管理

　　第六条　全省通信网由邮电部门的公用通信

网和其他部门的专用通信网组成.邮电部门的公

用通信网是国家通信网的主体,其他部门的专用

通信网,是公用通信网的补充.

第七条　专用通信经省邮电部门批准,可以

对外营业、出租、转让或联网.

专用通信进入公用通信网,必须按规定办理

审批手续,其设备应符合通信技术体制和标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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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门颁发的进网许可证及标志后,方可进网,

并承担扩充公用通信网的建设费用.

第八条　邮电基本业务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

管理,邮电部门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邮

电业务.

在公用通信网覆盖范围以外的地区,经省邮

电管理局批准,专用通信单位可到当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后,经营部分邮电通信业务.

第九条　使用邮电通信的用户,必须按规定

缴纳邮电通信资费.对借故拖延或拒不缴纳的,

邮电部门可停止其使用的邮电通信业务,并限期

追缴所欠资费.

由于邮电部门的责任给用户造成损失的,按

国家规定给予赔偿.

第十条　省邮电管理局负责全省的邮电管理

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通信行业管理的法律

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审核公用、专用通信网的发展规划和

计划;

(三)审 核 专 用 通 信 网 的 设 立 和 进 网 终 端

设备;

(四)协调公用通信网和专用通信网的相互

关系;

(五)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专用通信部

门、其他单位或个人申请经营部分邮电通信业务;

(六)监督检查邮电通信技术业务的执行情

况,提供咨询,组织业务培训等,支持和帮助专用

通信进行技术改造.

第三章　邮电通信的规划与建设

　　第十一条　各级邮电部门应根据国家邮电通

信长远发展规划,结合当地经济建设,制定邮电通

信发展计划,报请同级人民政府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

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和市政

工程建设年度计划,必须包括邮电通信发展规划

和建设计划.

第十二条　专用通信发展规划和计划须经省

邮电部门审核,避免重复建设.

各单位新建、扩建、改建无线专用通信网,在

报送无线电管理部门审批之前,须经邮电部门归

口会审.

第十三条　提倡和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渠

道筹集资金,积极引进外资,兴办邮电通信事业,

鼓励单位同邮电部门联合建设邮电通信公用设

施.对参加联合建设的单位,邮电部门按照互惠

互利的原则给予优惠.

第十四条　省会至各州(地、市)、县的邮电通

信干线,由省计委和省邮电管理局负责规划建设.

县至乡的邮电通信,由地方人民政府和省农

村邮电通信主管部门负责规划和建设.

乡以下的邮电通信,由当地人民政府统一管

理和建设,集体所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第十五条　建设城市新区、大型工矿企业、工

农业生产基地、住宅区、开发区和城镇扩建、旧城

改造,应将邮电通信服务设施列入配套建设计划,

同步建设.

车站、机场应当设置公用通信服务设施或提

供邮电通信工作场所及通道.

第十六条　城镇新建公共建筑和需要安装电

话的民用建筑,应预设电话管线、室内配线箱等设

施,并应设信报收发间或标准信报箱;已建建筑物

未设的,根据需要由房产权属单位补设.

电话管线、室内配线箱、信报箱等,是建筑物

的组成部分,维修或更新由产权单位负责.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公路、铁路、桥梁、隧道

等工程,建设单位应会同邮电部门同步建设通信

管线或预留位置.

第十八条　邮电部门设置电杆和埋设通信管

线,应当合理规划,节约用地,依法办理用地手续.

对损坏青苗、林木的,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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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门修建邮电通信设施时,有关部门应

积极配合,提供方便.

第十九条　邮电部门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在

方便群众的地方设置分支机构、邮亭、报刊亭、邮

筒、公用电话等设施,或者进行流动服务,积极改

善农村牧区的通信条件.

第二十条　建设邮电通信设施时,有关地区

或单位应在拆迁、征地等方面予以协助.

第四章　邮电通信设施的安全和社会保障

　　第二十一条　邮电通信设施受法律保护,禁

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侵占、哄抢和破坏.

邮电通信设施包括邮电局(所)、通信站(段)、

微波站、机务站、线路巡房、邮件转运站、卫星地球

站、塔架、通信线路、电缆及其他附属设备;邮电通

信车辆及其他专用运输工具;邮亭、报刊亭、公用

电话亭、信箱(筒),以及其他办理邮电业务的场

所、设备.

第二十二条　微波干线通道净空控制范围

内,任何单位不得建设妨碍微波传输的高层建筑.

必须建设时,城建部门应在批准前征得邮电部门

的意见,并由建设单位承担由此而引起的必要的

技术措施费用.

第二十三条　在通信设施附近,新建建筑物

或埋设输电线路、输水、输气、输油管道以及使用

干扰性、腐蚀性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有关保护邮电

通信设施安全的规定.因技术、地理位置等原因

可能危及邮电通信设施安全时,建设单位应事先

征得邮电部门同意,并承担采取技术措施或迁改

所需的费用.

第二十四条　在架空明线下或地下电缆线路

上,新植危及邮电通信线路安全的树木,邮电部门

可无偿修剪、截干或伐除.对原有危及邮电通信

线路安全的树木,邮电部门可无偿修剪树枝;需要

伐除的,邮电部门可商请林业(绿化)部门批准限

期伐除,并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二十五条　带有邮电专用标志执行邮电通

信任务的专用车辆,需要通过禁止行车路线或在

禁止停车地段停车的,由公安机关核准通行或

停车.

执行邮电通信任务的专用车辆违章时,公安

交通管理人员在抄录相关车号及驾驶人员姓名

后,及时放行.事后违章驾驶人员应主动到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因肇事不能放行的,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应迅速通知其单位.

第二十六条　遇集会、游行或局部交通管制

时,执行邮电通信任务的专用车辆,应服从公安人

员的指挥,公安部门应保证执行任务的邮电通信

专用车辆的通行.

第二十七条　因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

需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检察

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

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拦截执行任务的邮

电通信专用车辆或扣留、检查正在传递中的邮件、

电报;不得妨碍邮电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不得

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车站、

机场划定的邮电通信通道内停放车辆、摆摊设点

或堆放物品,保证通道畅通.

第二十九条　废品收购单位或个人不得收购

无合法来源证明的电线、电缆等通信器材.发现

盗卖通信器材的,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或邮电

部门.

第三十条　邮电部门应加强邮电通信设施的

维护和管理,及时排除故障,保障邮电通信畅通,

保护设施完好.

第三十一条　邮电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

守法律,坚持职业道德和文明服务,保证用户的通

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得拒绝办理应当依法办理

的邮电业务;不得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电报;不得

擅自中止用户的邮电通信服务;不得利用工作之

便谋取私利;不得擅自改变邮电业务收费标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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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任何理由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用户使用邮

电业务的情况或通信内容;接受用户对邮电通信

服务质量的监督.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或个

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邮电部门给予表彰或

奖励:

(一)为我省邮电通信建设与发展做出突出贡

献的;

(二)在邮电通信设施发生重大险情时,及时

报告或协助邮电部门排除险情的;

(三)协助邮电部门维护、抢修邮电通信设施

事迹突出的;

(四)制止或检举揭发损毁、盗窃、破坏邮电通

信设施和利用邮电通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在 邮 电 通 信 服 务 工 作 中 做 出 显 著 成

绩的.

第三十三条　未经批准经营邮电基本业务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

非法所得金额１~５倍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或造成邮电通

信设施损坏或者阻断邮电通信的,由邮电部门责

令其立即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恢复原状,可以并

处赔偿金额１~５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破坏、盗窃邮电通信设施;收购

无合法来源证明的电线、电缆等通信器材;隐匿、

毁弃或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妨碍邮电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邮电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

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理;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１５日内,向做出处

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直接向人民

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

履行处罚决定的,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邮

电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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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通信设施及管线配套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９日)

　　第一条　为加强通信设施及管线配套建设

管理,促进电信通信事业发展,以适应经济发展需

要,根据«青海省邮电通信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所称通信设施及管理配

套建设,是指铺设在建筑物内部及其与公用通信

管线相连接的与建设工程项目同时规划、设计、施

工,同时竣工验收的预设通信管线及其配套设施,

包括电话线、通信电缆以及通信线路管道、分线箱

(盒)、交接间、交接箱和人(手)孔等.

第三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我市城市规划区

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各类工业与民用建筑和与预

设通信管线有关的永久性建筑物.

第四条　市规划、城建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

电信局按照“超前、节约、稳定”的原则统筹制定预

设通信管线的干线和主要支线的总体规划.

第五条　预设通信线应通达下列范围:(一)

办公楼、宾馆(饭店、旅馆)等预设到每个房间和服

务台;(二)工业建筑预设到每层、每个作业间;

(三)商业、医疗、教学、科研及其他公共建筑物等

预设到每层楼和部分房间;(四)住宅楼顶设到户;

(五)高层办公楼、高层住宅楼和住宅小区应在适

应部位预设通信管线交接或交接箱;(六)建筑物

外地下通信线与公用通信管线相接;(七)新建、改

建道路、铁路、桥梁、隧道、公共绿地等与预设通信

管线同时规划、设计施工(或预留通信管线位置),

同时竣工验收.预设通信管线按邮电部、建设部

联合发布的«城市住区和办公楼电话通信设施设

计标准»执行.

第六条　预设通信管线列入建设工程项目,

所需费用列入建设工程投资总额之内.

第七条　设计单位进行工程项目设计时,严

格按照本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的通达范围和国家

有关部门制定的通信技术规范,在设计图纸中标

明预设的通信管线内容.

第八条　设计图纸送审前,应将有关预设通

信管线内容的部分送市电信局审查并盖章后,方

可送审.

第九条　对未按规定进行通信管线设计的,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第十条　工程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图纸所设计

的通信管线进行施工,不得自行改变通信管线的

设计.凡不按设计标准施工或施工质量不合格的

必须返工.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选用的电话线、电缆、交

接箱、分线箱等通信器材,必须符合国家和邮电部

规定的技术标准,不合格产品一律不得使用.

第十二条　预设通信管线应与建筑工程项目

同时竣工.建设单位要向市电信局提供通信管线

竣工图及有关资料,市电信局参加工程竣工验收,

对不符合设计标准和技术规范的预设通信管线不

予验收,并限期改正,未改正的,市电信局不予保

证其通信设施的安装.

第十三条　建筑物的通信管线出口应与公用

通信管线相连接,其中连接点(不含连接点)以内

的管线,包括管线交接间、交接箱、分线箱(盒)、电

话线、电话插座、支线管道和人(手)孔等,由建设

单位委托建筑单位施工,所需器材和施工费用由

建筑单位承担,产权归建设单位所有,未经市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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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同意,不得擅自改作他用.

第十四条　对于损坏、擅自迁改通信管线及

配套设施的,市电信局除责令其立即恢复原状外,

并按所受损失金额的１~５倍进行罚款.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有关人员的刑

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

电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大通

县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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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邮电体制改革重要事件

　　１９９８年３月６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

务院政府体制改革方案:在原邮电部、电子工业部

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将广播事业部、航天工

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的信息和网络管理的

政府职能并入信息产业部.同时,成立国家邮政

局,将原邮电部的邮政行业管理职能、邮政网络建

设与经营管理的企业职能交给国家邮政局.３月

３１日,新组建的信息产业部在北京成立,邮电体制

改革步伐逐渐加快.

１９９８年初期,邮电部对全国无线寻呼专业进

行股份制试点,将无线寻呼业务从各省(区、市)邮

电管理局剥离出来,组建全国性的国信无线寻呼

集团公司.

１９９８年５月,信息产业部安排邮电企业体制

改革,部署自下而上的邮政、电信分营工作.

１９９９年４月,遵照信息产业部«邮电管理局政

企分开和移动分营工作指导意见»,青海省启动将

移动通信业务从省邮电管理局分离出来,组建独

立的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

２０００年３月,信息产业部印发«关于邮电管理

局实施政企分开问题的通知»,将省(区、市)邮电

管理局固定电信网络与业务的企业职能分离出

去,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下属的各省(区、市)电信

公司承担,实现政企分开.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根据公司管

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选择青海、宁夏等四省(区)电

信公司试行省市合一管理体制.

现将有关青海邮电通信行业“寻呼剥离”“邮

电分营”“移动分业”“政企分开”“省市合一”的主

要过程简述如下:

寻呼剥离

　　１９９８年,邮电部对全国无线寻呼专业进行股

份制试点,以电信总局投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邮电管理局剥离出的无线寻呼资产注入,组建

成立全国性的国信无线寻呼集团公司.无线寻呼

集团公司再向各省(区、市)投资,组建无线寻呼子

公司.集团公司下设上市公司,分批对条件成熟

的子公司注入上市公司.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０日,无线寻呼股份制改造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２月１９日,省邮电管理局成立无线寻呼改制

工作领导小组和联合工作组.领导小组组长陈

坚,副组长刘忠良、宁剑钦,成员李正龙、邝剑萍、

仇怀杰、朱家珔、杨建青;联合工作组组长宁剑钦,

副组长李正龙、朱家珔,成员魏荣军、何放亚、熊家

民、李和孝、杨莉萍.

４月１４日,省邮电管理局组建青海省无线寻

呼子公司筹备组,组长虞立勤,成员杨莉萍、李芳、

耿秀英.

５月１９日,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召开全省邮

电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无线寻呼股份制改制工作

和企业财产清查工作在全省全面展开.

５月２２日,信息产业部下发«关于无线寻呼业

务独立建账记账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全国无线

寻呼改制单位独立记账日最迟不得超过６月１
日,以保证账务处理不错、不乱,做好资产、负债及

所有者权益的划转、交接工作.

５月２９日,根据信息产业部无线寻呼股份制

改造实施方案,省邮电管理局无线寻呼改制联合

工作组制定了«无线寻呼改制人、财、物剥离办法

及法律法规工作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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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员剥离

按照无线寻呼改制人员剥离实施办法,此次

无线寻呼改制人员剥离范围为邮电企业从事无线

寻呼业务的邮电职工、聘用工、劳务工及委代办人

员.从全省邮电企业剥离至寻呼公司职工７２人,

其中,邮电管理局机关８人、西宁市电信局３１人

(含财会２人、业务管理２人、技术维护２人、后勤

１人)、海东地区邮电局６人、海南州邮电局３人、

海西州邮电局６人、海北州邮电局４人(门源２人、

矿区２人)、黄南州邮电局３人、果洛州邮电局１

人、玉树州邮电局１人、格尔木邮电局５人、大通

县邮电局４人.离退休人员按１９９７年底全省邮

电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比例的５０％划分.

二、财务剥离

按照无线寻呼改制财务工作实施意见,全省

改制范围内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成本

费用和利润等划归无线寻呼.

财务剥离的原则:流动资产、债权、债务项目,

确属无线寻呼业务发生的,剥入寻呼公司,否则不

予剥入.成本的剥离,原则上能明确划分的,按划

分数 剥 离,不 能 明 确 划 分 的 按 人 员 比 例 分 摊.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的成本费用剥离按各年从事寻呼业

务的平均人数占单位全部平均人数的比例分摊;

专职人员按实有人数计算、兼职人员按从事专业

比例分摊(如维护、管理、营业人员)合计计算;对

１９９８年１~５月的成本费用剥离按各单位实际剥

离到寻呼公司人员占全部人数的比例分摊计算.

三、资源剥离

频率、号码:现邮电公网使用的１５０M 频段４

个频点及规划中２８０M 频段４个频点划归寻呼公

司;现有公网使用的特服号“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８、１２９”及

高速寻呼特服号“１９８”“１９９”全部划归寻呼公司.

寻呼用户:目前省内公网“１２６”“１２７”所有寻

呼用户(含全国联网用户)全部划归寻呼公司.

邮电经营的多种经营性质的寻呼台全部划入

寻呼公司作为主业经营,用户全部转入寻呼公司;

邮电与非邮电合办的寻呼台邮电一方必须退出.

今后各邮电企业无论主业和多种经营企业都不再

新办或与其他单位合办寻呼台.

四、设备和物业剥离

(一)以下设备、物品及用房划归寻呼公司

寻呼专用设备:包括正在运营中的寻呼中心

主机、联网控制器、发射基站、人工台、排队机、中

继设备、管理和业务终端、专用电源、专用天馈线、

公共信息发布系统及其他相关专用设备、配套设

备和备品备件.

专用仪表、工具:包括寻呼系统、基站、终端维

修检测用的各种仪器仪表设备,工具及配套计算

机、写码设备,备品备件的维修用元器件.

原省局招待所南楼全部房产.

(二)以下设备及房屋由寻呼公司租用

与其他专业合用的设备,包括电源、铁塔、仪

器仪表.

寻呼中心主机机房及其他寻呼专用机房,寻

呼座席用房及业务用房,寻呼发射基站及其他寻

呼专用设备占用场地、办公用房、营业场所.

海东(平安)、格尔木各提供３０~４０平方米、

每个州局及大通县局各提供１２~２０平方米办公

用房,给寻呼公司租用.寻呼公司所需营业场所

面积由寻呼公司与各州(地、市)、县局协商.

为保证寻呼公司未来发展,在物业租用时要

留有一定余地.

每个剥离单位划拨一部电话给寻呼公司,月

租费由寻呼公司支付.

由寻呼公司租用房屋的水、电、暖等物业管理

由寻呼公司与原产权单位协商并签订相关协议.

五、有关租用标准

(一)有关通信传输线路租用标准

以省子公司为单位租用,租用标准参照邮电

部〔１９９７〕２５１８号文及〔１９８５〕４３３号文执行.

寻 呼 公 司 新 租 用 的 中 继 线 按 规 定 缴 纳 初

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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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线租用时按每线０７ERL计算.

寻呼公司租用的所有中继线、长途电路、数据

电路,按规定缴纳月租费.

(二)与其他专业共用的电源、铁塔和房屋租

用标准

电源:凡寻呼及配套设备租用的电源,租费按

以下原则计算:交流电源根据实际使用量按电力

部门价格的１５倍收取;直流电源按实际使用量

按电力部门交流电价的３倍收取.

铁塔:租用铁塔的年租费标准:铁塔资产账面

原值×年折旧率×２０％.

房屋租用标准:凡寻呼公司租用的机房、业务

用房、办公用房、营业场所、发射基站占用场地等,

其年租费标准为房屋资产账面原值×(折旧率＋

大修费率).

六、其他有关事项

业务档案:各地开办寻呼业务以来的用户档

案、业务统计资料、运行维护档案、工程档案及其

他有关文档全部移交寻呼公司,由寻呼公司统一

整理归档.

营业管理、计费系统:独立的寻呼营业管理、

计费系统按寻呼专业设备进行剥离,与其他专业

合用的协商代办、代管、代维办法.

现有委办、代办营业点,其合同协议移交寻呼

公司执行.

寻呼业务代办费按邮部〔１９９８〕１１１号文电信

业务代办费标准执行.

寻呼机代销费由寻呼公司根据当地物价水平

及销售情况按数字机、中文机分类,按邮部〔１９９８〕

１１１号文电信业务代办费标准执行.

建设中的２８０M 高速寻呼工程和１５０M 改造

工程继续由现建设单位负责,竣工后在办理相关

手续后移交寻呼公司.

中国电信青海无线寻呼子公司,设综合管理

部、财务部、技术业务经营部.

６月１日,青海“１２６、１２７、１９８、１９９”无线寻呼

业务从省邮电管理局剥离,由中国电信青海寻呼

子公司经营管理.

７月２２日,信息产业部下发«关于无偿划拨无

线寻呼资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将青海等十一省

(区)已确认的资产无偿划拨至部,由部注入中国

邮电电信总局,以尽快完成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工作.青海寻呼资产３４１５１２万元、负债

６３６６６万元、净资产２７７８４６万元,划至邮电部.

８月１３日,全省首批无线寻呼话务员技能鉴

定在省邮电学校举行,西宁地区８家寻呼台、３８人

应试.

８月３１日,根据中国电信青海无线寻呼改制

人、财、物剥离实施办法及法律法规的实施意见,

为了保证寻呼改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平稳过渡,

确保寻呼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用户服务质量,青

海省邮电管理局印发了«中国电信青海无线寻呼

运营工作交接实施办法»,全省开始实施寻呼业务

经营、运行维护、工程管理职能、人员、文档、资产

的交接工作.

９月１３日,青海“１２６”“１２７”寻呼设备进行更

新,全部用户转至新网运行,新系统开通了股票寻

呼子系统,用户可选用股票专用寻呼机随时跟踪

股市动态.

１０月１４日,省邮电管理局向青海国信寻呼有限

责任公司颁发无线寻呼业务经营许可证;１６日,西宁

市电信局无线寻呼业务交接工作结束;２１日,海东地

区电信局“１２６”寻呼业务交接工作完成.我省各州

(地、市)、县无线寻呼业务交接全部完成.

１１月１８日,青海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举行

成立庆典,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葛凡任董事长,虞

立勤任副总经理.青海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所

在地为西宁市微波巷４号(原邮电招待所南楼).

１９９８年底,无线寻呼数达到５６０５５户.

２０００年１月,联通青海分公司与青海国信寻

呼有限责任公司融合,成立联通青海分公司无线

寻呼事业部.９月底,青海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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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建制划入联通青海分公司.

邮电分营

　　１９９８年３月,新组建的信息产业部在北京成

立.电信、邮政业务分别由信息产业部、国家邮政

局管理.省邮电管理局下发«邮电分营与机构调

整实施方案»,部署全省自下而上的邮政、电信分

营工作.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９~２２日,省邮电管理局召开全

省邮电企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全省各州、地、市

县(镇)邮电局在省邮电管理局的统一安排下,自

下而上地实施邮政、电信分营工作.

６月１日,遵照信息产业部〔１９９８〕９６号«关于

印发‹邮电分营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为保

证青海省邮电分营工作按规范实施,青海省邮电

管理局成立了青海省邮电分营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分营办公室.

领导小组职能:研究确定全省邮电分营工作

总体思路;督促检查分营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宏观

指导和 协 调 处 理 分 营 工 作 中 的 政 策 和 原 则 性

问题.

分营办公室职能:组织开展财产清查工作;根

据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的总体思路起草制定全省邮

电分营方案及实施细则;指导监督县镇局的分营

工作,并组织实施地、州、市局的分营工作;协调处

理分营工作中的具体日常问题.

７月２９日,根据信产部«关于邮电分营工作指

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明确邮电分营中几个问题

的通知»,经调研、试点、调整修订形成了«青海省

邮电分 营 实 施 方 案»,并 印 发 全 省 邮 电 局 组 织

实施.

７月３０日,全省邮电分营试点单位———黄南

州邮电局历时一个多月,全面完成邮电分营工作.

新设立的黄南州邮政局、电信局及州属各县邮政

局、电信局已正式运营.

７月３１日,信息产业部批复省邮电管理局青

海邮电分营实施方案及青海邮电分营有关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划分实施方案.

８月３日,信息产业部批复青海邮电分营实施

方案,原则同意青海邮电分营实施方案.要求人

员划分时间点按信部〔１９９８〕９６号文件要求执行;

管理人员划分比例按信部〔１９９８〕３３６号文件规定

执行;支局所划分按信部〔１９９８〕９６号文件精神,由

管理 局 掌 握 执 行;管 理 用 房 及 建 筑 物 按 信 部

〔１９９８〕２７６号文件规定,邮电对半划分;货币资金、

长期投资、盈余公积、未分配收支差额、长期借款

及其他应付款的划分,按信部〔１９９８〕２７６号文件精

神掌握执行;资产负债率水平按信部〔１９９８〕２７６号

文件精神控制;损益类划分按原邮电部财务司专

业核算办法执行.同时要求做好现业局附属企业

的划分工作.

８月３０日,遵照信息产业部信部〔１９９８〕５６０

号«关于青海省邮电现业机构设置的批复»,青海

省邮电管理局下发«关于撤销青海省邮电机构和

重新设立邮政、电信机构的决定».设立青海省州

(地、市)、县各级邮政局、电信局.

９月２４日,格尔木市邮政局、电信局挂牌,邮

电分营工作基本完成.

自９月３０日起,撤销海东地区、海西州、海南

州、海北州、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格尔木市及

所属县(镇)邮电局以及大通县邮电局;自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１日起,正式设立海东地区、海西州、海南州、

海北州、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格尔木市邮政局

和电信局以及大通县邮政局和电信局.１０月６

日,青海省邮电现业机构设置工作完成.自１９９８

年１０月１０日起启用新机构印章.

１２月２日,青海邮政局、电信局正式登记注册

并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青海邮电企业工商登

记和法人登记工作全部结束.全省８个州、地、市

局(含格尔木局),３８个县局、省会所在地的邮政、

电信局和附属企业共５９家邮电单位都以现有名

称完成注册登记.

１２月１６日,省局邮电分营领导小组召开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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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研究确定了省会西宁市邮政局、电信局相互

占用场地、业务及人员、财务的划分.确定西宁市

邮政局、电信局相互占用场地、业务的划分纪要.

场地划分:西川支局划归市邮政局,市电信局占用

的２楼机房长期无偿使用,市电信局投资８０万

元,由省局自筹解决;马坊支局划归市邮政局,电

信局 GSM 基站占用房屋８０平方米长期无偿使

用;小桥支局划归市邮政局,市电信局占用的１号

楼油机室、进线室,二号楼２层电信机房及办公室

长期无偿使用;二十里铺支局划归市电信局,市邮

政局占用的生产营业场地长期无偿使用;东关支

局划归市电信局,市邮政局占用的生产营业场地

长期无偿使用;大十字支局转角楼自南部山墙起,

东楼划归市电信局,转角及北楼划归市邮政局,邮

政目前使用的东楼邮政储蓄、鲜花礼仪营业厅及２

楼、４楼办公用房,维持现状继续无偿使用,待条件

成熟时迁出;五四支局划归市电信局,市邮政局占

用的１楼生产营业场地长期无偿使用;市电信局

GSM 基站占用火车站、青海邮苑面积长期无偿使

用;市电信局未使用的火车站东侧１楼、２楼三间

房屋,青海邮苑八角亭分别划归市邮运局、市邮政

局;省储汇局绿卡设备占用建国路市电信局机房

长期无偿使用.上述无偿使用方应向对方支付物

业管理费.

业务及人员划分:现市邮政局办理的电信业

务划归市电信局,与电信业务相应的设备无偿划

拨市电信局.１９８８年９月,根据省邮电管理局决

定,将大十字、东关、韵家口、水磨、小桥、马坊、西

川、大堡子等８个电信营业所及火车站电信营业

室划归西宁市邮政局管理.１９９８年底邮电分营时

又全部收回西宁市电信局管理.本着人随事走的

原则,１９８８年划归市邮政局管理的电信营业９个

网点共９２人,营业科长隗青凌、支部书记刘庚新,

１９９８年又全部收回西宁市电信局管理.现各邮电

支局所电信占用办公、生产、经营场地维持现状,

长期无偿使用,支付物业管理费,办公用品按物随

人走原则划转.

财务划分:流动资产,其他应收款中个人欠

款,在划归市电信局前全部清理,如确有客观原因

无法清理的随人带到市电信局,由市电信局扣回

后划给市邮政局;应付工资,市邮政局按划拨人员

实发工资总额划分给市电信局;福利费,市邮政局

按１１月３０日账面余额,按人均数额划分给市电

信局;住房周转金,市邮政局按人数比例划分给市

电信局;鉴于人员的变动,１９９９年分别增、减市电

信局和市邮政局收入、成本基数.

１２月２４日,信息产业部正式批复青海省邮电

管理局邮电分营与机构调整实施方案.将邮政工

作从邮电管理局分离出去,组建青海省邮政局,受国

家邮政局统一领导,负责本辖区内邮政网的规划、建

设、运行管理与经营服务工作,承担普遍服务,行使

本地区邮政行政管理职责.省邮电管理局继续负

责省内公用电话主体网的建设、运行与经营服务工

作,企业管理工作接受中国邮电电信总局领导,建

设、财务、劳资和业务等各项企业计划纳入中国邮电

电信总局管理.省邮政运输局、省储汇发行局划归

省邮政局管理;省电信传输局、省国信寻呼公司、省

通信建设工程局、邮电规划设计院、省邮电学校划归

省邮电管理局管理;省邮电医院划归省邮政局管理,

省邮政局与省邮电管理局双方成立管理委员会.

省邮电器材公司按业务性质进行分解,器材公司所

属邮电印刷厂划归省邮政局管理(含印刷厂的人员

以及从事邮政器材供应的生产及管理人员),其余仍

由省邮电管理局管理.直附属单位在职员工、离退

休人员及资产按照比例分别划归省邮政局和省邮

电管理局.除人事和业务档案按归属划分外,实施

分营前的企业档案(包括文书、科技、财务等档案)划

归省邮政局.

１２月２８日,省邮电管理局召开全局职工大

会,宣布青海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分营与机构调整

实施方案、人员划分比例,宣布组建青海省邮政局

和内设机构、人员名单.青海省邮政局内设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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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审计室、行政管理和法律事务处、公众服务处、

网络建设运行处、人事教育处、计划财务处、安全

保卫处、离退休管理处,合设直属机关党委、监察、

纪检机构,设立中国邮电工会青海省委员会,下设

办公室、生产生活部.省邮电管理局内设机构调

整为办公室、审计室、离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市

场经营部、运行维护部、计划建设部、财务部、人力

资源部、法律事务和公共关系部、安全保卫部、合

设机关党委(纪委)、监察、纪检机构,保留省邮电

工会.

１９９９年２月１日,省邮电管理局分营领导小

组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１９９８〕９３４号«关于青海省

邮电管理局邮电分营与机构调整实施方案的批

复»及一系列关于邮电分营指示精神,讨论通过如

下划分决定:

一、地产建筑物

(一)现长江路邮电大院以市政府建设的玉树

路为界,南院共２１７公顷(３２５亩),划归青海省

邮政局.北院共３７２公顷(５５８亩),划归青海省

邮电管理局.

南北两院上、下水,供暖,电力(含变电箱)以

及有线电视等网络管线资产和水电暖的物业管理

权归省邮电管理局管理.

(二)邮电干休所院落(总寨)、斜石巷家属院

划归省邮政局.

(三)牧区离退休人员家属院(原电线厂)划归

省邮电管理局(电信传输局).

(四)各院落房屋及建筑物与土地、房屋使用

权按照上属划分分别归属省邮政局、省邮电管理

局,并由其分别办理使用权证,其出让金由院落归

属者承担.

(五)分配给职工的住房因房改产生的住房周

转金负数,分别按照邮政、电信职工实际居住情况

由省邮政局、省邮电管理局承担.分配给职工的

住宅因职工调动等原因的再分配权(无论住房地

处何处),根据目前住房职工归属由省邮政局或省

邮电管理局购回与安排.

(六)院落的改造建设费用除预留项目外,省

邮政局、省邮电管理局各自承担各自院落的建设

费用,不再分摊.

二、办公用房

(一)指挥调度中心楼:对５~１３层办公用房

划分,其中:６层、７层、１３层共计２１２６平方米,归

省邮政局,支付物业管理费.如果邮政迁出,由省

邮电管理局按划拨时的资产价值计６３２４０１２万

元(不剔除折旧)一次性划拨省邮政局,收回省邮

政局占用的面积;５层仍作为电信机房,计７３７平

方米;８层划为政府管理办公用房,计７３７平方米,

不参与分配.政府及电信机房占２３％,邮政用房

占３３２％.９层、１０层、１１层、１２层划分省邮电管

理局办公用房,计２８１０平方米,占４３８％.

(二)老干部活动中心:三楼南面第一、二间和

北面第一间办公室由省邮政局继续占用.房屋基

建管理办公室:４层楼南面三间由省邮政局继续占

用.司机楼:２层司机楼以楼梯为界,右侧由省邮

政局继续占用.车库:１号、２号、４号、５号、６号、７

号、１５号、１６号、１７号、１９号、２４号、２６号、２９号共

１３间车库由省邮政局继续占用,均支付物业管理

费,待邮政迁出时,由省邮电管理局无偿收回;９号

车库由鸿宇宾馆使用;２１号车库由寻呼公司使用,

均支付物业管理费.

属老干部活动中心共享的健身房、乒乓球室、

阅文室、麻将室(一间)、台球室中的设施和日常管

理属省邮政局,支付物业管理费,待邮政迁出时,

办公用房由省邮电管理局无偿收回,划属省邮政

局的设施由邮政局带走.服务室邮政、电信共同

使用,服务员劳务费由邮政、电信各负担一半.股

权按老干部的分配比例,邮政 占 ４３％、电 信 占

５７％划拨使用.

(三)珠海住房一套１４９平方米,按省邮政局、

省邮电管理局５０％资产分别划归.

(四)东台小区住宅楼:其物业管理权划归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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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管理局.现 １０ 套住房分配省邮政局 ４ 套

(１０１、２０１、４２１、５０２),省邮电管理局 ６ 套 (１０２、

２０２、４０２、６０２、７０１、７０２).因房改产生的住房周转

金负数按实际居住面积由省邮政局、省邮电管理

局分别承担.

三、综合物业

(一)鸿宇宾馆:楼层资产及其他固定流动资

产按邮政局与邮电管理局各５０％的比例进行划

分,资产总值为１６１３９４６１万元.划分后,邮政局

与邮电管理局各为８０６９７３万元.

若省邮政局撤回投入资产,省邮电管理局可

按资产原值８０６９７３万元,一次性拨付省邮政局.

宾馆的费用上交与支付与其签订协议,所发

生的费用:(１)房屋资产的占用费,省邮政局与省

邮电管理局均按５０％结算;(２)水电暖的费用,省

邮电管理局按国家有关标准每月结算.

(二)指挥调度中心楼所有安全监管职能、设

施与全部经警人员均归属省邮电管理局.其劳务

费用与设施维护费用以及楼层卫生与清洁由省邮

政局按３３２％的比例分摊.

(三)水、电、暖费用与维护费用由省邮电管理

局按照实际成本与收取管理办法分别向省邮政

局、省邮电管理局归属的电信单位按月结算和

收取.

四、机关资产划分

划拨省邮政局资产原值为２９０６６２６９万元,

划拨省邮电管理局资产原值为５１６０５６６６万元.

(详见附件:青海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分营资产划拨

清册)

五、财务的划分

(一)资产合计划分省邮政局１２３４３６２２５万

元,划分省邮电管理局７８８５３８２８７万元.

(二)负债合计划分省邮政局－４７２７３８７２万

元,划分省邮电管理局１１６３４５７５１万元.

(三)权益合计划分省邮政局１２６７３５４０２万

元,省邮电管理局７２３４９１５４６万元.

(四)损益合计划分省邮政局－５１９９６４０万

元,省邮电管理局－２１２４６７４万元.

(五)其他应收款划分省邮政局８２１０７６５万

元,省邮电管理局１８７８６００万元.

(六)其他应付款划分省邮政局１２０８２０２万

元,省邮电管理局２９１２９１２万元.

(七)各邮政局调度存款合计５６７８８８万元,

调度借款合计１３４９９３６６万元;各电信局调度存

款合计４８５１５１２４万元,调度借款合计２２４３２４５０

万元.

(八)邮电分营建设资金预留

１．部省已下达计划但资金未划拨到建设单位

的在建工程:省邮政局１１５７万元,省邮电管理局

１９４９６万元.

２．省局确定进行而未下达计划的项目:省邮政

局１４７０万元,省邮电管理局２１００万元,综合１５０

万元.

(详见附件:青海省邮电管理局财务处账务划

分清册.注:最终以全省决算报表上报核准后的

数据为准)

六、人员划分

按照服从工作需要和人随事走的原则,以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８日青邮〔１９９８〕３５８号«关于青海

省邮电管理局机关人员划分的决定»执行.为保

证分营后邮政、电信的正常运行,按照人随事走、

服从需要、直系亲属分开的原则,省邮电管理局对

机关人员进行了划分.

(一)干部

邮政部分处级１１人、一般干部６１人,共７２

人,占４０２％;电信部分处级１９人、一般干部８８

人,共１０７人,占５９８％.

(二)工人

邮政部分２２人,占４５８％;电信部分２６人,

占５４２％.

(三)离退休人员等

邮政部分离休１９人,占４７％;电信部分离休

５０４

附　录



２２人,占５３％;退休干部邮政部分７０人,占４７％;

电信部分８０人,占５３％;退休工人邮政部分２０

人,占４７％;电信部分２３人,占５３％;抚恤人员邮

政部分７人,电信部分９人.

１９８８年底划分到邮政人员情况(部分资料为统计数)
单位:人

划转邮政人员单位名称 职工数 划转邮政职工

省邮电管理局机关 ２３４ ９５

西宁市邮政局 ９１５ ９１５(整建制)

省邮政储汇发行局 ５７ ５７(整建制)

省邮政运输局 ６２８ ６２８(整建制)

省邮电医院 ５４ ５４(整建制)

省邮电器材公司 １１２ ２８

海东地区邮电局 ７４６ ３３４

海南州邮电局 ３７１ １５６

海西州邮电局 ７６８ １８７

海北州邮电局 ２９９ １２６

黄南州邮电局 ２５２ １０１

果洛州邮电局 ２１４ ７６

玉树州邮电局 １８７ ８３

格尔木市邮电局 ２０４ １１３

大通县邮电局 ２１９ １２２

合计 ５２６０ ３０７５

　　七、直附属单位的划分

(一)省邮政运输局、省储汇发行局划归省邮

政局管理.

(二)省电信传输局、省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

司、省电话号簿公司仍由省邮电管理局管理.

(三)省邮电建设工程局、邮电规划设计院根

据其业务性质仍由省邮电管理局管理.

(四)省邮电医院划归省邮政局管理,省邮电

学校归省邮电管理局管理.省邮电学校和省邮电

医院的管理、运作由双方成立管理委员会,研究、

确定相关问题.省邮电学校现转业军人班的分

配,邮政班分邮政、电信班分电信.今后两局接受

转业和退伍军人、干部按一家一人原则执行,复员

军人自己与民政厅商定.

(五)直附属单位离退休人员按照划分归属分

别由省邮政局和省邮电管理局管理.

本决定经１９９９年２月１日青海省邮电管理局

分营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由省邮政局、省邮电

管理局遵照执行;水电暖等物业管理费用自１９９９

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１９９９年１月９日,青海省邮政局举行揭牌仪

式,副省长贾锡太、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陈坚、省邮

政局副局长秦伟时为青海省邮政局揭牌.

１９９９年２月,青海省邮电分营工作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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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分业

　　１９９９年４月,遵照信息产业部«邮电管理局政

企分开和移动分营工作指导意见»,为保证青海邮

电管理局政企分开和移动分离工作顺利实施,青

海省邮电管理局成立了政企分开和移动分离工作

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领导小组组长陈坚、副组

长葛凡,成员李正龙、夏吉斌、仇怀杰、刘伶娜、邝

剑萍、杨建青、范莉、袁瑞青;工作组组长李正龙,

副组长夏吉斌,成员王涛民、韩日辉、王培俊、魏荣

军、黄伟、宋维互、朱晋锋、王丽杰.

６月８日,信息产业部批复青海省邮电管理局

政企分开和移动分离工作实施方案,同意将移动

通信业务(含移动数据业务)职能从邮电管理局中

分离出来,组建省移动通信公司.

７月８日,信息产业部批复«关于组建青海省

移动通信公司的方案».同时,将省邮电器材公司

整建制划归省移动通信公司根据«青海省邮电管

理局政企分开和移动分离工作实施方案»,青海省

邮电管理局确定移动分离工作按照服从工作需要

和人随事走以及负担均摊的原则进行.

一、组建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

将省邮电管理局移动通信业务(含移动数据

业务)分离出来,组建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省移

动通信公司按副局级单位管理,领导职数一正二

副,实行党组制,党的关系在地方.总经理由部任

命,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任命;省移动通信公司设综合办公室(含审计)、计

划财务部、建设维护部、人力资源部、市场经营部、

党委办公室(含纪检、监察),成立省移动通信公司

工会;将各州(地、市)、县电信局移动通信业务分

离出来,西宁市、海东地区(含黄南)、格尔木设立

移动通信公司(不独立核算)归省移动通信公司管

理,比照副处级对待,海南、海西、海北州设营业

部,比照科级对待,玉树州、果洛州及开办移动业

务的县、镇乡设营业点.

二、人员划分

以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１日中央国有企业在册职工,

按１９％比例划归省移动通信公司,历年未分配的

复转军人及１９９９年已落实分配计划的大中专毕

业生均按此比例办理.鉴于各地区移动业务发展

不平衡的实际,全省移动企业人员分离的比例和

数额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但总的分离比例仍为

１９％.离退休人员也按此比例分摊.

三、工资及养老保险金的划分

１９９９年工资计划按人员比例划分,在计划下

达前,以１~３月份中央国营企业实发工资数为基

数按人员划分比例执行,历年滚存结余工资按人

员比例划分.各种养老保险关系、基金和个人账

户随人划转.

四、财务划分

省移动通信公司自１９９９年４月１日起建账,

独立核算.本次划分限于中央国营企业资产部

分,将省邮电管理局行政管理机构使用的有关资

产单列出来,剩余资产在固定通信企业移动通信

企业间划分,不涉及移动通信业务的企业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不列入划分范围.

此次分营中收入比例以１９９８年会计决算中

固定、移动通信业务收入为准计算.

划分前对现有资产、负债、损益进行清理,合

理确定其属性,按其属性划分.若不能直接确定

其属性的资产和负债按以下原则划分:

(一)房屋及建筑物:生产用房和建筑物中共

用的营业场地按１９９８年业务收入比例划分;能直

接分开的各自独立的机房按实际占用面积划分;

共用的机房按实际安装机架所占面积的比例划

分.管理用房屋及建筑物按核定的人员比例和实

际需要划分.

(二)电源设备:按照实际用电量的比例划分,

资产归使用量大的一方,由此产生的价值差额用

其他资产或资金补偿给另一方后,另一方有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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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专为移动通信基站、铁塔建设征用

的土地划归移动通信企业.

(四)铁塔:属于移动通信专用的划归移动通

信企业.

(五)传输线路和设备:为移动通信专建专用

的本地传输线路和设备划归移动通信企业,移动

通信企业占用固定通信企业的各种中继、线路采

用租用形式.

(六)其他不能明确属性的固定资产:按固定、

移动业务收入比例和实际工作需要划分.

(七)在建工程:属于生产用的,原则上划归使

用量大的一方,已投入资金部分,按使用量比例给

予另一方经济补偿;住宅建设,按各自占用面积比

例划分或预留工程资金交一方管理.

省移动通信公司经营业务有模拟(TAC)蜂窝

移动通信业务及数字(GSM)移动通信业务.

７月２７日,为了确保青海省移动剥离工作顺

利进行,成立青海移动通信公司筹备组,张琳任组

长,郑爱军、刘武升任副组长,曹礼让、谈玲、李和

平、孔庆西为成员.

８月４日,全省移动分业工作完成,省邮电管

理局作出移动分离工作划分决定如下:

１．全省划归移动公司职工６０５人、离退休人员

２５６人、抚恤人员２人.各单位划拨人员:西宁市

电信局１９５人、海东地区电信局８０人、海南州电

信局３０人、海西州电信局３５人、海北州电信局３０

人、黄南州电信局２５人、果洛州电信局１０人、玉

树州电信局１０人、大通县电信局２０人、格尔木市

电信局２４人,邮电器材公司８３人,省邮电管理局

机关３０ 人.另划转复转军人 ２２ 人,大中专生

１１人.

２．本次划归省移动通信公司资产２５４０３８万

元,其 中,流 动 资 产 １４１２４８ 万 元 (货 币 资 金

６９７１１４万元、包括补偿资金１３６７８万元),固定

资产１２９３６２５万元(原值);流动负债４０５３２７万

元、长期负债４４４３３１万元.

３．省邮电管理局于７月３０日将移动分离的人

员、财务划分清册移交青海移动通信公司筹备组,

省移动通信公司据此对各州(地、市)、县电信局划

归移动的人、财、物进行接收,为期一个月.

４．在移动网计费系统未建成前,由固定网负责

为移动提供详细话单.

５．西宁市电信局建国路院０３３ 公顷(４９７

亩)土地划给省移动通信公司.

６．全省划归移动的房屋、建筑物及直流电源设

备在全省划分中对移动均进行了资金补偿,补偿

后移动仍占用的营业场地、机房、管理用房等由移

动公司租赁,其租赁费用标准及结算由省移动通

信公司与省邮电管理局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标准

签订协议.

７．目前邮电学校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毕业的２个

电信班若现行分配政策不变,仍按１９％的比例划

分给移动公司.

８．工程尾款统一挂固定企业.

９．南川西路１４２号原电线厂在建牧区职工退

休楼按全省人员比例进行划分,划归移动７９２４

万元.

１０．目前在建职工住房(水井巷南市场、东台小

区、邮电大院２６号楼)、邮电大院２号楼封闭阳台

按全省人员划分比例,划归移动９２７５万元.

１１．未房改职工住宅按比例划分资产分别列账

后,住宅的使用、分配、管理仍属目前住户所属

单位.

９月８日,青海省移动通信公司举行挂牌庆

典,省移动通信公司总经理张琳主持仪式,副省长

贾锡太、省总工会主席邱富贵、省工商局副局长樊

大新、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陈坚、省邮政局局长秦伟

时参加庆典.

省移动通信公司租用西宁市西大街浩运大厦

为办公地点.至年底,移动业务总量为２４８０９万

元、移动业务收入为１１２２０万元.模拟移动用户、

GSM 数字移动用户共８４６２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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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分开

　　２０００年３月,信息产业部印发«关于邮电管理

局实施政企分开问题的通知»,将省(区、市)邮电

管理局承担的固定电信网络与业务的企业职能分

离出去,保留邮电管理局名称,继续行使地区通信

行业监管职能.

４月２８日,信息产业部批复青海省邮电管理

局政企分开实施方案.局级领导职数一正一副,

由信息产业部统筹安排与任免,行政编制为２５
人,现暂按１４人编制,设办公室、综合管理处、市

场监管处.将长江路９３号办公大楼５层、８层、９
层、１０层为独立的办公场所.挂靠在邮电管理局

的邮电技能鉴定中心、通信工程质量监督站、计量

中心经费自理,业务归邮电管理局管理.

５月１７日,信息产业部免去葛凡、邝剑萍青海

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副局长职务(２２日,中国电信

集团公司任命葛凡、邝剑萍为青海省电信公司总

经理、副总经理),袁瑞青主持青海省邮电管理局

工作.

６月１日,省邮电管理局召开西宁地区处级以

上干部大会,宣布完成政企分开.划归省邮电管

理局人员有袁瑞青、章建良、孙文武、张明、李生

奎、韩延基、李月琴、战学海、孙菁、王洁、郭建勋、

吕华英、李微、闵红珠、赵林、赵强、翟金栋.信息

产业部〔２０００〕１３号文件决定:章建良为省邮电管

理局局长助理、李生奎为办公室主任、孙文武为市

场监管处处长、张明为综合管理处处长.

６月１４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下发«关于中国

电信集团青海省电信公司组建方案和公司章程的

批复»,原则同意上报的组建方案和公司章程.公

司法定名称为中国电信集团青海省电信公司,注

册资本为４２,８２９万元;各县(市)电信运营机构统

一使用“青海省电信公司XX电信局”称谓.

７月６日,省电信公司举行挂牌庆典.中国电

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周德强发来贺信,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才旦、省政协副主席蔡巨乐为公司揭牌,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营业执照.

９月３０日,信息产业部印发文件,将各省(区、

市)邮电管理局更名为通信管理局,青海省通信管

理局编制１０人.

政企分开账务处理:由青海省电信公司接管

原青海省邮电管理局所有资产及财务账户,政企

分开后的省通信管理局新设账户.

１２月６日,中国电信集团青海省电信公司与

省通信管理局签订政企分开有关事宜协议如下:

一、房屋资产

新购东台小区职工住宅,省电信公司与移动

公司协商后,划归通信管理局９套住宅,待办理有

关手续后进行资产移交;长江路９３号邮电通信指

挥中心大楼在邮电分营时归属省邮电管理局的５

层、８层、９层、１０层,共３１７８９４平方米房屋(资产

９７０４２万元)划归省通信管理局;邮电分营时划归

省邮 电 管 理 局、租 借 给 鸿 宇 宾 馆 经 营 的 资 产

８０６９７３万元划归省通信管理局(不含地下室、不

含地产和土地使用权);鸿宇宾馆北９１号院路北

省邮电管理局租借给工商银行的二层楼房屋(资

产７８２３万元),赠拨给省通信管理局(含土地使

用权).

二、设备及其他资产

按照物随人走的原则,划归省邮电管理局人

员使用的财产、设备及省电信公司为省通信管理

局新购置的设备划归省通信管理局,总计５１６１

万元;别克(青 A００１８６)、子弹头(青 A２１３０３)、丰

田４５００(青 A００２８６)３辆价值１７５９１万元的车辆

划归省通信管理局.

三、结余资金

省电信公司根据信部清字〔２０００〕９０９号文件

规定,核定拨给省通信管理局工资结余资金 ８

万元.

四、费用、工资、福利

除省通信管理局２０００年７~９月已发生各项

费用外,１０~１２月,省电信公司为通信管理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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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列支行政经费及办公用品购置费共２０８万元,

包干使用;省通信管理局人员工资、奖金、医药费

及各项福利费仍由省电信公司核发至２０００年１２

月３１日,到２００１年后属于２０００年度未发的奖金、

福利费,省电信公司按标准据实核发;省通信管理

局人员补充养老保险金(包括一次性补充养老保

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由省电信公

司负责扣缴并按相应的比例及渠道划转个人账户

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失业保险金由省电信公司

缴纳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省通信管理局与省电信公司应自２０００年１

月１日起,财务账户各自独立运作.

五、其他事项

省电信公司将已划归省通信管理局的办公场

所无偿占用到２００３年４月,若继续占用则采用租

赁方式支付租金;省通信管理局办公用水、电、暖、

电梯维修、安全保卫、绿化卫生等费用由省电信公

司负责至２００３年４月;省通信管理局职工个人发

生的水、电、暖等物业费用与省电信公司职工同等

待遇,补贴部分由省电信公司与物业管理部门结

算;９１号院内１０号、２６号车库及鸿宇宾馆使用的

９号车库由省通信管理局无偿使用;省电信公司待

建综合楼与现９３号办公大楼形成的院落提供给２

个办公楼内各单位无偿使用,日常管理由省电信

公司负责(电信公司原拟在办公大楼东侧新盖综

合楼,后移建至开发区);９３号办公大楼地下室供

双方共同无偿使用,由省电信公司管理;省电信公

司为省通信管理局提供１间库房;办公大楼８楼

会议室归省通信管理局负责管理、１０楼会议室归

省电信公司管理,双方均可使用;省电信公司协助

向省通信管理局移交相关档案.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３日,信息产业部决定袁瑞青任

青海省通信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章建良任副局

长、党组成员,孙文武任党组成员.２月２８日,省

委组织部受信息产业部委托到省通信管理局宣布

任免通知.

３月２日,省通信管理局举行建局庆典活动,

省人大、省政府、市政府相关领导及各电信公司、

新闻媒体等近百家单位２００余人参加.

２００５年１月,青海省电信公司迁至西宁市经

济开发区金汇路２９号新址,原占用长江路９３号

办公场所按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６日协议移交省通信管

理局.

省市合一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根据

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选择青海、宁夏等四省(区)

电信公司试行省市合一管理体制.１２月２７日,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关于青海省电信公司与西宁市

电信分公司合并的批复»指出:西宁市分公司相关

机构及职能并入省公司后,要妥善处理好与西宁

市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系,继续争取地方政

府及有关部门对电信企业的支持;合并后省电信

公司职能机构要尽量精简,减少管理层次,确保运

转高效;协调处理好对全省的管理与省会城市直

接经营管理的关系.

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批复,省电信公司调

整机关职能部门:综合管理部下设总经理办公室、

公共关系部、行政管理处、文史档案中心和保密办

公室;人力资源部下设综合人事处、劳动工资处、

员工教育处;计划建设部下设规划计划处、通信建

设办公室(含枢纽楼工程、无线接入事业部)、基本

建设办公室;运行维护部下设网络资源管理处(含

网管中心)、设备维护处、技术支援中心(含计量监

测站)、党政通信专用局、应急通信办公室(承担应

急通信、战备通信、防汛抗震等职能);财务部下设

公司会计处、基建财务处、综合财务处;审计室、安

全保卫部、监察室、离退休办公室等称谓、职能

不变.

法律事务部与综合管理部为两块牌子、一套

人马,法律事务职能由公共关系部承担;市场经营

部的综合业务部、服务质量监督监察处合署办公、

保留原名称;省电话号簿公司由省公司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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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实行报账制.

西宁市电信分公司变动如下:撤销青海省电

信公司西宁市分公司称谓,改称省电信公司西宁

业务部,湟中、湟源、大通三县电信局均改称业务

部,西宁业务部统揽西宁及三县的维护、经营业务

工作;对外暂保留西宁市电信分公司及三县电信

局名称,以便协调与地方党政部门的关系.

原西宁市分公司市场经营、运行维护、计划财

务、工程建设、纪检监察、安全保卫、审计、劳动工

资、人事任免、离退休管理、法律事务、档案、新闻

宣传等职能并入省公司相应部、室;西宁市业务部

设传输维护中心、交换动力维护中心、代维管理中

心、营业中心、号线测量中心、报话中心.

原西宁市分公司、省数据通信公司的客户服

务机构集中到省公司市场经营部客户服务中心;

计费中心划归省公司市场经营部综合业务处;督

察室(含１８０用户投诉系统)划归省公司市场经营

部服务质量监督检查处.

省号簿公司改建成省卡号公司,业务归口省

公司市场经营部.

西宁地区的小区配线建设、用户网改造延伸

及无线系统优化等工程由西宁业务部根据网络运

行情况及业务发展需要,及时提出建设项目及方

案建议,经计划建设部审批后,由通信建设办公室

或基本建设办公室组织实施;西宁本地网固定资

产投资、网络优化、扩容、更新改造、资产购置及相

应的基本建设项目和工程管理职能上划省公司计

划建设部,由相关部室提出项目建议,经计划建设

部审定后,由通信建设办公室或基本建设办公室

负责实施.

西宁业务部定岗定编、管理岗位设置,管理干

部考核任免、员工培训、学历教育、职称评聘、优秀

人才评定、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离退休人员、内部

退养人员审批和人事档案管理,员工工资变动及

奖金标准的审核等由省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管

理;员工的社会基本保险、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

等由省公司财务部负责管理;西宁业务部有权决

定内部员工的岗位调配(科级及科级以上干部管

理人员的任免需报省公司批准),省公司人力资源

部核定西宁业务部工资发放控制数额,西宁业务

部根据省公司批准的工资及奖金分配方案自行发

放,使易岗易薪、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得以体现.

改变财务核算体制,西宁业务部、技术支援中

心的财务纳入省公司财务部统一核算管理;省公

司财务部对西宁业务部实行全额上划收入、核定

支出、按月划拨的“收支两条线”管理,湟中、湟源、

大通营业部设报账员,定期向西宁业务部报账;西

宁业务部负责各项收入(含三县)的稽核汇总并按

旬全额上划省公司,并负责对用户欠费进行明细

核算与回收;负责对固定资产卡片、低值易耗品清

册和实物的管理.省公司财务部根据收支预算情

况,将西宁业务部(含三县)收入计划分解到业务

部,并进行考核;成本费用中的工资、职工福利费、

设备维修费、业务费、低值易耗品及部分管理费用

等由省公司核定,按月划拨;省公司计划建设部通

信建设办公室和基本建设办公室的基建财务核算

职能并入省公司财务部,工程款的支付由通信建

设办公室和基本建设办公室负责审批.

省党政专用局由省电信公司直管,应急、战备

职能由省公司统一组织管理.

原西宁市分公司工会划入省公司机关工会;西宁

业务部设党总支,接受省公司直属机关党委领导.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青海省电信公司实行省、

市公司管理职能合并工作.

１月１４日,省电信公司成立省、市公司财务并账

工作小组.葛凡任组长,邝剑萍、杨建青(市公司总经

理)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省公司财务部、办公室、

计划建设部、省技术支援中心、市分公司及所属大通、

湟中、湟源电信局的财务账,以上年１２月３１日为基

准日,合并建立２００１年度会计账.

１月２３日,省电信公司就“省、市公司合一”制

定«青海省电信公司机关员工竞争上岗实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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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成立竞争上岗工作领导小组、监督小组和工

作小组.经综合理论考试、专业知识面试、民主评

议、任前公示和组织考察等程序,对２１名参加９
个中层管理岗位和７４名参加４３个一般管理岗位

的竞聘者进行综合评审.

２月６日,省电信公司机构调整为８部２室,

人员编制１９０人.见下图:

２００１年省电信公司机构

　　２月９日,省电信公司将原西宁市分公司微

机室、计费中心划入省公司技术支援中心,１８０用

户投诉中心(含督察室)划入省公司市场经营部.

２月２３日,省电信公司将市场经营部综合业

务处、营销策划处合并为营销策划处,增设服务质

量监督检查处.

３月１２日,西宁业务部设综合办公室、财务

室、市场经营处、运行维护处、代维管理中心、营业

中心、号线测量中心、话务中心、交换动力维护中

心、传输维护中心、无线接入建设办公室及大通、

湟中、湟源营业部(对外仍称县电信局)１４个科级

单位.

“省市合一”管理体制运行１８个月后,发现诸

多运营、管理、协调问题,综述如下:

“省市合一”的管理体制造成西宁业务部责权

分离、有责无权,企业经营、维护、管理流程被切

断,企业自主运作的链条断裂.

省电信公司的宏观管理与西宁业务部现场管

理的职能混淆,省公司经营政策与策略规划同西

宁业务部业务经营活动的组织实施混淆,省公司

通信建设规划与西宁业务部建设项目管理职能

混淆.

西宁本地网的管理与实施职能分离,业务计

费账务处理与决策管辖分离,服务质量监察、投诉

管理与通信质量管理分离.

西宁业务部同西宁市政府有关部门机构不对

等,造成政企关系不畅,通信建设协调、经营新业

务推广等沟通渠道不畅.

西宁业务部仅是执行机构,却与各州(地、市)

分公司同等实行经营责任制考核,出现责、权、利

不对等.

因此,诸如市场反应不能及时得到响应、小区

配线建设、用户网络延伸、无线优化等项目建设节

奏缓慢、建设周期延长等现象,严重影响西宁市电

信业务的迅速发展.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２日,省电信公司印发«关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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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省公司部分单位部室管理生产职能的决定»,取

消“省市合一”的管理体制,恢复青海省电信公司

西宁市分公司规范称谓及相应的管理、生产职能.

将省公司计划建设部通信建设办公室中西宁

通信建设办公室划归西宁市分公司,负责西宁本

地网通信管道和通信线路的固定资产投资、网络

优化、扩容、更新改造、资产购置等建设项目和工

程管理;将省公司安全保卫部西宁分部职能和人

员划归西宁市分公司,负责西宁分公司的安全生

产、治安保卫工作;西宁市分公司增设营销中心,

负责西宁分公司电信业务的营销、经营;省公司运

行维护部管理的省党政通信专用局划归西宁市分

公司;省公司市场经营部管理的１８０用户投诉中

心职能与人员划归西宁市分公司;财务管理维持

原状,实行定期全额上划收入、核定支出按月划拨

的“收支两条线”管理,西宁地区各项通信工程款

的支付由西宁市分公司审批;西宁市分公司中层

(科级)管理干部的任免,报省公司核准,由西宁市

分公司任免;本决定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９日１８时前

完成.

该决定同时确定,省数据通信公司西宁地区

数据通信经营、营业人员划归西宁市分公司,数据

通信公司大客户人员划归市场部大客户服务中

心;省数据通信公司设综合办公室、建设维护部,

负责全省数据网络建设、设备管理维护及技术支

援工作,财务实行报账制.

２００２年８月,省电信公司西宁市分公司的称

谓正式恢复,设综合办公室、财务室、市场经营处、

运行维护处、代维管理中心、营业中心、号线测量

中心、话务中心、交换动力维护中心、传输维护中

心、无线接入建设办公室及大通、湟中、湟源营业

部(对外仍称县电信局),通信建设办公室、安全保

卫部、营销中心、党政通信专用局、“１８０”用户投诉

中心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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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名录

姓名 单位 批准时间 职称、任职资格 评审单位

朱家珔 省邮电管理局 １９９４年１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邮电部

邝剑萍 省电信公司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电信集团

王允维 省邮电学校 １９８８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邮电部西北地区评委会

李文清 省邮电管理局 １９８８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邮电部西北地区评委会

李惠林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８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邮电部西北地区评委会

陈友明 省局科工处 １９８８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邮电部西北地区评委会

秦淑杰 省局基建处 １９８８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邮电部西北地区评委会

黄兴永 省科研设计所 １９８８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邮电部西北地区评委会

黄淡芳 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８８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邮电部西北地区评委会

程鸿敏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８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邮电部西北地区评委会

于福清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邓祖诚 海东地区邮电局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史维垣 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成玉花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朱家珔 省局电信处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李英杰 省局农话处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宋慧琴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菊民 海南州邮电局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　滨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茆震恩 省电信工程公司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赵玉普 省局电信处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梁锦辉 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贾德海 省局宣教处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贾俊贤 海东地区邮电局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韩玉良 省局电信处 １９８９年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田凤琴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朱九德 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刘汉江 省科研设计院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刘守忠 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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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姓名 单位 批准时间 职称、任职资格 评审单位

李方策 省邮电器材公司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陈应绪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赵　树 省局计财处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黄文波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阚凤云 海东地区邮电局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廖祯荷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魏文学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鞠维仁 省局电信处 １９８９年６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吕作诚 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吴兰凤 省局计财处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陈　坚 省邮电管理局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陈祖明 省通信建设工程公司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赵玉芬 省电信传输局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王国藩 海北州邮电局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广增 省局计财处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邝剑萍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９４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刘武升 省局工程办 １９９４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陈世雄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９４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　琳 省邮电设计所 １９９４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杨建青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９４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顾芳琴 省局电信处 １９９４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曹延生 省局工程办 １９９４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韩　洁 省局邮政处 １９９４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戴彦军 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９４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徐小明 铁通青海分公司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铁道部

王贻中 省邮政运输局 １９９６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孙培青 省局电信运营处 １９９６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宪萍 省电信传输局 １９９６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积德 省电信传输局 １９９６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杨卫铭 省局基建处 １９９６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姜世忠 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９６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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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批准时间 职称、任职资格 评审单位

顾辛雷 海东地区邮电局 １９９６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章建良 海西州邮电局 １９９６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宋宜宏 铁通青海分公司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高级工程师 铁道部

王　洪 省局电信运营部 １９９７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王　磊 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９７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邢仁平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９７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李　杰 省局电信运营部 １９９７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李晓东 省局计划建设处 １９９７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汤海湖 省邮电设计所 １９９７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贾连青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９７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崔建华 省电信器材厂 １９９７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葛　凡 省邮电管理局 １９９７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虞立勤 省移动数据局 １９９７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马道杰 省局网管中心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王芝茜 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邓晓辉 海南州邮电局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宁克强 省电信传输局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兰高原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李子坚 省局计划建设处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丽萍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何　岩 省局电信运营部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李　莺 省局电信运营部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何　敏 省局电信运营部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杨芳宁 省局电信运营部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杨莉萍 省局电信运营部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袁瑞青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隋金友 省局科教处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马顺梅 省储汇发行局 １９９９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马　健 省邮政局 １９９９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邓小丹 省邮政运输局 １９９９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孔庆西 省局电信运营部 １９９９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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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姓名 单位 批准时间 职称、任职资格 评审单位

杜争科 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１９９９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李　健 省邮政局 １９９９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郄褒真 省邮电建设工程局 １９９９年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邮电管理局

刘来红 联通青海省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高级工程师 中国联通

江志萍 联通青海省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高级工程师 中国联通

郭春明 联通青海省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高级工程师 中国联通

董维国 联通青海省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高级工程师 中国联通

朱永安 省电信公司审计室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建设厅

卜继周 西宁市电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王　杰 省电信公司计划建设部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王青敏 省电信公司计划建设部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文　萍 省电信公司运维部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左庄康 黄南州电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孙炳华 西宁市电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陈永珂 海北州邮电局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汪　澜 省电信公司计划建设部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周占钢 黄南州电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徐海疆 西宁市电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卢胜利 省联通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刘文祥 省移动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刘海萍 省联通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张　明 省通管局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陆志坚 省移动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赵　峰 省联通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郭建勋 省通管局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曹海峰 省联通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王　宁 省公司企划部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王　琳 省公司运维部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祁　芳 省电信传输局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刘海平 省公司企划部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陈宇峰 省公司企划部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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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批准时间 职称、任职资格 评审单位

赵孝宁 省公司市场部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赵金胜 省公司网发部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高级工程师 省电信公司

卜子斌 省移动公司 ２００５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马正坤 省移动公司 ２００５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孔庆东 省移动公司 ２００５年３月 高级工程师 省通信管理局

李均科 青海电线厂 １９８８年４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戴国珺 省局邮政处 １９８８年４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王喜坤 省局劳资处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刘文清 省邮电器材公司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章宗贤 省局办公室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陈玖生 省局邮政处 １９８９年４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路万福 省邮电管理局 １９８９年４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睢红卫 省邮电管理局 １９９４年４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王继东 省局劳资处 １９９７年７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刘忠良 省邮电管理局 １９９７年７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光明 省局邮政运营部 １９９７年７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宋海宁 西宁市邮政局 １９９７年７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　皓 省邮政运输局 １９９７年７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秦伟时 省局人事处 １９９７年７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夏吉斌 省局行政处 １９９７年７月 高级经济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李正龙 省电信公司 １９９９年９月 高级经济师 内蒙古

仇怀杰 省电信公司人力资源部 １９９９年９月 高级经济师 内蒙古

华丽宁 省电信公司人力资源部 ２０００年５月 高级经济师 内蒙古

孙　菁 省通信管理局 ２０００年５月 高级经济师 内蒙古

周敬元 省电信公司人力资源部 ２０００年５月 高级经济师 内蒙古

郗振汉 省邮电学校 ２０００年５月 高级经济师 内蒙古

闫青林 省移动通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经济师 陕西

朱晋锋 省移动通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经济师 陕西

乔粉霞 省移动通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经济师 陕西

李和孝 省电信公司人力资源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经济师 新疆

邱黎兰 省移动通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经济师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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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批准时间 职称、任职资格 评审单位

赵子平 省移动通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经济师 陕西

梁玉杰 省移动通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经济师 陕西

王新年 省邮电学校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高级统计师 —

李广坤 省局计财处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高级会计师 —

杨华明 省局计财处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高级会计师 —

肖存恩 省局审计处 １９８９年４月 高级会计师 —

黄被三 省局审计处 １９８９年４月 高级会计师 —

宁剑钦 省局计财处 １９９７年７月 高级会计师 —

左淑兵 省公司审计室 ２０００年５月 高级会计师 内蒙古

何放亚 省公司财务部 ２０００年５月 高级会计师 内蒙古

耿秀英 省移动通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会计师 陕西

谈　玲 省移动通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会计师 陕西

楚永芳 省公司财务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会计师 新疆

刘达梁 省邮政运输局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 高级政工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子忠 省电信传输局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 高级政工师 省邮电管理局

陈爱珍 省局直属机关党委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 高级政工师 省邮电管理局

于家琢 省邮电学校 １９９４年４月 高级政工师 省邮电管理局

邓尔奇 省局宣教处 — 高级政工师 省邮电管理局

张东成 省邮电学校 — 高级政工师 省邮电管理局

晏德录 铁通青海分公司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高级政工师 省邮电管理局

李正乾 省局宣传处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政工师 省邮电管理局

赖振芳 西宁市电信局 １９９８年５月 高级政工师 省邮电管理局

史正俊 铁通青海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７月 高级政工师 中国铁通

鲍玉良 铁通青海分公司 ２００２年８月 高级政工师 中国铁通

王涛民 省公司综合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政工师 新疆

刘玉兰 省公司综合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政工师 新疆

陈永珂 海北州电信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政工师 新疆

李　明 省公司综合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政工师 新疆

周荫根 省公司综合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政工师 新疆

周淑琦 省公司综合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政工师 新疆

郝晋宁 省公司综合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高级政工师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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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姓名 单位 批准时间 职称、任职资格 评审单位

李　廉 铁通青海分公司 ２００３年７月 高级政工师 中国铁通

郭福明 铁通青海分公司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高级政工师 中国铁通

于保和 省邮电学校 — 高级讲师 —

王希山 省邮电学校 — 高级讲师 —

张　明 省邮电学校 — 高级讲师 —

姜　兴 省邮电学校 — 高级讲师 —

马惠琴 省邮电学校 １９９９年９月 高级讲师 北邮

李彩贤 省邮电学校 １９９９年９月 高级讲师 北邮

窦兰军 省邮电学校 １９９９年９月 高级讲师 北邮

裴昌萍 省邮电学校 １９９９年９月 高级讲师 北邮

翟秉堂 省邮电医院 １９８６年１月 主任医师 —

王秀祯 省邮电医院 １９８６年１月 副主任医师 —

杨印秀 省邮电医院 １９８６年１月 副主任医师 —

丁成盛 省邮电医院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副主任医师 —

李　敏 省邮电医院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副主任医师 —

祝京耘 省邮电医院 — 副主任医师 —

高小平 省邮电医院 — 副主任医师 —

　　说明:备注中的单位名称系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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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青海省志邮电志大事记
(１９０６—１９８５)

１９０６年

西安府邮政副总局筹办西宁府邮政分局,设邮政代办所开办邮政业务.

１９０７年

８月１７日　西宁府邮政分局成立,员工５人,局址在原驿街子(生产巷).

１９０８年

１１月２９日　西宁府邮政分局开设碾伯代办所.

１９０９年

西宁府邮政分局开设享堂代办所.

１９１０年

１２月　西宁府邮政分局开设丹噶尔(湟源)、贵德代办所.

同年　兰州府邮政分局升格为邮政副总局,隶属西安府邮政总局管辖.

同年　清政府拟定“裁驿归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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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１年

青海境内邮政机构归兰州府邮政副总局管辖.

１９１２年

１月１日　邮政机构改称“中华邮政”.

１０月１日　西宁府邮政分局开设毛伯胜(大通)邮政代办所.

同年　北洋政府交通部明令裁撤驿站.

１９１３年

９月２５日　西宁府邮政分局开设北大通(城关)代办所.

１１月　陕甘电政管理局新建永登—老鸦—乐都—西宁１７０公里单线电报线路工程竣工.西宁电报

局成立,局址驿街子(生产巷)客栈,后迁至东大街福神庙及大新街蔡氏院落.

１２月２１日　西宁府邮政分局开设循化厅代办所.

１２月２４日　西宁府邮政分局开设巴燕戎格厅(化隆)代办所.

同年　青海境内驿站全部裁撤、官署公文交邮局寄递.

１９１４年

西宁府邮政分局开设鲁沙尔(湟中)、高庙代办所.

同年　甘肃邮务管理局在兰州成立,辖甘、宁、青邮政,西宁府邮政分局定为二等邮局.

１９１６年

陕甘电政管理局撤销,西宁电报局由兰州电报局管辖.

１９１９年

８月１日　西宁邮局在都兰寺开设三等邮局,莫翰章为局长.

同年　丹噶尔代办所升格为二等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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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

１２月３１日　西宁邮局将碾伯代办所升格为三等邮局.

１９２２年

西宁邮局陆续开设上五庄、威远堡、扎(什)巴、结古寺(玉树)、隆务寺(黄南)、保安堡、张七宅(张家

寨)、古鄯镇、上川口、共和代办所.

１９２５年

４月　贵德代办所升格为三等邮局.毛伯胜代办所升为大通三等邮局.

１９２８年

１２月　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为青海配备１００瓦无线收、发讯机各１部,成立青海无线电台,由兰州无

线电管理分处管辖.

同年　贵德邮局降为代办所.丹噶尔邮局更名为湟源邮局.都兰寺邮局更名为都兰邮局.

１９２９年

贵德代办所恢复为三等邮局.碾伯邮局更名为乐都邮局.

同年　西宁电报局划归新青电政管理局(乌鲁木齐)管辖.

１９３０年

５月　青海无线电台随国民军高树勋部调防,迁往河南省.

同年　贵德三等邮局升格为二等邮局.

同年　西宁电报局划归甘宁电政管理局(兰州)管辖.

同年　西宁电话局成立,局址在大新街何氏院落.

３２４

附　录



１９３１年

８月　国民政府陆军新编第九师在南大街火神庙(机电公司)司令部设无线电台.陆续在青海东部

农业区架设长途电话线路.至１９３４年,建设西宁—大通—门源线路１２０公里;后子河—互助线路３５公

里;西宁—湟源—倒淌河—共和—大河坝(兴海)线路２２０公里;西宁—湟中—贵德线路１１５公里;西宁—

乐都—民和线路１１０公里;西宁—平安—扎巴—化隆—循化—同仁线路２０５公里;民和—巴州—古鄯—

官厅—甘肃临夏癿藏线路８６公里.

同年　西宁电报局装１５瓦收、发讯机各１部,辅助有线电报通信.

同年　甘肃邮务管理局改称甘肃邮政管理局.

１９３２年

９月　国民政府陆军新编第九师司令部无线电台更名为青海省无线电总台,由省政府领导;新增收、

发讯机２２５瓦１部、１５０瓦２部.

同年　西宁电话局更名为青海省电话局.

同年　甘宁电政管理局在西宁开办１期电务传习所,设有线、无线两专业,学员各３３人,学制１年.

至１９３６年开办无线电速成班５期,每期３０人,学制半年;开办电话业务,训练班１期.

１９３３年

１月　青海省无线电总台设立玉树无线电台.配备１５０瓦收、发讯机各１部.

１９３４年

３月１日　西宁邮局恢复大通三等邮局.

１０月１６日　民和邮政代办所升格为二等邮局.

同年　西宁邮局与西宁电报局合设,局址:原民权街(大新街)２１８号.

同年　青海省电话局改称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军用电话局,设湟源、互助、大通、门源、鲁沙尔、

贵德、巴燕、循化、同仁、乐都、川口等１１个分局及大河坝、恰卜恰、扎巴、古鄯、大河家、癿藏等６个军用电

话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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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

４月　玉树代办所停业多年,现重新开业,由四川甘孜邮局管辖.

８月１８日　西宁邮局系省会局,由二等邮局升格为一等邮局.

９月　西宁电报局新增５０瓦发讯机１部、再生４灯收讯机１部.

１９３６年

玉树代办所改由四川邓柯邮局管辖.

同年　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军用电话局建成西宁—上五庄—海晏线路８０公里.

１９３７年

贵德二等邮局降为三等邮局.

１９３８年

３月１９日　鲁沙尔代办所升格为三等邮局.

１９３９年

湟源二等邮局降为三等邮局.省无线电总台迁至乐家湾,陆续在茶卡、恰卜恰、同德、拉加寺、都兰、

兴海、门源、同仁、循化、祁连建立分台.配备１５瓦收、发讯机各１部.

１９４０年

８月８日　西宁电报局定为三等电报局.

１９４１年

１月　恢复青海省电话局称谓,迁至南山寺根朱仙塔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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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

西宁电报局升格为二等电报局.

同年　成都电报局设立玉树电报局,配备１５瓦收、发讯机各１部,由川康藏电政管理局管辖.

１９４３年

９月１日　互助邮政代办所升格为邮局.

同年　西宁电报局降为三等电报局.新增１５瓦收、发讯机各１部.

１９４４年

２月　甘宁电政管理局更名为甘宁青电政管理局,１０月改称电信管理局.

同年　西宁电报局更名为西宁电信局.

同年　青海省电话局更名为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部电话局.

１９４５年

１月　西宁电信局改由第一区(西安)电信管理局管理.

６月２日　玉树电报局撤销.

９月１２日　甘肃邮政管理局更名为甘宁青邮政管理局.

同年　四川邮政管理局派员在玉树成立三等邮局.

同年　西宁邮局从大新街迁至西大街２４６号新址(大十字西北原省民委处).

１９４６年

１月　恢复青海省电话局称谓,由省政府建设厅领导,对民众开放,经费由省政府补贴.

１０月３０日　西宁市泰山庙建立发讯台,安装TR６００型６００瓦收、发讯机各１部(次年调拨至新疆吐

鲁番).

同年　西宁电信局划归第八区(兰州)电信管理局管理.

同年　大通邮局降为代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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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

３月２８日　西宁发讯台安装SCR３９９型３００瓦、４００瓦报话两用机１部,BC３４２型、BC３１２型交、直

流收讯机各１部.

同年　循化由三等邮局降为邮亭,由临夏邮局管辖.

同年　湟中、大通代办所升格为邮亭.

１９４８年

６月　玉树电信局恢复,归属第四区电信管理局(重庆).

同年　门源、互助代办所升格为邮亭.祁连代办所升格为三等邮局(４个月后降为邮亭).

同年　后子河至互助通信线路改为乐家湾—互助线路４５公里.西宁—湟源—倒淌河—共和—大河

坝线路改至共和;西宁—平安—扎巴—化隆—循化—同仁线路改至循化;新建兰州—西宁铜包钢线２２３
公里.

同年　省电话局在东关设长途电话营业处,在湟中、乐都、民和、大通、门源、互助、贵德、共和、化隆、

尕让、上五庄、海晏等地设电话室１２处,对外营业.

１９４９年

１月　省无线电总台在西宁湟光电影院院、湟光实业公司、省政府院内设３处分台.

５月　玉树电信局被撤销.

８月　玉树三等邮局降为邮亭,祁连邮亭撤销.

同月　甘宁青邮政管理局决定在西宁成立第五邮务管理段,负责省内邮务管理.

９月５日　青海西宁解放,仅存西宁至乐都、湟源、桥头、互助、贵德通信线路勉强使用.省电话局维

持通信服务.

９月６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事代表郑肇东、武春林接管西宁电信局

(大新街);军代表肖鸿阳接管省办电话局(南山寺朱仙塔院);军代表周行及接管省无线电总台(乐家湾).

９月７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白华士、刘占禄接管西宁一等邮局(西

大街东口路北),隶属军管会交通处.

９月１０日　西宁邮局恢复对外营业,省内各县邮局、邮亭、代办所陆续恢复收寄新、老解放区函件.执

行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总局规定的资费,平信每重２０克,收旧人民币５０元[１０月２２日起,增为１００元;１１
月２５日,实行全国统一资费３００元;１２月２７日,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平信每２０克以小米

１２两(１６两制)价格核定资费.１９５０年１月,平信资费人民币５００元;２月１日,平信资费为８００元;７月１
日,分为本埠４００元、外埠８００元;１９５５年３月１日,币制改革后,为本埠００４元,外埠００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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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４日　西宁电信局恢复与兰州、北平无线电报联系.

９月１６日　西宁邮局恢复与已解放的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各大城市的普通汇款、电报汇款业务.

同月　西宁邮局恢复兰州至西宁自办汽车邮路,每周１班.

１０月１１日　省无线电总台开通玉树分台的电报电路.

１０月１５日　省无线电总台陆续开通同仁、同德、兴海、门源、都兰、共和、循化、茶卡等地电报电路.

同日　省电话局抢修开通西宁、乐都、民和、化隆、互助、湟源、湟中、大通、贵德、门源的通信线路,由

解放军驻青部队使用;省电话局为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军管会公安处、西宁警备区各安装磁石式用

户交换机１部.

１０月２０日　西宁电信局安装１０门、３０门磁石式电话交换机各１部,开通电话业务.并按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信总局颁发的«国内长途电话暂行营业通则»执行,长途电话业务种类:防空情报、特

快、防空公务、寻常军政、公务业务、普通６种.仍沿用叫号、叫人、传呼３种方式.

同日　恢复西宁至兰州长途电话电路.

同月　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冯浩华为西宁邮局军代表.

同月　省电话局自南山寺朱仙塔院内迁至斜石巷,市话用户３４户.

１１月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与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总局联合通令,各驻防野战部队公文挂号

及私人平信一律由各兵团、军、师政治部持免费证明,统一向驻地邮局交寄,省内各邮政局、所均照此

执行.

１２月３日　西宁电信局开通西宁至重庆无线人工电报电路.

１２月上旬　西宁周边治安较差,大通邮亭停业６天,湟中邮亭亦遭抢劫.

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当地人民政府按中央“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接管留用邮电职工８９人.

１９５０年

１月１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姜崇高任西宁邮局副局长,周行及任西宁电信局副局长,肖鸿阳

任省电话局局长.

同月　西宁电信局磁石交换机新增６０门,市内电话用户８９户.

２月　省电话局向社会公众开放长途电话业务.

３月２２日　西宁电信局恢复减价夜信电报,停办交际电报.

４月２０日　西宁电信局开办公营企业电话.

６月　西宁邮局将贵德至同德骑班邮路延至鲁仓,全程１２６．７公里.

７月１日　西宁电信局开办传呼新闻电话.

７月３１日　兰州电信局更名为兰州电信管理局,宁夏、青海电信局由当地人民政府移交兰州电信管

理局管理.

同月　邮政业务取消图书小包业务.

９月１日　邮电部西北区邮电管理局在西安成立,随即迁至兰州.

同日　循化邮亭由甘肃临夏邮局移交西宁邮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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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西宁邮局开办快递小包业务.

１０月１３日　省电话局在花园南街省运输公司院内设长途电话营业所,安装１０门、２０门磁石交换机

各１部.

同月　湟源至共和骑班邮路延伸到兴海,全程３３７７公里.兰州至西宁汽车邮路由每周１班改为每

周３班(兰州一、四、六发,西宁二、五日发).

１１月１１日　西宁电信局将减价夜信电报改称书信电报,停办特快电报.开办夜间减价电话,取消

特快电话.

同月　西宁至门源步班邮路改为骑班,邮路全程１４９８公里.

１２月　西宁至循化步班邮路改为驴班邮路,长１６４１公里.西宁至互助５１,８公里步班邮路改为自

行车隔日班邮路.西宁至湟中步班邮路改为自行车邮路,逐日班,长２８８公里.

同年　增设享堂邮亭及囊谦、称多邮政代办所.

同年　兰州电信管理局在西宁至兰州通信杆路架挂西宁至享堂铜包钢一对,全长１０８６６线对公里,

电杆２１７６根.

１９５１年

１月１０日　省内开办“土地改革”电话业务.

２月１日　西宁电信局增办军委气象、限时军事、军事、“土地改革”、公益５种电报.

７月１日　湟中邮亭升为邮局.

１０月１日　兰州电信管理局成立玉树电信局,开办电信业务.安装 TC２０发讯机２部、收讯机２部.

同年　西宁电信局新增 TC１００瓦发讯机１部.

同年　省无线电总台并入解放军一军司令部.

同年　省电话局组织３个工程队,在解放军通信部队配合下,整修加固西宁—湟中、西宁—乐都—民

和、西宁—湟源、桥头—大通城关、乐家湾—互助５条通信线路.

１９５２年

１月　西宁电信局电报业务增办特种军政电报,全价政务电报改为企业电报.

４月１１日　甘宁青邮政管理局与兰州电信管理局合并,成立邮电部甘肃邮电管理局.宁夏、青海邮

电局、所由甘肃邮电管理局领导.

５月１９日　西宁电信局安装英制１＋１C型单路载波电话机,与兰州对开载波电路.

６月　西宁邮局自西大街迁至大新街.

７月２０日　西宁邮局与西宁电信局合并,成立邮电部西宁邮电局,周行及任局长.

７月２２日　西宁邮电局开通享堂至西宁长途报话电路,随后开通话转电报电路.

８月２１日　省政府决定,自８月１日起,各级邮电机构租用的公产房屋划归邮电部门所有,作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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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邮电投资的固定资产,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所有权证.

１１月５日　西宁邮电局配置国产韦斯登重锤式自动发报机２部,波纹式自动收报机１部及人工三柱

凿孔机３部.开通西宁至兰州单工快机报路１路.

１２月１日　邮电部青海邮电管理局成立,撤销西宁邮电局,王存福任代理局长、周行及任代理副局

长(１９５４年３月３１日邮电部任命).实行邮电部为主、地方政府为辅的领导体制.设秘书股、邮政股、电

信股.

１２月３日　青海邮电管理局召开邮电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沈焕章任工会主席.

同月　青海邮电管理局成立省长途电信线务中心站,负责全省驻段线务员管理,通信线路的技术维

护及基建、大修、改造等任务,下设线路工程大修队.

同年　贵德、察汗乌苏、门源及享堂４个邮局配置小型无线电台,改称邮电局.贵德、察汗乌苏、门源

配置B１Ⅰ型１５瓦发讯机和 A５Ⅰ四灯收报机各１套;西北军政委员会查郎寺果洛工作团租用上述型号

无线电收、发讯机各１部.

同年　增设化隆、尖扎、同仁、门源、高庙四等邮局.

同年　省无线电总台划归省军区司令部领导,各县分台由当地政府接管.

同年　甘肃邮电管理局派技术人员支援省电话局,改建西宁—桥头(大通)—衙门庄—门源通信线路

１３８公里;湟源—海晏通信线路４７１４公里;西宁—平安—扎巴—化隆—循化通信线路１６４公里;西宁—

鲁沙尔—千户—贵德通信线路１０５公里.

１１月底　全省邮电职工１４５人(西宁邮电局８９人,大通、互助、循化、化隆、同仁共８人,湟中８人,民

和５人,湟源６人,乐都６人,高庙１人,贵德４人,享堂２人,门源４人,察汗乌苏５人,玉树电信４人,玉

树邮局１人,查郎寺电台２人).１２月,从甘肃调来２２人,在西宁招工１０人,年底邮电职工共１７７人.其

中省局兼西宁邮电业务１２３人.

１９５３年

１月１９日　根据邮电部和青海省人民政府规定,省电话局并入青海邮电管理局.邮电管理局陆续

接收省电话局及所属各县电话室等机构(贵德、门源、湟源、乐都、民和、大通、互助、湟中、循化、化隆、海

晏、桥头镇、平安镇)并入当地邮局,改称邮电局,业务种类按邮电部统一规定办理.

同月　邮政业务取消国内快递函件业务.

７月　包裹与快递小包合称“包件”,均按挂号手续处理,可航空寄递.

８月　民和、乐都、湟源、湟中、互助、大通、循化、化隆邮局改称县邮电局.察汗乌苏邮电局改称都兰

县邮电局.开通西宁至互助、大通、门源、湟源、海晏、湟中、贵德、化隆、循化、乐都、民和、桥头、平安等１３
处长途电话电路.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在省干部学校(西宁中庄)举办报话训练班,培训话务员１９人、报务员２１人.

１０月１日　化隆邮电营业所改称县邮电局.享堂邮电局改为邮电营业所,由民和县邮电局管理.

果洛查郎寺出租电台改称果洛电信局.

同年　青海邮电管理局成立海晏、桥头、平安邮电营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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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玉树邮亭由四川邮电管理局移交青海管理.

１９５４年

１月１日　玉树电信局与玉树邮局合并成立玉树邮电局.

２月１日　西宁邮电局开通西宁至兰州、西安的双工自动报路各１路.

同月　青海邮电管理局调整机构,设办公室、人事科、计划财务处、邮政科、电信科(兼管西宁电信现

业)、营业科(邮政现业)保卫股、供应股(供应股下设仓库与汽车队,仓库面积２４０平方米,汽车１４辆,主

要承担兰新铁路河口转运站邮电物资转运任务).

３月１日　斜石巷省电话局通信设备迁至大新街,与西宁电信局合并.

４月１９日　果洛电信局更名为果洛邮电局,移驻达日吉迈.

５月１８日　青海邮电管理局开设河南蒙旗邮局.年底更名为邮电局.

７月２６日　青海邮电管理局开设恰卜恰邮局.年底更名为邮电局.

８月１日　同仁县邮电合一,更名为邮电局.

８月２５日　邮电部撤销西北邮电管理局,实行邮电部、省邮电管理局、县(市)邮电局三级管理.

同年　建成循化—同仁长途中心线路,６４杆程公里,１２８线对公里.

１９５５年

１月１日　西宁及同仁、泽库、河南、门源、刚察、祁连、共和、同德、兴海、天峻、格尔木、玉树、曲麻莱、

果洛等地方政府无线电台并入当地邮电局.１月１０日起,省内、省际无线电话路逐年上升.先后开通西

宁至结古、察汗乌苏、格尔木、茫崖、大柴旦、唐古拉山、冷湖、吉迈、拉萨、上海、北京、兰州及格尔木—兰

州、茫崖—北京、茫崖—格尔木、冷湖—北京、冷湖—大柴旦,大柴旦至都兰、茫崖、格尔木、天峻、唐古拉

山,门源—刚察、共和—玛多,结古至称多、治多、囊谦、曲麻莱、杂多、天河、江南,吉迈至久治、玛多、玛沁、

甘德,天峻—木里,冷湖—敦煌短波电路.

４月１８日　格尔木邮电局成立(局址:金峰路).都兰至格尔木、格尔木至茫崖开通委办邮路.

５月　军委气象电报改称为天气电报.

８月１日　茫崖邮电局成立(局址:自流井).开办马海、鱼卡、塔尔丁、唐古拉山(温泉)邮政营业所.

８月１７日　省邮电管理局西宁至玉树自办汽车邮路(３日班).

同月　邮电部青海邮电管理局更名为青海省邮电管理局.

１０月５日　西宁邮电局开始办理国际电话业务,分为国际政务和国际普通２种.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调整机构,设邮政科、电信科、营业科、人事科、保卫科、监察室、会计科、总务科、

供应科、计划财务科、第一科(战备与保密通信)、秘书室、政治办公室及长途线路中心站.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在泽库、曲麻莱(叶格)、杂多、治多开办县邮电局.刚察、贵南、同德、兴海(大河

坝)营业所改为县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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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８日　开通西宁至同仁长途电话电路.

同年　省军区驻邮电局军工组及广济路无线电台、人员移交省邮电管理局.

１９５６年

１月１日　青海省邮电管理局不再兼西宁邮电业务,成立西宁市邮电局经营西宁邮电业务,省邮电

管理局迁至长江路７８号新址.

１月７日　香日德营业所改为都兰县邮电局.

１月９日　省邮电管理局人事科更名为干部科.

２月１０日　开通西宁至北京直达载波双工自动机省际报路.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王存福调省劳动局.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在乐都达子湾开办财务、线务员培训班.

３月２０日　大柴旦邮电局成立.

同月　邮电部任命彭国安为省邮电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行及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４月　德令哈邮电局成立.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开通西宁至格尔木自办汽车邮路及格尔木至唐古拉山(温泉)委办汽车邮路.

５月　邮电部任命王武夫为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

同月　海西邮电局(驻都兰)更名为海西自治州邮电局.

同月　青海省邮政汽车站成立,在大柴旦设分站(１９５７年初撤销).

５月２９日　省邮电管理局在沈家寨筹建邮电干部训练班,教职员工２０人,调训在职干部３０人,招收

１６０余人,开办报务、邮电业务、计划经济、财务会计、电力机务、无线报务、企业管理７个专业班和４个普

通班.

６月　省邮政汽车站开通西宁至茫崖自办汽车邮路.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长途线路工程队、市话线路工程队、无线天线安装队,当年完成长途线路

４４４杆程公里、７４２线对公里,１０个县市内电话线路工程,配合牧区各县中型无线电台安装天线.

７月３日　冷湖邮电局成立.

８月　省邮电管理局将唐古拉山邮电所升格为邮电局.

１１月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将茶卡邮电所改称邮电局、冷湖邮电所改称邮电局;在青藏公路小南川、

沱沱河设临时邮电局.

年内　班玛、达日、久治、甘德等县邮电局成立.祁连邮电所升格为邮电局;尖扎、称多、囊谦、天峻营

业所升格为县邮电局;恰卜恰邮电局更名为共和县邮电局.

同年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设计组,负责无线电通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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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

２月　全省邮电管理体制由省、县二级改为省、州、县三级管理体制.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供应科在邮电大院南新建仓库７座,共８３６５平方米.

４月　省委机要通信局并入省邮电管理局.原机要局局长李玉清任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

５月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撤销大柴旦邮电局,成立青海省邮电管理局柴达木分局(局址:大柴旦),兼

邮电业务,辖格尔木、茫崖、冷湖、唐古拉山邮电局.

６月５日　省邮政汽车站开办西宁至唐古拉山自办汽车邮路,长１３７０５公里.实现唐古拉山与拉

萨汽车邮件交接.

７月１日　防空情报改称防空电报.增办事故电报,停办特种电报.

８月２２日　邮电部调拨西德制６８D型纸条式电传机６部,开通西宁至北京载报双工电传电路２路.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供应科在大通路新建朝阳仓库,占地２１８０１平方米,仓库３５１２平方米.邮电大

院仓库物资陆续迁至朝阳仓库.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王武夫兼西宁市邮电局局长.

９月　省邮电管理局陆续在海南、海西、海北、黄南、果洛、玉树设州邮电局,领导州内各县邮电局,并

兼当地邮电业务.东部农业区各县邮电局直属省邮电管理局管理.冷湖、茫崖、格尔木、唐古拉山相当县

级邮电局.

１１月　省邮电管理局１３个科室精简为５个,年底全省职工２６５９人.

同年　省邮电管理局建成西宁二十里铺无线电发信台、湟中总寨无线电收讯台.

１９５８年

１月１日　电报业务停办企业、书信电报.

同月　玛多县邮电局成立(黄河沿).

５月　玛沁县邮电局成立.马海邮电所升为县级邮电局.

６月２０日　兴海县邮电局副局长杨建基和摇电员李玉明在马石山遭叛乱分子伏击,寡不敌众,最终

他们拉响手榴弹壮烈牺牲.

７月１日　青海省邮电管理局改由省人民委员会领导,邮电体制层层下放,由各级地方政府管理.

７月１０日　西宁至北京、兰州、西安载报双工报路均改为幻线载报电路.

同月　公益、汇兑电报并入普通电报.

８月　军事电报并入军政电报.

９月５日　邮电部决定彭国安任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周行及、王武夫、李玉清任副局长.

９月９日　西宁至玉树邮车在玛多县受到叛乱分子伏击,押运员郑德明、崔忠发牺牲,司机张武强受

伤后,坚守到驻军赶到,叛乱分子溃逃,车辆和邮件未受到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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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省级机关人民公社第六分社.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将线路工程队扩编为线务工程总队,下设长线一、二队,市话工程队,土木工

程队.

１０月３日　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邮电干部训练班改建为省邮电学校.中专部开设电报通信、载波通

信、综合电信、长途电话机械等专业,中技部开设无线机务、电力、邮政业务、发行业务等专业;并开办基层管

理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基层干部文化班,技术人员短训班,报务、机务人员培训班.在校学生４２５人.

同年　西宁市邮电局迁至大十字邮政大楼.

同年　省邮电管理局将邮政汽车站部分技术人员组建省电信器材制配厂.

同年　省长途电信线务中心站新建倒淌河至黑马河、茶卡、都兰(海西邮电局)通信线路;倒淌河至共

和通信线路;同仁至泽库、河南通信线路;共和至大河坝(兴海)、同德、贵德通信线路;门源至祁连通信

线路.

同年　根据省委和邮电部“大办邮电工业、自己武装自己”的要求,省邮电管理局兴办工业,先后成立

祁连铜矿及电解铜厂(大堡子)铸铁厂、炼油厂、大通电瓷厂、电池厂、硼砂厂、粉笔厂、酿酒厂等工业企业.

１９５９年

１月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海西自治州邮电局(驻都兰)并入柴达木分局;都兰县邮电局由香日德迁

至察汗乌苏(都兰),香日德设邮电支局;茶卡邮电局改称乌兰县邮电局(驻茶卡);设西宁郊区邮电局,为

二二一厂(现西海镇)服务.

４月８日　开通西宁至上海载报双工电传电路.

４月１５日　西宁电信综合大楼开工建设(１９６０年省建设委员会批准预算３８７３万元,１９６１年９月土

建工程竣工验收,设备安装、市话线路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３日开工,１２月竣工.决算４４７９万元,主楼建筑

面积１０８２８平方米;安装步进制市话交换机２０００门、CT５８型长途接续台３０席、记录台１５席、专线台２
席、班长台１席、生产检查台１席、会议电话汇接机５部,邮电部西安电信公司三工区施工;市话线路管道

工程由工程总队承担,敷设管道６３１公里、电缆１１３８皮长公里.

５月２７日　邮电部将电报业务种类调整为防空、天气、事故、水情、军政、新闻、普通、公务８种.特

别业务有特急、加急、校对、分送、预付回报、送妥电知、改发、制定日期投送、留交９种.

７月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青海省邮电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徐东旲,地址鱼场台(长江路２１６号邮电印

刷厂楼,１９６０年迁至尕庄工程总队南小楼,１９６１年３月,该单位撤销).

９月　玉树州新设天河、江南两县,相应增设两县邮电局.茫崖邮电局随石油部门迁至油沙山(花土

沟).

１０月１日　开通兰州至西宁铁道邮路,长２１７公里,青海境内１２１公里.省邮电管理局在铁路杆路

架西宁至兰州通信线路开通.

１１月　省邮电管理局设办公室、人事科、邮政科、电信科、财务科、基本建设科、供应科、无线电管

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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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

１月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乌兰县邮电局自茶卡迁至希里沟(现乌兰),茶卡设邮电支局;西宁市成

立平安区、通海区,原属湟中县管辖的平安、多巴邮电局改称平安区、通海区邮电局,归西宁市邮电局领

导;唐古拉山邮电局迁至沱沱河.

３月　省电线电缆厂成立(厂址:三其村).

５月２７日　“００４”工程茶卡到敦煌线路工程开工.该工程新立杆路５４４８８杆程公里,１５２２７８线对

公里.新建茶卡—乌兰—德令哈—柴旦,冷湖—金山口—敦煌通信线路,１９６２年２月竣工.安装匈牙利

BT０３/０４三路载波机７部、汽油发电机组７部、长途交换机８０门,３月１日开通.

６月１３日　西宁市铺设市内电话电缆管道.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邮电器材制配厂邮政机械部分划出,成立省邮政机械厂.

１０月１日　开展特种挂号信函业务.专寄粮票、油票、布票、户口转移证、粮食关系等票据文件.

年底　全省无线短波电话话路５９条,占长途电话话路总数的５５％.

１９６１年

１月１日　西宁市邮电局成立市话二分局,电信综合大楼内安装JZB１A 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

２０００门(９月２３日开通).

同月　省邮电器材制配厂迁至沈家寨(７月改称邮电修造厂).

３月　邮电部工作组整顿青海省邮电管理局,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彭国安停职反省,由邮电部工作组

成员张健代理党组书记、局长.

７月　张健正式任省邮电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武夫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玉清、周雪林任党

组成员、副局长.

８月　省邮电管理局机构设邮政处、电信处、计划财务处、基本建设处、供应处(２９人)、电信检查处、

人事保卫处、农副处、邮政运输处(青海省邮车站经过整顿,改称邮政运输处)、办公室.(邮电设计组归属

基本建设处,农副处成立打鱼队等单位)

１１月　青藏铁路西宁至海晏段开通,省邮电管理局租用火车开通铁道邮路.

１２月　西宁市邮电局安装CT５８共电式长途电话交换机１５０门,设３０席.

同月　省邮电学校撤销,学校房屋由省邮电管理局修机室占用,部分教职员并入省第二工业学校.

同年　果洛藏族自治州邮电局由达日迁至大武镇,玛沁县邮电局撤销;马海邮电局降为支局,归柴达

木分局领导;海北州邮电局将邮电业务析出,成立门源县邮电局.

根据省委“缩短工业战线、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的方针,省邮电管理局当年精简职工１９０８人,剩

余４２０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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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

１月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邮电部门仍实行以邮电部为主,部、省双重领导体制.周行及任省邮电管

理局副局长兼西宁市邮电局局长.

４月　西宁市撤销平安、通海建制,平安、通海邮电局恢复为湟中县邮电局所属支局.

６月２０日　德令哈邮电局降为支局,归乌兰县邮电局管理.

８月７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保留１４条无线短波话路,其余自９月１日起一律关闭.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工程总队与线路中心站合并,成立省长途线务总站.先后设西宁、海南、

倒淌河、茶卡、德令哈、冷湖、海北、黄南８个科级线务段.

１０月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省邮电修造厂改为修机室,归电信处领导,撤销大通电瓷厂、省邮政机

械厂、省电线电缆厂.

１１月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农村电话处,撤销农副处和基本建设处,电信检查处与电信处联合办公.

同月　玉树州将天河、江南两县建制撤销,两县邮电局随之撤销.

１２月　省邮电管理局将基本建设处设计组下放到工程总队,主要负责通信线路设计等.

同年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开辟久治至阿坝畜力班邮路,全程７５公里.开辟清水河至曲麻莱畜力班

邮路,全程２５３公里.

同年　省邮电管理局全省职工４２０９人,根据上级要求再次精简５９０人,精简比例１４％.

１９６３年

１月　经国务院批转、邮电部规定,县、乡农村电话划为全民所有地方国营,由省邮电管理局统一

管理.

同月　西宁市邮电局迁至同仁路１０９号电信大楼.

４月２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唐古拉山邮电局降为支局,归格尔木邮电局领导;茫崖邮电局从花

土沟迁至石棉矿.

５月　省邮电管理局在西宁市沈家寨省邮电学校开办邮电干部训练班,轮训县邮电局局长２１人,班

组长、支局长、业务指导员５４人,财会人员２０人,邮政、电报、长途电话、农村电话人员１００余人.

７月１日　全省恢复公益、邮汇电报.增办航空、电力、航运、防汛机构间紧急调度电话,增办国际加

急普通电话.

８月　省邮电管理局将西宁郊区邮电局改称矿区邮电局.

１９６４年

１月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门源县邮电局撤销,仍由海北州邮电局兼管门源邮电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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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６日　省邮电管理局柴达木分局更名为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邮电局.

同月　修机室迁至北小街５１号(１９６６年６月升格为省邮电修配厂).

４月６日　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省邮电职业学校(校址:沈家寨).

６月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青海省邮电器材公司,与供应处合署办公.

８月　根据邮电部规定,省邮电管理局成立政治部,局长张健兼政治部主任,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

传部、保卫部(与保卫处兼)、群众工作部(分管工会工作),设总工程师室,电信处更名为电信业务处,恢复

基本建设处,人事保卫处分设人事教育处和保卫处.省委派出驻局监察组.邮政运输处更名为青海省邮

政汽车总站.

同月　省长途线务总站设办公室、技术维护科、计划财务科、供应科、修理队.

９月１５日　西宁市邮电局电报设备割接开通,从大新街全部转至同仁路电信综合大楼.

１１月　河南蒙旗邮电局更名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邮电局.

１２月１２日　西宁市邮电局开办传真电报业务,有相片传真、真迹传真、文字传真和报纸传真.安装

英国摩尔海德公司相片传真机１套(D９００型发片机、D９０１型收片机).

同年　停用无线短波话路６路.

年底　全省邮电职工２９７５人.

１９６５年

６月５日　省邮电职业学校改称省邮电学校(中专学制).

９月２７日　天峻至察汗诺长途电信线路建成投产,新建杆路４１０５杆程公里,８２．１线对公里.

１０月１５日　茶卡至乌兰通信线路察汗诺至乌兰段架挂４０铁线１对、４９５线对公里,沟通乌兰至

天峻通信.

１１月　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张健调邮电部,韩节任省邮电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１９６６年２月国务院

任命).

同年　停用无线短波话路３路.

１９６６年

３月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电信业务处、电信检查处、总工程师室合并为电信处.

４月　海西州邮电局随州政府自柴旦迁至德令哈,恢复大柴旦邮电局.

７月　青海省邮政汽车总站在果洛设邮政汽车分站.

９月１日起,全省免费收寄毛泽东著作,按挂号优先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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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

４月　省邮政汽车总站在玉树设邮政汽车分站.

７月１３日　“３１１Ｇ０２”长途通信工程开工.新立杆路６８１９６杆程杆路、１７６６６３线对公里.安装载

波机１０部、有人增音机６部、无人增音机１２部,新建柴旦至由当金山岔路,冷湖至茫崖至红山杆路,形成

兰州至西宁、倒淌河、德令哈、柴旦、冷湖、茫崖至新疆一级通信线路.１９６８年８月竣工.

１０月　省邮电管理局撤销供应处,成立青海省邮电器材公司革命委员会.

１１月１３日　经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批准,青海省邮电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韩节任主任,周行及、

潘瑞、崔义民任副主任.设政治组、办事组、通信组、计财建设组及“３１１”工程办公室.次年,军代表潘瑞

调离,由童守武接任.

１９６８年

３月　新建８０１至省军区通信线路.

５月２８日　“３１０”长途通信工程开工,由兰州经青海至拉萨２３５０公里,原则上沿原有杆路架挂,部

分迁移改建,新立杆路１４０５０５杆程公里、线路６６２９５３线对公里.安装载波机１８部、载报机３部、增音

机１８部,新建兰州至临夏、大力加山、循化、化隆、扎巴、千户、湟中二站、兔儿干至倒淌河线路,架设柴旦、

盐湖、格尔木、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温泉、唐古拉山、拉萨杆路１５９４８５公里,形成兰州至西宁、倒淌

河、茶卡、德令哈、柴旦、格尔木、那曲至拉萨长途通信线路.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２日竣工.

８月　西宁市电信局七分局安装JZB１A型步进制自动交换机１０００门.

１９６９年

１２月１日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和青海省军区决定,撤销青海省邮电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分设省邮政

办公室和省革命委员会电信局.由省革命委员会、交通部领导,西宁市邮政、电信分设,西宁市革命委员

会邮政局成立;西宁市电信局成立,由西宁市革命委员会和西宁警备区领导;另设西宁长途通信站,由省

革命委员会电信局、省军区领导.

同年　省长途线务总站撤销,各地线务人员划归当地电信局管理;西宁地区长途线路维护归西宁通

信站管理;长途电信及市话线务、载波装机工程由省革命委员会电信局电信工程队负责.电信工程队设

长线工程一、二队,市话、装机队(三队).

同年　停用短波话路２路.

８３４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１９７０年

６月　省革命委员会电信局共和至花石峡(新建兴海—温泉—花石峡段)长途线路工程开工,该工程

１９４杆程公里,架挂７５５７３线对公里,年底竣工.

７月　邮电器材分设邮政、电信器材仓库,后更名为邮政、电信器材供应站.

１１月１０日　省革命委员会交通局成立,设邮政组,原邮电管理局局长韩节任交通局副局长.

同年　省邮电修配厂更名为省电信器材厂,由省革命委员会电信局领导,原晶体管车间设备、人员另

组建为青海无线电一厂,由国防科学工业办公室领导.

同年　省邮电印刷厂建成投产.

１９７１年

１月　省电信训练队在湟中县总寨(原无线电收讯台址)开办长途电话、室内电话、载波机务、微波机

务、农村电话、无线人工报务等在职人员短训班.

２月　省电线电缆厂建成投产(沈家寨邮电学校原址),称电信器材二厂.

５月２７日　省革命委员会电信局果洛至花石峡(大武—东倾沟—昌麻河—花石峡)线路工程开工.

该工程１９７１５杆程公里、３９５线对公里,８月１５日竣工.

同月　省电信器材厂迁至南川西路３号(原军区教导队),称电信器材一厂.

６月２１日　省革命委员会电信局玉树至花石峡(玉树—歇武—清水河—巴颜喀拉山—野牛沟—玛

多—花石峡)线路工程开工,９月１８日竣工.新立杆路３８４８８杆程公里、７６９８线对公里.

同月　青海省邮政局成立.局长孙平,副局长陈鹤照、董生荣、党伯群、王立贵.电信局受省革命委

员会和省军区双重领导,省革命委员会电信局政委丁光荣、副政委朱永全,局长李拯民.

１０月　邮电部增办特种电报,邮电公务电报改称公电,厂矿企业、人民团体拍发的电报列为公务

电报.

同年　省政府组建“２１６”工程办公室,承担兰州至西宁微波通信工程.

同年　省内无线短波电话话路全部关闭.

１９７２年

省革命委员会电信局建设玉树至四川石渠长途线路,歇武至石渠青海境内１６８杆程公里.

同年　电信器材二厂改称青海电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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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年

１月１日　西宁长途通信站并入西宁市电信局.省革命委员会电信局由长江路邮电大院迁至五四

大街１８号(一、二层).杨新成、崔时耀任省革命委员会电信局副局长.

１月１５日　“２１６”办公室改组为青海省微波总站,负责省内微波通信及传送北京电视节目,站址为

五四大街２８号(三层).

同月　恢复青海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下设西宁、海南、海西、海北、黄南、果洛、玉树线务站.辖长途

工程一、二队及市话、装机队(三队)与汽车队.

３月１日　全省无线明台电路改为备用,保留茫崖—花土沟、格尔木—唐古拉山、都兰—诺木洪３路

继续通报.

６月　国务院、中央军委调整邮电管理体制,邮政、电信再度合并,恢复邮电部.

９月１日　青海省邮电管理局恢复,以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为主.何永清任局长,周行及、孙平、李拯

民任副局长,杨新成任政治部主任.工程总队邮电设计组划归基本建设处;邮电管理局成立科技工业处.

１１月　省电信汽车队并入邮政汽车总站,邮政汽车总站设办公室、政工科、生产科、计财科、车务科、

机务科.

１２月５日　西宁市电信局安装国产相片传真机１套(BC１００型发片机、BC２００型收片机).

同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昌麻河至达日(昌麻河—优云—当洛—上贡麻—达日)１０６９５杆程

公里、上贡麻至甘德３１３２杆程公里长途线路.

１９７４年

１月　邮政、电信器材供应站合并,年底,省邮电器材公司、供应处同时恢复.

２月　果洛州花石峡邮电所改为邮电支局.

９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玉树至囊谦(结古—多拉马康—上拉秀—下拉秀—坎大峡—香达)

长途线路２１０杆程公里.

１９７５年

６月１日　开办受话人付费和国际信用卡特别业务.

９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达日至班玛(达日—窝赛—德昂—满掌—多贡麻—班玛)长途线路、

１７０杆程公里.

同月　邮电部决定张振志任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局长,周行及任党的核心小组副

组长、副局长,孙平、李拯民、杨新成任副局长.

１０月　大通(经菜子口、边麻沟、南门峡)至互助通信线路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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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完成囊谦子曲河飞线架设,玉树至囊谦开通长途电话.

１２月　省长途线务总站改建西宁—湟源线路东段湟源峡口至西宁南线通信线路.

同年　西宁市电信局七分局扩容JZB１A型步进制自动交换机５００门.

１９７６年

３月　拆除西宁至湟源东段湟源峡至小桥北线通信线路.

４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完成西宁至湟源长途通信线路中修工程.

７月３日　龙羊峡邮电支局成立,由海南州邮电局管理.

９月　乐都县邮电局安装省电信器材厂研制的 QHJ７５１型准电子自动电话交换机４００门.

同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玉树至治多(结古—红土山—结隆—当江—治多)长途线路１７１３２
杆程公里.

１１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海石湾至西宁西段(西宁—平安—乐都—老鸦)长途线路.

同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海晏岔路至热水(煤矿)通信杆路,架挂海晏至热水通信线路.

１２月１７日　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重建省邮电学校(技工性质),同时恢复邮电干部训练班.

同年　西宁市电信局二分局扩容JZB１A型步进制自动交换机１０００门.

１９７７年

５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海石湾至西宁东段(海石湾—享堂—老鸦)长途线路,沟通海石湾至

西宁一级通信干线,拆除原在铁路杆路架挂的西宁—兰州通信线路,乐家湾至南山寺段通信线路.

同月　海南州龙羊峡邮电支局升格为邮电局.

９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治多至曲麻莱(现叶格乡处)(治多—马场—布普—曲麻莱)长途线

路１１０７３杆程公里.

１０月１日　北京—陕西—甘肃—青海“２０２”微波干线通信网建成开通,途经３１个微波站,全程

２０５０．３波道公里.青海境内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３共４个微波站于１９７５年建成.一波道传输长途电话,三

波道备用,五波道传输中央电视台节目.青海境内微波电路１４３波道公里.

１１月　西宁邮政枢纽楼开工建设.(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８日生产楼主体竣工,１１月１４日验收.安装贵

阳产包裹悬挂机、环形包裹分拣机等设备,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０日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１２月２６日　海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安装 HJ９０５纵横制市话交换机４００门.

１２月３０日　民和县邮电局安装省电信器材厂生产的 QHJ７５３型准电子交换机４００门.

１９７８年

１月２５日　开通西宁至兰州、西安、北京、成都微波电话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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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日　邮电部电报种类调整为防空、天气、特种、水情、军政、公益、新闻、公务、普通、汇款、公电

１１种.特别业务有特急、加急、分送３种.执行邮电部调整的业务种类分为代号、首长、紧急调度、军政、

新闻、普通、公务７种,特别业务为预约、会议电话２种.

４月　各邮电单位停止使用“革命委员会”称号.

同月　省邮政汽车总站撤销车务科、机务科,增设第一、第二汽车队,大修车间和金工车间.

６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热水至江仓煤矿通信线路.

７月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设备维护处,撤销农村电话处.

同月　海北州刚察县邮电局安装 HJ９０５型纵横制市话交换机２００门.

８月　省邮电管理局恢复青海省邮电科学研究所,编制２０人,设邮政、电信、科技情报３个研究室.

９月２６日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达日至久治(新建满掌—白玉—苏乎日麻—久治段)长途

线路.

１１月　玉树藏族自治州邮电局安装省电信器材厂生产的 QHJ７５３型准电子市话交换机４００门.

１２月２０日　青海省电子学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振志为电子学会理事长,贾德海任

秘书长.

同月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邮电局安装 HJ９０５型纵横制市话交换机２００门.

同年　互助邮电局安装与南通邮电局联合研制的 QHB７７１型准电子市话交换机５００门.

１９７９年

１月　果洛藏族自治州花石峡邮电支局升格为邮电局.

２月５日　省邮电管理局购置国产BC１１１Ⅱ型单路真迹传真机２０部,分配给西宁７部、海西４部、玉

树与果洛各２部、海南、黄南、矿区、大通、乐都各１部.

３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大修８０１至倒淌河通信杆路,改造、调整部分路由.８０１西方向出局改到

哈城至千户公路沿线,原西方向至马场台杆路拆除、与湟源杆路在兔儿干北合杆至倒淌河.

４月２９日　省邮电管理局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将省邮电技工学校调整为中等专科学校,附设技

工班.

５月１日　大通县邮电局安装JZH１型纵横制市话交换机１０００门.

９月１８日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成玉树至杂多(多拉马康—结扎—杂多)２１４５杆程公里的长途线路.

１０月　西宁市革命委员会邮政局更名为西宁市邮政局.

同月　省邮电器材公司在西宁市南大街设立分理处.

１１月５日　省邮电工会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工会工作得以恢复.

１１月１６日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海东地区办事处.

同年　省邮电管理局设农村电话局,与农村电话处合署办公.

２４４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１９８０年

１月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平安县邮电局.

同月　省邮电科学研究所迁至省电信器材厂,实行厂、所合一.

４月　省邮电管理局设纪律检查组,李拯民任组长.

５月　省邮电管理局决定将物资供应处改称物资管理处.

６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设平安—洪水泉—田家寨—土门关—湟中通信线路,形成西宁、湟中、

平安迂回通信路由.

８月　原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王武夫任省邮电管理局顾问、党组成员.

９月　省邮电管理局成立政治部,辖干部处、直属政治工作处、保卫处;办公室下设秘书科、总务科、

档案科.

同月　省邮政汽车总站增设邮件押运科.

１０月　西宁市电信局安装瑞典产 ARM２０型纵横制长途自动电话交换设备,进入全国自动电话网.

１２月１３日　湟中县邮电局安装省电信器材厂生产的 QHJ７５３型准电子市话交换机４００门.

１９８１年

１月２５日　西宁市集邮协会成立.

３月２４日　省通信学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振志为理事长,李拯民、奚金盈、贾德海、

李登科为副理事长,贾德海为秘书长.

９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设倒淌河至龙羊峡通信线路.

１０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新建刚察至天峻长途杆路,架设刚察—天峻通信线路.

１１月　海东地区平安县邮电局安装省电信器材厂生产的 QHJ７５３型准电子市话交换机６００门.

１２月１４日　省电子学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振志为理事长、常枝山为秘书长.

１９８２年

１月　海东地区办事处与平安县邮电局合并成立海东地区邮电局,辖民和、乐都、化隆、循化、湟中、

湟源、互助县邮电局,兼管大通县邮电局.

同月　省邮政汽车总站生产科分设生产技术科、供应科.

３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大修西宁至互助长途通信杆路.

４月　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周行及调离青海.

７月１日　青海省邮票公司成立.

１１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建设柴旦—锡铁山—钾矿—格尔木通信线路,解决钾矿、锡铁山及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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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通信问题.

１９８３年

１月　省邮政汽车总站在德令哈设海西分站,承担德令哈—大柴旦—冷湖邮运任务.

３月　省邮电管理局对部分工程技术人员考核、评审,晋升为工程师.

４月２２日　青海省集邮协会成立.省政协主席沈岭为名誉会长,杨新成为会长.

６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将共和经沙沟、过马营杆路改建为贵德至过马营线路.

１０月　格尔木市邮电局新建 H９２１型纵横制交换机１０００门,建设市内通信管道、线路.

１１月　邮电部任命傅春茂为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新成为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路万

福、赵玉普为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振志为顾问.

同年　西宁市电信局七分局扩容JZB１A型步进制自动交换机１０００门.

１９８４年

２月　省邮电管理局邮电设计组改称邮电设计室,由基本建设处领导.

４月１日　省邮电管理局开通青藏铁路５０７/５０８西宁至格尔木铁道邮路,沿途停靠石崖庄、湟源、巴

燕、海晏、托勒、哈尔盖、尕曲(刚察)、天棚、天峻、乌兰、柯柯、德令哈等车站完成邮件交接.

同月　青海省微波总站开通北京至西宁宽带广播电路.

６月　西宁市电信局二分局新建 H９２１型纵横制交换机２０００门.

８月１日　海西州邮电局(德令哈)安装DD１４长途半自动接续设备.

９月　海西州邮电局新建 H９２１型纵横制交换机１０００门,扩建市内通信线路.

１０月１５日　海晏县邮电局安装ZZD０４型高１２路载波机.

同月　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架设西宁—海晏—刚察—天峻—察汗诺—乌兰—德令哈通信线路,解决

西宁—德令哈北线通信回路.

１１月　省农村电话局完成海北州海晏至托勒景乡、海西州天峻县至江河、舟群乡农村电话线路.

１２月１日　邮电部通知,电报业务停办防空电报,特种并入公益,军政改为政务,公务并入普通,公

电分为公务、业务、纳费业务３种.首长电话改为政务电话,军政、新闻并入普通电话.

同日　西宁市电信局开办用户电报业务.

１９８５年

１月２２日　大通县邮电局安装DD１４长途半自动接续设备.

３月　大通县邮电局从海东地区邮电局划归西宁市邮政局管理.

４月１日　邮电部电信总局颁布«国内公众电报业务规程».规定凡在国内各地之间,通过公众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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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文字、图表、相片等信息,称为国内公众电报,根据不同的传递方式和业务种类分为国内电报、国内船

舶无线电报、传真电报、用户电报４种.国内电报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业务性质分为天气、水情、公益、

政务、新闻、普通、汇款、公电８种.特别业务有特急、加急、邮送３种.长途电话业务改称国内公众长途

电话业务,分为国内长途电话、长途自动电话和会议电话３种,国内长途电话分代号、特种、紧急调度、政

务、普通、公务６种,特别业务有会议电话和预约２种.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增设审计监察处,撤销机要通信局.

同月　省邮电管理局按邮电部规定,安排处级干部８人在西安邮电学院参加国家规定的厂长经理统

考前培训,并参加第三批国家统考.

８月　省邮电管理局安排５５万元购置铁道兵柯柯至格尔木铁路通信线路.

同月　黄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新建 H９２１型纵横制交换机１０００门.

９月　西宁市电信局七分局扩容JZB１A型步进制自动交换机５００门.

１０月　西宁市电信局五分局新建 H９２１型纵横制交换机２０００门.

同月　建成刚察至鸟岛通信线路.

１２月　邮电部决定李文清任青海省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

同月　海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新建 H９２１型纵横制交换机１０００门.

同年　海北藏族自治州邮电局新建 H９２１型纵横制交换机１０００门.

备注:

１９４９年西宁解放时青海邮政机构

一等邮局:西宁

三等邮局:乐都、民和、湟源、贵德、都兰

邮亭:玉树、互助、大通、湟中、循化

邮政代办所３０处:同仁、门源、化隆、同德,西宁东关、大石磊、乐家湾,湟中多巴、平安、上五庄、新街、田家寨、傻尔加、

土门关,化隆扎巴、昂思多、甘都,乐都高庙、新城、香山村,享堂、古鄯、满坪、马营、新顺乡、三民乡、共和乡,贵南过马营,都

兰察汗乌苏、香日德.

全省有西宁—贵德、贵德—过马营,西宁—湟源、湟源—海晏,西宁—互助,西宁—门源,西宁—循化、循化—同仁、循

化—临夏,民和—大河家１０条步班邮路.畜力班邮路５４９公里.西宁—乐都—享堂—河口自行车邮路延伸到兰州,逐日

班.兰州—西宁汽车邮路,每周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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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编纂工作于２０１１年９月启动.青海省通信管理局领

导在各参编单位总经理参加的专题会议作动员安排,编辑部制定的篇目大纲,几经修改后初步定稿.

２０１５年３月,编辑出版«青海省通信行业大事记»,随即开始编纂«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

２００５)»志书.参加电信志编纂前期工作的有省电信公司陶延红、沈启才、刘萍、王守英、刘斌,省移动公司

成玉祥、李千红(外聘),省联通公司赵泽显,铁通公司王春梅、王延辉,省通信服务公司杜争科、王自源、韩

灵芬及编辑部张阿娜.由于省通信管理局、各电信公司主要领导变动频繁,编委会未能及时调整,各单位

参编人员缺位,编纂工作一度陷于半停顿状态.

２０１７年５月,省通信管理局新一届领导班子将«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编纂

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要求各参编单位落实参编人员,编纂工作再次启动.参加编纂工作的有省通信管

理局闵红珠,省电信公司刘予青、周荫根,省移动公司李千红(外聘)、杜海英,省联通公司辛元太(外聘)、

冯岭、樊彬,省铁通公司杨晓娅,省通信服务公司贾进国、王军.编辑部工作由张菊民、王培俊主持.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初稿完成并报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４月,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初审会议,省地方志办公室业务指导处到会,并提出具体的意见建

议.原省邮电工会主席崔永林、宣传教育处处长贾德海到会,提出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意见建议和图片

资料.８月,编辑部根据初审会议建议组织初稿修改、补充后,向«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

２００５)»编委会提交复审稿.编辑部根据９月２０日复审会议要求,再次修改整理后,１２月中旬,向省地方

志办公室报送终审稿.

２０２０年４月,省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省内外专家评审组对«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

２００５)»终审稿评审,８月,终审稿由省地方志办公室验收通过.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既是全国,也是青海通信行业改革力度最大、通信技术日新月异、通信建设实现历史

性跨越的２０年,更是最为辉煌壮丽、令人惊叹的２０年.这２０年,本应全方位、多角度地载入史册,但由

于原邮电档案管理不善,部分参编单位许多极为宝贵应永远保存的统计资料、工程图表、影像资料等严重

缺失,给«青海省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编纂工作造成较大困难.鉴于编纂人员经验不

足,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在此,对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及全体同志,对参加编纂工作的全体编辑人员,对参加«青海省

志邮政电信志电信(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初稿、复审稿审定工作的全体同志,对终审专家组的全体专家,表

示诚挚的谢意.

编者

２０２０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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