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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电话取代电报

1978年，当时达城的电报业务分
为防空和天气电报；特种，水情电报；
特急业务、军政、公益、公务电报；普
通，汇款电报等7大类。电报全程服务
根据时限也分为七类，最快的一类直
达电路需16分钟，非直达30分钟，最
慢的六、七类直达需270分钟，非直达
360分钟。当年，国内电报业务量达到
了23.62万张。1987年，达县地区开通
公众传真电报业务，有国内国际传真、
相片传真、报纸传真，年底开办事迹传
真业务。1988年开始，始办礼仪电报
业务(庆贺、吊唁)。

在达川区南外工作的龚明德回
忆，那个年代的工人家庭，基本上没有
电话。家里有喜丧事需要通知亲人回
家的，只能去城里打电报，因是按字收
费，打电报的次数也少。打电报也很简
单，几个字就能把事情说明白。

随着市话程控、长途数字、光缆开
通，电报业务量不断减少。2003年，电
报业务终止。

1987年，自动电话基本收费时间
为1分钟，不满1分钟按1分钟计，计
费时间为被叫用户摘机时起，挂机时
止。“巴山所五灯直流会议电话终端
机”是老达城人的记忆，但业务量却很
少。1989年建成可视电话后，会议电

话随之被取代。1999年，市内电话普
及率达17.18%。

1995年出生的雷磊回忆起读小
学时的市话记忆：“小学一般都是走
读，每天要根据课表带书，我忘性大，
经常忘记带书、带作业，临到学校才想
起，来不及回家，只好跑到校门口的小
卖部打电话。”据雷磊介绍，当时店主
收费5毛一分钟，但却不是从接通电
话开始算，而是从铃声响起就开始算。
这对每天只有2块钱吃早饭的雷磊实
在是一笔巨款，“2分钟之内如果我爸
妈接到电话说清楚事还好，一超时我
可就没饭吃了。”

90年代末—21世纪初：
电话变手机 光缆通网吧

谈起电话的变化，在一家建筑企业
上班的戴先生感慨万千，1995年他们
家算是“斥巨资”安装了一台固定电话。

“当时我们花了两千块安座机，那时没
有其他通讯设备，只能硬着头皮安。”

那个年代，腰上别个BB机也是
一道“别样风景”，总让人有一种走在
时代前列的优越感。BB机的出现，加
速了达城公用电话亭的建设，投币式、
卡片式等各种公用电话陆续出现在大
街小巷。“BB机与现在的电话一样，固
定号码会显示来电，听到铃响便可用
附近的电话向对方回电。”戴先生回
忆，“1994年那时候，BB机要卖3000
多元，过了好几年，单位集体购买，我
以1700多元的价格买下。”大哥大、直
板机、滑盖机再到如今的智能化手机，
戴先生感叹功能丰富的同时，时不时
还需向小辈请教使用方法。

2000年12月28日，达州市电信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这一时
期，全市铁塔、精品网络、光缆线路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

曾开过网吧的汤女士还记得，“那
时候网吧开得还比较少，都觉得电脑
新奇，各个年龄段来网吧的人都多，学
生娃儿最喜欢打‘热血传奇’。”汤女士
回忆，随着网吧的市场越来越大，周围
陆续开起了不少网吧。因当时电压不
稳，常停电，为在竞争中取胜，汤女士
把自家的电路牵至网吧。比起电话线
老旧的拨号上网，光纤共享带宽上网
快，几乎在光纤上网的第一时间，汤女
士的网吧就安装上了。

21世纪10年代—现在：
话费向流量转变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时间飞逝至21世纪，这时期的通
讯发展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从“充电五
分钟，通话两小时”“小米，为发烧而
生”，再到如今的“AI智能拍照，让美
更自然”“4000万徕卡三摄，AI摄影
大师”，这些耳熟能详的广告语遍布达
城。科技使手机不再仅仅是传递消息
的载体，更让人们享受生活。

今年24岁的张全安是个手机发烧
友，初中至今买了不下几十部手机。“初
中的时候步步高主打的泡泡音乐手机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当时我们班的好多
女生都买了，我当时用还挺不好意思
的。”高中、大学，张全安先后买了LG、
三星等多部手机，工作后来到移动公司
上班，更是和各式手机打起了交道。“现
在手机厂商出新品的速度太快了，发得
多的一年起码20个系列，前两年主打
拍照，现在又主打AI芯片了。”

这个时期，随手机爆发的还有移
动通讯软件，QQ、MSN等成为人们
交流的重要工具，视频聊天让远在天
涯的人们也能有近在咫尺的交流。

2011年，微信推出了“语音消息”，
用户的手机可以当对讲机用。2012年3
月，微信达到1亿注册用户，这时距离产
品推出仅433天。这一年，微信推出“朋
友圈”，允许用户分享自己的生活，这使
得微信从一个即时通信软件，向社交网
络发展。8月，微信增加“视频通话”功
能，2013年达到3亿注册用户的微信，
一跃成为全球用户最多的通信软件。通
讯软件使“话费”向“流量费”转变，如今

“流量不限量”已是常态。
2016年末，我市移动电话用户数

达419.7万户，光缆线路总长度达9.6
万皮长千米，城镇（乡）光纤覆盖率达
100%，行 政 村 互 联 网 覆 盖 率 达
100%。通信迅速发展使实时通话向
实时直播转变，简单的手机操作，市民
也可轻易化身“记者”，随时进行现场
直播。如今5G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
作为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其速度能
达到每秒100Mb到1G，是4G的10
倍到100倍。日益精进的物联网技术
正在改写着历史，也营造着40年前达
城人无法想象的未来。

从通信靠吼到一体化互联互通
——百姓眼中的通信巨变

□本报记者 戴静文

古人曾以烽火传军情、鸿雁
传书、鱼传尺素、风筝通信、竹筒
传书、灯塔等方式传递消息，这
些方式在文人笔墨描写下，往往
还让现代人增添一份向往。

受时代限制，古人的通信方
式有诗意但耗时过久。安禄山
在范阳起兵叛乱，距离唐玄宗所
在华清宫3000里，6天唐玄宗
才得以知晓。除了耗时长，而且
还存在着丢件的情况，信件未送
及，亲人故去多时也是常态。

改革开放40年，从通信基
本靠吼，到固话、手机、网络一体
化互联互通，时代的智慧给人们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碰瓷”是近几年比较热门的一个
话题，原是北方方言，现指一些投机取
巧敲诈勒索的行为。一些想不劳而获
的人，总幻想不工作就有钱赚，甚至不
惜自残身体，碰瓷机动车。大竹县人民
检察院曾经就受理过这样一起案件。

在大竹县城北有一处水果批发市
场，这里每天都有许多等待拉货的三
轮车。闲暇时，三轮车师傅们常聚在一
起闲话家常，王某就讲起了自己遭遇
的一件揪心事。

前几日，王某在驾车的时候不小
心撞倒了一名青年男子，见倒地的男
子不住地哀嚎，王某急忙将其送往医
院救治。青年男子伤势颇重，王某和其
私下协定，赔偿7800元。可是没有想
到，青年男子在得知王某报了警，警察
正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时，借故溜出医
院放弃了赔偿。

正当大伙儿对王某的遭遇感到不

可思议时，另外一名开三轮车的李某也
将自己相似的经历讲述了一遍，大家发
现两人还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王某和
李某发觉自己可能遭遇的不是普通车
祸，两人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

办案人员分别对李某、王某的遭
遇进行了了解。李某在驾三轮车送货
的路上，经过大竹县青年广场时，一位
骑着自行车的青年男子在其三轮车左
边朝他靠近，同时右边有一辆黑色的
别克轿车。就在三辆车并向而行时，黑
色轿车突然朝着李某方向转向，为了
避让轿车，李某不得不驾驶三轮车左
转，把左边骑自行车的男子连车带人
挂倒在地。李某被这一突发情况吓蒙
了，赶紧下车询问情况。

摔倒的男子姓石，是来大竹找工
作的湖南人，声称自己要到医院进行
进一步的治疗。李某带着石某到医院
进行检查，X光显示石某的无名指、中
指出现了骨折。

在李某不知所措的时候，石某提
出要5000元赔偿金用于进一步治疗
的要求。李某考虑到自己的车没有牌
照，如果石某把事闹大，自己肯定损失
更惨，便同意了石某的提议。

王某的经历与李某几乎一模一
样，办案人员通过调取事发路段的监
控录像，别克轿车的牌照清晰可见。顺
着线索，公安机关很快在南充将小轿
车截获，牵扯出一个分工明确、跨省作
案的碰瓷团伙。该团伙为了将车祸事
故做得逼真，碰瓷的人不惜将自己的
手指砸断，用这种自残的方式骗取他
人钱财。

大竹县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诈骗罪对5名被告人分别
判处了七个月到九个月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同时追缴被告人的违法
所得5000元返还被害人。

检察机关提醒广大市民，在外出
行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发生交通
事故后不能私了，要第一时间报警，犯
罪分子往往利用被害人害怕麻烦的心
态实施诈骗；其次是保护好事故现场，
通知车辆所属的保险公司，方便后续
理赔，避免落入不法分子的陷阱。

交通事故牵出碰瓷团伙
□刘兆芬/讲述 本报

记者 龚俊 周琳/整理

达州检察故事

本报讯 为认真落实中央环保
督察组交办件，切实抓好辖区环境保
护工作，通川区环保局联合多个部门
对达州市鑫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下
达了整改通知，目前该公司已整改完
毕。

达州市鑫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是我市的一家大型生猪屠宰、加工企
业。2017年8月，中央环保督察组
督察后指出，该企业存在环境污染问
题，并交由通川区环保局进行处理。

通川区环保局党组成员、监察执
法大队长郝亮介绍，这个企业存在四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符合环评要
求，应该用燃气锅炉，而该公司用燃
煤锅炉；二是屠宰废渣收集不规范，
有异味产生；三是生产车间噪声污染
的防治设施不完善；四是污水处理站
设施设备存在老化现象，不能有效保
证污水达标排放。

查明情况后，通川区环保局联合
多个部门立即对该屠宰场下达了整
改通知。近日，记者跟随环保监察人
员来到该企业发现，当初环保督察所
涉及的四个方面，企业都已经做出了
相应的整改。与此同时，该企业还自
费新装了一套完善的环保监测系统，
有效保证各项环保指标达标。该公
司负责人姚红表示，他们对整个环保
监测系统进行了升级，两项主要监测
指标都通过数据传输到国家环保总
局系统内。

据了解，今年以来，通川区环保
局对辖区内各企业，特别是肉制品生
产、加工企业加大了环保排查力度。
针对企业生产所带来的噪音污染、水
体污染、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实施严
格监控，并严格按照发现一起处理一
起的制度管理。

（本报记者 刘欢）

本报讯 近日，大竹县周家镇八角
村两委办公室里座无虚席，前来参加电
商培训的果农听得津津有味。“原来梨子
还可以在网上卖，学到这门技术我就再
也不愁到处跑销路了。”该村4组石门梨
园业主张伟喜滋滋地说。

时下，“电商”一词成了果农们谈论最
热门的词汇。石门梨园地处大竹县东南部
铜锣山脉中段，其海拔位置高，昼夜温差
大，光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是优质梨的天
然生长地。园中产有丰水梨、圆黄梨、翠冠
梨等十余个品种，其中，黄花梨是石门梨
园的主打品种，其特点是口感好、色蛋黄、
个头适中，市场认可度高，年产量最低30
余万公斤，个别年份高达55万余公斤。

然而，以往每到丰收季节，果农们看
着漫山遍野的梨树，总是高兴不起来。原
来，他们还在依靠传统的线下批发零售
模式，坐等水果批发商或零售商到梨园
进行采摘购买，或者自己跑水果批发市
场找销售渠道，销路较单一，好东西却卖
不出好价钱。

信息闭塞是导致销售模式单一的主
要原因。针对症结，大竹县开出了“网销”
的药方，利用电商为广大果农搭起了“鹊
桥”，开拓市场。

果农们因此获得了转机。大竹县商
务局根据石门梨园的地势环境以及黄花
梨生长周期等特点，提出了发展黄花梨

销售渠道多元化的方针，正式启动“电商
助力，与‘梨’相约——周家石门黄花梨
网销活动”。

自活动开展以来，大竹县农村电商
运营中心工作人员从采摘、分类、包装、
美工制作、运输发货等多环节，对农户进
行一对一的帮扶和指导。同时，通过与有
赞、天虎云商、微店等电商零售平台，一
亩田、惠农网等国内各大农产品大型知
名批发平台，以及大竹本地多家微信自
媒体，进行线上线下联合宣传，扩大知名
度，从而促进销售。

如今，周家镇已经确立了电商助销
促增收的发展方向，当地果农积极学习
电商知识，掌握电商技术。目前，大竹县
农村电商运营中心已帮助石门梨园果农
销售梨子25万余公斤，助农增收60余万
元，电商平台销售的销售量达到了果梨
总产量的50%。

电商火了，果农笑了，这得益于大竹
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的实施。该县依托互联网大型电商平台，
利用城乡电商服务站点和强大的物流配
送体系，倾力打造“农村电商+特色农产
品+精准一对一扶贫”模式，积极扩展销
售渠道，大力发展农产品上线，助力大竹
农特产品走向全国。今年，全县农村电商
网络销售总额已突破3亿元。

（陈俊秋 特约记者 王晓林）

本报讯 2017年，达川区金檀
镇政府接到中央环保督查反馈件，该
镇南泥村9组一养猪场和豆腐坊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污染了周围
的农田和水渠。

接件后，该镇立即组织人员进行
了实地查看和办理。经过实地查看，
该举报件所反映的养猪场已经二三
年没有养殖生猪了，但是豆腐加工坊
存在污染现象。镇政府当即要求对
豆腐加工坊实施限期拆除，对污染的
农田和水渠实施沟渠泥土迁移，田块

进行深翻作业处理。目前，该举报件
所反映的水渠和田块污染已得到彻
底根治，田块恢复农业生产，种植一
年水稻后，现处于休耕状态，地块已
经种植柠檬。

（本报记者 刘欢）

环保

进行时

鑫源食品公司完成环保整改

达川区金檀镇拆除污染豆腐坊

大竹县农村电商
网络销售今年突破3亿元

本报讯 10月9日，记者从市质监
局获悉，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关
于公布2018年度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
创建区名单的通知》，我市开江县成功获
批创建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据了解，下一步，市质监局将立足于
开江现有特色产业和资源优势，帮助指导
开江县大力发展有机产业，以绿色生态发
展为抓手，以绿色低碳为目标，积极发展

生态农业、创意景观农业、休闲农业，以生
态经济为主导发展模式推动有机产业发
展和农旅融合发展，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
用的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基地，加快实施
有机产业扩面提质工程、有机产业延链增
效工程，提升全市有机产业质效，力争到
2020年成功创建为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
范区，同时积极争创国家级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 （本报记者 刘岸）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10月19
日10：00在渠县世纪阳光宾馆西楼顶楼会
议室对下述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渠
县渠江镇胜利街（渠江商城）100号商业

房，建筑面积42.62㎡，起拍价：7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买卖双方过户税、费由买
受人全额承担。该标的物以现状公开拍卖，即日起展示于标的物所在地，无论品质如
何变化，成交价均不作调整。有意竞买者请对标的物自行审鉴并查阅相关资料，本公
司申明对标的物的品质等瑕疵不作任何担保。请有意向的竞买人须于2018年10月
18日前将竞买保证金转入指定账户，并于报名时间内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张
至指定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对本次拍卖会所涉及的房地产权属持有异议者，请于2018年10月16日前联系委
托人或本公司。逾期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持有异议者自行承担。

保证金转入账户：四川大成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达州通川支行 账号：51001756036051502969
报名地址：渠县世纪阳光宾馆西楼底楼大厅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17日起至2018年10月18日17：00
详情咨询：0818-2155573 13778377852（蒲先生）

四川大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拍卖公告

开江县获批
创建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大竹县交
通运输局获悉，2018年10月1日凌晨
零时，包茂高速公路（达渝段）大竹莲
印收费站（大竹南互通立交工程）正式
通车运营，仅开通当日，出入口就达
3238辆车。

据了解，该站是大竹县的重点工
程之一，于2015年3月启动实施，建

筑面积1683平方米，位于大竹县莲印
乡境内，包茂高速公路K1404+090
附近，采用匝道上跨达渝高速公路的
单喇叭A形立交方案。距离包茂高速
公路大竹服务区约2公里，距离大竹双
马车站互通约5公里，离大竹县城约6
公里。该站采用14亭15道（5入10出）
规模共设5进10出15个车道，建设规

模在川东地区属首位。收费站棚和收
费站房均采用仿古风格设计，充分体
现了大竹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大竹莲印站的开通，缓解了节假
日期间进城的拥堵现象，方便了大竹
南边高穴、金鸡、文星等16个乡镇群
众的出行。

（本报记者 田乙斯 摄影报道）

川东地区首个15道收费站通车运营

莲印收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