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信部27日召开全国携号转网服务
启动仪式，宣布在前期全国范围试运行基
础上，携号转网正式推开。运营商已公布
实施办法和转网细则。

此前，试运行期间，不少想携号转网
的用户遇到了一些“门槛”和问题。比如，

“在网协议”没到期怎么办？靓号转出有无
特殊要求？……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问
题，工信部、运营商及业内专家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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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号转网正式启动
“说转就转”能轻易实现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安蓓）记者 27日了解到，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特别
重大自然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把保障民生
作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出发点，优先恢复重建受灾群众住房和学
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抓紧恢复基础设施功能，改善城乡居
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意见强调，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创新体制机
制，落实灾区所在省份各级人民政府主体责任，以保障安全和改
善民生为核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精准施策、有序实施，扎实完成特别重大自然灾害灾后恢复
重建任务，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提高灾区自我发展能力，重
建美好新家园。

据新华社伦敦11月27日电（记者 金晶 张家伟）英国QS全
球教育集团 27日发布 2020年亚洲 500强大学排名，中国高校首
次占据亚洲前十名中的7席。

在这次排名榜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
分列第一、第二。排名第三名至第八名的分别为香港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韩国科学
技术院排名第九，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十。

中国有165所大学进入今年的亚洲500强，数量居亚洲第一，
其次是印度（101所）、日本（87所）和韩国（71所）。

QS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张巘说，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高
等教育迅猛发展，双一流建设效果显著。中国最顶尖大学的学
术成果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在网协议”没到期怎么办？

工信部明确规定，现阶段携号转网服
务不包含物联网用户号码、卫星移动用户
号码和移动通信转售用户号码。记者调
研发现，上述范围外的很多号码在携转过
程中“遭遇”波折。其中，“在网约定期限
限制”是“转网难”的主要原因。

广州联通用户汪金刚在查询转网资
格时被告知，6项业务均因服务未到期不
能转网。“很多并不常用，但在办理携号转
网时却‘冒了出来’，有的协议期限长达十
几二十年。”汪金刚说。

手机号已绑定的套餐业务尚在运行，
手机与家庭宽带捆绑的优惠套餐仍然有
效，有“亲情号”，视频通话等业务未取消
……很多用户在转网时遇到诸如此类的

“门槛”。
“试运行发现部分电信企业人为设置

系统障碍、违规增设携入携出条件，影响
用户体验和感知。”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
局副局长鲁春丛说，部分用户反映协议期
过长、提前解约赔付标准过高等问题。工
信部调查发现，此类问题在携号转网相关
投诉中比例较高。

“以业务期限为例，一些系统后台最
初设定时比较随意，这次开放携转，问题
一下子被摆在面前。”运营商内部人士说。

三家运营商在启动大会上表示，协议
有效期限的问题均已调整。“在网协议”也
将更加透明公开，并将及时向用户说明不
能转网的具体原因，提供便捷的办理途
径。

“我们将狠抓细则落地，优化流程，充
分尊重和用户的约定，充分保障用户的合
法权益。”中国移动市场部副总经理首建
国说。

靓号转出有无特殊要求？

一些用户反映，因购买靓号使得携号
转网受到制约——或要等到合约期满，或
要支付违约金。业内专家认为，如果用户
办理业务时享有优质资源，遵守市场规则
无可厚非；但运营商应将解决办法公开，

并为用户办理提供帮助。
“针对靓号携转，我们单独形成报告，

督导运营商制定细则，完善相应的条款。”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局长蔡立志说。

运营商回应称，没有针对靓号携出提
出额外要求，只要到了在网协议期限就不
受影响。

“我们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把这项服
务做好。在遵守整体规则基础上，靓号携
出按照协议规范执行，携入确保新老用户
同权。”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王磊说。

中国联通表示，已经取消了新增用户
靓号最低消费约定，携入靓号由用户自行
进行消费选择。中国移动也表示在靓号
方面确保新老用户同权。

鲁春丛说，工信部也会同运营商竭力
排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同时，工信
部明确要求运营商不得为携号转网用户
设置专项资费方案和营销方案。

哪些渠道可以办理？

根据运营商公布的实施细则，目前用
户办理携号转网，需要提前发送短信查询
资格、申请授权码，凭借授权码和有效证
件到携入方营业厅办理。如申请方不符
合转网条件，需办理业务解绑，符合条件
后才能携出。

试运行阶段，不少用户反映办理携转
服务的营业厅数量很少，为办理带来不少
麻烦。

“我们正通过打造手机 App、微信营
业厅等，优化携转服务，方便用户办理。”

中国联通市场部副总经理郭林说。
启动大会上，三家运营商有关负责人

均表示，携号转网各项流程正在不断优化
中，并在不断增加服务方式，优化短信提
示内容，方便用户查询相关业务。其中，
很多业务会转到网上营业厅办理或由系
统自动处理，方便用户操作。

转网过程中
手机能否正常使用？

转网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手机无法正
常使用的现象？信用卡、支付宝等软件会
不会受影响？

“前期试点，天津确实出现用户原号
码绑定的银行卡、支付宝等不能正常收发
短信的情况。这些问题已解决，诸多软件
与运营商的系统数据也已实现同步。”天
津电信有关负责人介绍。

鲁春丛说，试运行发现，系统运行维
护不完善影响已转网用户体验，部分用户
反映携转后无法正常上网、充值等。由工
信部、中国信通院组建的携号转网工作组
每天从各个渠道搜集涉及携号转网的反
馈信息，提供给运营商及时进行技术处理
和流程调整，避免对用户使用带来影响。

“中国移动累计完成近 500套重要网
络设备升级和系统改造，制定联调测试场
景500余个，累计测试超40万次。”中国移
动副总裁赵大春说。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全面启动携号
转网工作以来，共完成 1800 多项系统建
设改造，目前携号转网技术完备。

“三家企业已采取‘兜底转发’的方
式，对送错电信企业的短信采用网间转发
功能解决，总体能满足需求。”中国信通院
党委书记李勇说，中国信通院也在推动更
多第三方应用服务企业通过直联携号转
网数据库的方式，进一步保证短信接收。

转后服务如何保障？

携号转网不仅要“转得快”，更要“用
得好”，服务十分重要。

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说，工信部明确
要求各地通信管理局建立携号转网工作
监管专班，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打击惩处违
规行为。与此同时，工信部已组织技术力
量对电信企业携号转网系统开展连续监
测，并委托第三方开展用户暗访体验监测。

“携号转网能使用户享受不同运营商
的服务，促进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鲁春
丛说，工信部将对全国携号转网进行专项
监督检查，提升网络和服务质量。

“充分保障用户知情权、公平交易权、
自由选择权是携号转网服务的基本要
求。”王磊说，中国联通将加大流程优化，
扩大服务网点，加强服务保障，并定期收
集梳理用户意见，做好保障与服务工作。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也表示，将持续
高效率推进系统改造，提供多通道便捷服
务，客户可通过短信、客户端、营业厅等多
种方式咨询或办理，并将落实相关服务标
准，创新更多产品，持续保障和优化通信
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据新华社天津11月27日电（记者 周润健）天文专家介绍，
29日晚，土星、月亮、金星、木星将齐聚天宇，在西南方低空排成
一条直线，上演“四星连珠”的天文奇观。

月亮，古称太阴，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作为太阳系的
三颗大行星，土星有着“指环王”的美誉；金星在中国被称为“太
白”，当它早晨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当它黄昏出现时，
人们称它为“长庚星”；木星素有“巨人行星”之称。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在
本次天象中，土星、金星、木星都比较明亮。从亮度上来说，金星
最亮（-3.9等），木星次之（-1.9等），土星再次之（0.6等）；从方位
上来看，木星在金星的右下方，土星在月球的左上方。这四个明
亮的天体如宝石般镶嵌在蔚蓝色的天幕之上，竞相闪烁，熠熠生
辉，成为天边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据新华社成都11月27日电（记者 谢佼）记者从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公司获悉，11月 27日 8时 30分，55910次试验列车从贵
阳北站驶出，这标志着新建成贵高铁四川宜宾至贵州贵阳段进
入运行试验阶段。

此次运行试验，铁路部门将在宜宾西站至贵阳北站间进行
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
目。据介绍，新建铁路开通之前，铁路部门先以联调联试来测试
线路是否达到开通条件，在线路达标基础上，再通过运行试验来
测试运输最佳方案。

成贵高铁起于四川省成都市，途经眉山市、乐山市、宜宾市，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镇雄县，贵州省毕节市，终至贵阳市，线路
全长 650 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小时。其中成都至乐山段于
2014年12月开通，乐山至宜宾段于2019年6月15日投运。宜宾
至贵阳段全长374公里，设宜宾西、长宁、兴文、威信、镇雄、毕节、
大方、黔西、清镇西、白云北、贵阳北11座客运办理站。

新华社海口11月27日电（记者 刘邓）记者27日从海口市公
安局获悉，为落实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海口市公安局即日
起实施海南省内外居民落户新政，明确租房居住在海口的省内
外户籍居民可落户，取消办理夫妻投靠业务中“市外夫妻投靠需
结婚登记满一年”的限制条件。

落户新政实施后，海南省内户籍居民在海口城镇社区（含城
区、建制镇的社区，下同）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下同）的，可
以落户，配偶、子女、父母可随迁；省外户籍居民，取得海南省居
住证并参加海南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暂不含临时养老
保险缴费账户）和海南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在海口
城镇社区落户，配偶、子女（未成年子女或成年在校生子女）、父
母（男性超过60周岁、女性超过55周岁或者已离、退休的干部、工
人）可随迁；取消办理夫妻投靠业务中“市外夫妻投靠需结婚登
记满一年”的限制条件。

11 月 27 日，工信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携号转网服务启动仪式，宣布携号转网技术、系统、服务规则等都已完备，携号转
网正式推开。 新华社发

》司法部：深入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我国培育的5个荷花新品种获得国际认证

》《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单行本出版

》北京将于明年5月起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成都男乒世界杯将采用5G直播

》国台办：“31条措施”推出一年多来台企获得实实在在利益

》广西已开工建设重大水利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300亿元

》全国最大地下水漏斗区地下水位下降趋势减缓

》全国超1亿人加入网络互助计划“相互宝”

一年已救助1万多人

》深圳一批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被通报

》刚果（金）首都暴雨致35人死亡

均据新华社

三部门：

优先恢复重建受灾群众住房
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

成贵高铁宜宾至贵阳段
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中国7所高校
进入QS亚洲大学排名前十

↓京张高铁东花园北站装饰装修工程已经完工，日前整体
亮相。京张高铁沿线各车站即将竣工，为下一步运行实验奠定
基础。图为11月27日拍摄的京张高铁东花园北站。

↑11 月 26 日，巴勒斯坦约
旦河西岸地区数千民众举行游
行集会，抗议美国政府近日改
变政策，不再视约旦河西岸的
犹 太 人 定 居 点“ 不 符 合 国 际
法”。图为一名示威者向以色
列检查站投掷石头。

新华社发

29日天宇上演“四星连珠”

海口实施落户新政租房可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