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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入推进电信普遍服务

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18〕2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度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申

报指南>的通知》（工信厅联通信函〔2019〕62号）和《关于2019

年度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申报方案的复函》（工厅通信〔2019〕333

号）等文件要求，今年绵阳市涪城区、游仙区、安州区、江油市、

三台县、北川县、平武县、梓潼县等地被纳入2019年度电信普遍

服务试点，将采用“中央资金引导、地方协调支持、企业为主推

进”的方式，修建4G基站108个，解决我市127个行政村4G网络覆

盖问题。

现将我市试点任务向社会公示。

附件：1.绵阳市（州）2019年度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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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绵阳市（州）2019年度电信普遍服务试点补助资金

绩效目标表

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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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行政村区划编码 市（州） 区（县） 乡镇 覆盖行政村 新建基站编号

1 510705106208 绵阳市 安州区 河清镇 荣华村 0001

2 510705110202 绵阳市 安州区 雎水镇 光明村 0002

3 510705115211 绵阳市 安州区 乐兴镇 莲花村 0003

4 510705106206 绵阳市 安州区 河清镇 白马村 0004

5 510705101207 绵阳市 安州区 桑枣镇 干柏村 0005

6 510705103214 绵阳市 安州区 黄土镇 江池村 0006

7 510705111202 绵阳市 安州区 清泉镇 金泉村
0007

8 510705111203 绵阳市 安州区 清泉镇 白果村

9 510705104204 绵阳市 安州区 塔水镇 开禧村 0008

10 510705105223 绵阳市 安州区 秀水镇 火光村
0009

11 510705105222 绵阳市 安州区 秀水镇 顺江村

12 510705104205 绵阳市 安州区 塔水镇 安塘村 0010

13 510705109207 绵阳市 安州区 永河镇 插山村 0011

14 510705104220 绵阳市 安州区 塔水镇 裕丰村

001215 510705105234 绵阳市 安州区 秀水镇 东风村

16 510705104218 绵阳市 安州区 塔水镇 三泉村

17 510724111205 绵阳市 安州区 清泉镇 红堰村
0013

18 510705111204 绵阳市 安州区 清泉镇 双星村

19 510705105214 绵阳市 安州区 秀水镇 新田村 0014

20 510705105232 绵阳市 安州区 秀水镇 群益村 0015

21 510705113206 绵阳市 安州区 沸水镇 新华村

001622 510705105221 绵阳市 安州区 秀水镇 潼桥村

23 510705105218 绵阳市 安州区 秀水镇 珍珠村

24 510726105204 绵阳市 北川县 永安镇 向阳村
0017

25 510726105205 绵阳市 北川县 永安镇 跃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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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村区划编码 市（州） 区（县） 乡镇 覆盖行政村 新建基站编号

26 510726204206 绵阳市 北川县 禹里镇 柏林村 0018

27 510726203201 绵阳市 北川县 贯岭乡 福兴村 0019

28 510726104218 绵阳市 北川县 安昌镇 建国村
0020

29 510726104219 绵阳市 北川县 安昌镇 石梯村

30 510726101202 绵阳市 北川县 擂鼓镇 茨沟村 0021

31 510726204209 绵阳市 北川县 禹里镇 紫阳村 0022

32 510726104220 绵阳市 北川县 安昌镇 金龟村 0023

33 510703109203 绵阳市 涪城区 玉皇镇 团鱼村 0024

34 510703101208 绵阳市 涪城区 关帝镇 龙坝村 0025

35 510703110206 绵阳市 涪城区 新皂镇 梅家沟村 0026

36 510703108205 绵阳市 涪城区 金峰镇 五福寺村 0027

37 510703107201 绵阳市 涪城区 杨家镇 罗汉寺村 0028

38 510703201205 绵阳市 涪城区 石洞乡 泡桐树村
0029

39 510703201206 绵阳市 涪城区 石洞乡 戴家林村

40 510703107202 绵阳市 涪城区 杨家镇 王家桥村 0030

41 510703100210 绵阳市 涪城区 丰谷镇 回龙沟村
0031

42 510703107206 绵阳市 涪城区 杨家镇 云岭村

43 510703111206 绵阳市 高新区 河边镇 上游村 0032

44 510781210216 绵阳市 江油市 义新乡 川主村 0033

45 510781101204 绵阳市 江油市 太平镇 红旗村 0034

46 510781113212 绵阳市 江油市 小溪坝镇 小溪村 0035

47 510781120201 绵阳市 江油市 九岭镇 柏河村
0036

48 510781120204 绵阳市 江油市 九岭镇 红岩村

49 510781107201 绵阳市 江油市 武都镇 公坪村 0037

50 510781128207 绵阳市 江油市 义新镇 石音村 0038

51 510781116202 绵阳市 江油市 厚坝镇 烧房村 0039

52 510781107228 绵阳市 江油市 武都镇 接官厅村 0040

53 510781129203 绵阳市 江油市 东兴镇 新苏村 0041

54 510781106207 绵阳市 江油市 龙凤镇 岐山村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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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村区划编码 市（州） 区（县） 乡镇 覆盖行政村 新建基站编号

55 510781112210 绵阳市 江油市 永胜镇 高庙村 0043

56 510781128210 绵阳市 江油市 新春乡 牛元村 0044

57 510781201205 绵阳市 江油市 方水乡 宝塔村 0045

58 510781123210 绵阳市 江油市 大堰镇 龙王村
0046

59 510781101232 绵阳市 江油市 太平镇 青龙村

60 510781128214 绵阳市 江油市 义新镇 书房村 0047

61 510781106208 绵阳市 江油市 龙凤镇 中坪村 0048

62 510781111212 绵阳市 江油市 双河镇 望乡台村 0049

63 510781219201 绵阳市 江油市 枫顺乡 小坝村 0050

64 510781201203 绵阳市 江油市 方水乡 白玉村 0051

65 510781111201 绵阳市 江油市 双河镇 分水岭村 0052

66 510727215202 绵阳市 平武县 木皮乡 金丰村 0053

67 510727204205 绵阳市 平武县 平南乡 龙治村 0054

68 510727100203 绵阳市 平武县 龙安镇 三溪沟村 0055

69 510727207209 绵阳市 平武县 土城藏族乡 兴隆村 0056

70 510727209202 绵阳市 平武县 阔达藏族乡 旧庄村 0057

71 510727210203 绵阳市 平武县 黄羊关藏族乡 红星村 0058

72 510727100204 绵阳市 平武县 龙安镇 庙坝村 0059

73 510722136206 绵阳市 三台县 灵兴镇 山水村 0060

74 510722114209 绵阳市 三台县 鲁班镇 长寨村 0061

75 510722118225 绵阳市 三台县 观桥镇 莲花村 0062

76 510722210209 绵阳市 三台县 广利乡 三元寨村 0063

77 510722127216 绵阳市 三台县 建平镇 栖凤村
0064

78 510722127217 绵阳市 三台县 建平镇 姚家沟村

79 510722123229 绵阳市 三台县 西平镇 天岭村 0065

80 510722107216 绵阳市 三台县 石安镇 赵山村
0066

81 510722107215 绵阳市 三台县 石安镇 保安村

82 510722103210 绵阳市 三台县 百顷镇 文峰村 0067

83 510722139212 绵阳市 三台县 花园镇 白衣村 0068



6

序号 行政村区划编码 市（州） 区（县） 乡镇 覆盖行政村 新建基站编号

84 510722130208 绵阳市 三台县 光辉镇 新河村 0069

85 510722216206 绵阳市 三台县 进都乡 芭蕉村 0070

86 510722103204 绵阳市 三台县 百顷镇 土联村 0071

87 510722206207 绵阳市 三台县 乐加乡 金鸭村 0072

88 510722104222 绵阳市 三台县 塔山镇 石佛村 0073

89 510722131203 绵阳市 三台县 中太镇 宝合村 0074

90 510722123210 绵阳市 三台县 西平镇 活力村 0075

91 510722107207 绵阳市 三台县 石安镇 长河村 0076

92 510722127202 绵阳市 三台县 建平镇 八角村 0077

93 510722200204 绵阳市 三台县 高堰乡 麒麟村 0078

94 510722115220 绵阳市 三台县 景福镇 陈家沟村 0079

95 510722206205 绵阳市 三台县 乐加乡 柏林村 0080

96 510722123213 绵阳市 三台县 西平镇 白果沟村 0081

97 510722124205 绵阳市 三台县 八洞镇 鹤嘴村 0082

98 510722121209 绵阳市 三台县 古井镇 大碑垭村 0083

99 510722135204 绵阳市 三台县 刘营镇 新建村 0084

100 510722113208 绵阳市 三台县 新生镇 青杠村 0085

101 510722102213 绵阳市 三台县 东塔镇 三湾村 0086

102 510722101226 绵阳市 三台县 潼川镇 石宝村 0087

103 510722134207 绵阳市 三台县 黎曙镇 字库村 0088

104 510722203205 绵阳市 三台县 金鼓乡 金鼓村 0089

105 510722135227 绵阳市 三台县 刘营镇 石家村 0090

106 510722135205 绵阳市 三台县 刘营镇 五洋村 0091

107 510704113205 绵阳市 游仙区 白蝉镇 圣谕祠村 0092

108 510704113206 绵阳市 游仙区 白蝉镇 老鹰窝村
0093

109 510704113207 绵阳市 游仙区 白蝉镇 王家寨子村

110 510704116203 绵阳市 游仙区 太平镇 福林村 0094

111 510704107206 绵阳市 游仙区 柏林 五德村 0095

112 510704119203 绵阳市 游仙区 梓棉镇 黎明村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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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村区划编码 市（州） 区（县） 乡镇 覆盖行政村 新建基站编号

113 510704100203 绵阳市 游仙区 游仙镇 龙王村
0097

114 510704101204 绵阳市 游仙区 石马镇 紫府村

115 510704105204 绵阳市 游仙区 魏城镇 石桥村 0098

116 510704110209 绵阳市 游仙区 刘家镇 三合村 0099

117 510704120205 绵阳市 游仙区 东宣镇 鱼泉村 0100

118 510704105211 绵阳市 游仙区 魏城镇 长河埝村 0101

119 510704110211 绵阳市 游仙区 刘家镇 张家埝村
0102

120 510704110208 绵阳市 游仙区 刘家镇 潘家庵村

121 510704103202 绵阳市 游仙区 小枧 登仙村
0103

122 510704103203 绵阳市 游仙区 小枧镇 玉龙村

123 510704111204 绵阳市 游仙区 玉河镇 牛心山村 0104

124 510725103205 绵阳市 梓潼县 黎雅镇 双埝村 0105

125 510725103207 绵阳市 梓潼县 黎雅镇 新河村 0106

126 510725110212 绵阳市 梓潼县 仁和镇 新建村 0107

127 510725111204 绵阳市 梓潼县 双板乡 青益村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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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年度目标

目标：中央补助资金及时到位，推进行政村宽带建设升级，企业按合同要求完成建设任

务。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基站建设数量（个） 108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率 100%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投资序时进度 100%

经济效益指标 拉动企业投资 带动比 150%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

试点行政村村委会、学校、卫生室等

主要公共机构及人口聚居区、移民安

置点、交通要道沿线、农林场矿区、

水利设施、景区等区域 4G网络覆盖

水平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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