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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个1000M光纤宽带示范小区昨日在洛阳挂牌，电信引领——

河南家庭宽带迈入千兆时代
□记者 李萍

2016年9月8日，中国
电信河南公司在洛阳举办了
“河南省首个千兆光纤宽带示
范小区授牌暨千兆光纤宽带
产品发布会”。

发布会上，洛阳泉舜小区
被授予“河南省首个千兆光纤
宽带示范小区”。截至发布会
当天，该小区内办理千兆宽带
套餐的用户已超过100户，这
也是省内千兆宽带产品首次
面向家庭客户的规模商用，在
国内也属前列;标志着河南正
式迈入“家庭千兆宽带时代”，
互联网基础能力达到全球一
流水平。

千兆网络业界领先，
高起点、高标准、快节奏

千兆宽带有多快？5M高
品质音乐、10M高清照片下载
瞬间完成，下载一部1G的高清
电影理论值也只需8秒，8G蓝
光视频下载也只要56秒。这意
味着，千兆宽带将为家庭用户带
来全新的上网体验。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借助
10G-PON技术高起点部署千
兆宽带，在超宽带的竞争中走在
行业前列。据了解,中国电信河
南公司采取“高标准，分布走”的
策略，联合华为公司启动面向千
兆宽带的接入网规划，2016年
面向全省各地级市分批建设千
兆宽带示范小区，同时，开始建
设千兆示范楼宇和千兆示范园
区，并规划在三至五年内将现网
PON OLT 全 部 升 级 到 10G
PON OLT。

“不一样的千兆”，让智慧家庭更精彩

电信千兆宽带有什么不
一样？中国电信河南公司将
为用户提供“更极速、更安
全、更智能、更丰富”的千兆
宽带体验。

更极速：电信发布的千
兆小区均采用业界最为先进
的10G E/GPON接入技术，
保障用户独享带宽和速率达
标；

更安全：中国电信在为
用户提供宽带业务同时，9月
份将在现有“天翼云”业务的
基础上，推出面向家庭客户
的家庭云，对于50M及以上
用户赠送2000G空间，可供
家庭成员通过手机、PAD、
PC、电视机等终端“共享一
片云”，在保障云端资料安全

的前提下实现多屏共享。
更智能：中国电信推出

家庭智能接入设备“天翼网
关”，通过天翼网关不但为用
户提供便捷的接入服务和丰
富的应用，同时为各类智能
家居厂家提供统一的接入管
理平台，促进了整个智能家
居产业链的发展。

更丰富：基于千兆宽带
产品发布，中国电信河南公
司将进一步部署智慧家庭计
划，主要涵盖“电视、手机看
家、可视通话、家庭云和智能
组网”等内容。千兆宽带不
单是用来下载电影、浏览网
页，还可以播放4K高清甚至
8K超高清电视视频。在现
有电信电视业务基础上，将

推出“电视与电视、电视与手
机、手机与手机”的超高清视
频通话，满足长期外出经商、
务工人员、学生与家人的亲
情视频通话需求，更可在未
来满足用户的远程医疗、教
育、健身等扩展类视频通话
需求，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各
种专家的专业服务。通过千
兆网络，用户还能在家中通
过虚拟现实（VR）观看足球
比赛和演唱会，体验身临其
境的畅快感。

除了家用超高清娱乐
外，千兆宽带还能满足各种
家居智能设备、智能监控等
的数据采集。借助中国电信
千兆宽带业务，让家庭更智
慧。

千兆宽带全面助力“互联网+”建设

“互联网+”的背景下互
联网已成为各行业发展都需
借助的基础设施，搭建高品
质的宽带网络无疑是电信运
营商的重任所在。

从2014年底开始，中国
电信河南公司在“宽带中国”
和“互联网＋”战略的引领
下，重点围绕“宽带中原”建
设目标，全面启动光纤宽带
升级工作，加快网络升级提
速，扩大光网覆盖，建成了千
万级光网端口接入能力。

2015年12月，中国电信
河南公司率先完成ADSL用
户光纤改造项目，建成“全光
网络省”。2016年7月，中国

电信河南公司全面开展“宽
带倍增计划”，全网用户免费
提速至20M以上，最高提速
至 200M，预计今年底全省
电信宽带用户100M用户占
比可达50%。

2016年9月，中国电信
河南公司发布家庭千兆宽带
产品，并建成省内首个千兆
宽带示范小区。这一系列带
宽提升举措，是中国电信河
南公司积极响应国务院“提
速降费”号召及河南省“宽带
中原”建设的指导精神，为河
南人民开展“双创”建设，畅
享家庭互联网新生活提供了
坚实的网络基础。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部署
千兆网络，既是响应“提速降
费”的重要举措，又是全面助
力河南互联网+建设的重要
支撑，引领千兆宽带的应用
从“娱乐型、消费型”向“垂直
行业应用、社会民生服务”等
领域不断渗透，为我省互联
网、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等新应用新产业
提供强力网络支撑。通过

“互联网+政务、交通、商业、
金融、医疗、物流、工业制造”
等行业应用的实施，促进省
内“互联网+”建设的全面开
展。

乐视9·19乐迷电商节

福利升级
豪馈10亿
□记者 张朝

9月6日，乐视在北京举办以
“生态之巅，狂享之夜”为主题的
“购玩美”战略发布会，面对全球
媒体记者、合作伙伴以及乐迷们，
宣布对9·19乐迷电商节的福利
再次加磅，从8亿元上涨到10亿
元。发布会的召开，也迎来乐视

“9月狂享季”的一次小高潮。
发布会上，乐视面向外界公

布了乐视O2O生态、金融生态、
乐视商城、网酒网、乐视互娱为
9·19乐迷电商节提供的各种福
利政策及未来发展战略。其中，
乐视金融首度亮相，为9·19乐迷
电商节量身定制了两款产品。

乐视生态O2O销售平台总
裁张志伟表示，经过4年的演变，
9·19乐迷电商节已是可媲美美
国感恩节前疯狂“黑色星期五”的
购物狂欢节，已是中国电商市场
上最知名的商标。去年9·19乐
迷电商节全生态收入17亿元，乐
视商城一跃成为与阿里、京东并
列的第三大商城，而今年的销售
额有望突破40亿元。

今年9·19乐迷电商节，仍将
通过“买会员送硬件”的硬件免费
模式，将硬件与内容、服务绑定，
让硬件实现零成本。届时，乐视
超级电视、超级手机、超级自行
车、酷派手机、易到、网酒网、游
戏、智能配件衍生品……全生态
产品均参与其中。此外，9月19
日晚上9点19分，乐视还携江苏
卫视打造一台生态狂欢晚会，多
位明星大咖会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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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速办经济纠纷88883129调查

●速办经济纠纷 15538167775
●专办经济纠纷 13673995729
●成后收费56780000法院对面

●赵律师解疑惑 13526798621
专办15136244333
工商咨询

● 代 办 公 司 18539578966
●SC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1元开公司做账18638613921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 13503711111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企标QS许可证专办88882363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专业速办各项资质56070010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装饰/防腐/消防专办 53302663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 可 证 65901419、65901473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302660
建筑类资质升级快办53302665
省建设厅资质证专办53302667
办理各种资质
热 线 63702222 69367777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 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 6333349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 标 版 权 专 利 63588381/2

房地产

海南养生房
依山傍水森林覆盖率 83%年

均温度 22.7℃ 90岁以上老人

达 1.87万。大产权精装电梯

房 23.8 万起 0371-55698000

出租招租

●拓展训练场地 15225168369

房屋招租
城东路与金城街交叉口路东

河南省医药超市楼上2-4层面

积约 900 平米，适合办公、餐

饮、网咖、中医推拿等。电话

18937189753、 13733195230

写字间楼

●高铁站核心商圈极具商业潜

力商住两用精装写字楼宇宙

之星 200 平业主急需资金带

租约低价转让 13526557320

●黄河路经一路口清华大厦精

装 修 130 ㎡ 13903715376 王

出租仓库厂院

●白沙、南曹、九龙国营大型

仓库招租！电话：1301464
7572、13837195767
●华南城25亩工业用地8000平
厂房转让有证 18638568895
●高新区厂仓院 13333852588
●龙湖厂仓有证 15838021635
●柳林高速口杨金产业园4万
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割，

水电齐全，办公楼装修，餐厅

住宿齐全，陈女士1359269058
●南曹大型仓库 18103818932
●郑密路厂仓 13838260523
● 厂 房 出 租 13676958878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出租大型机械

● 郑 州 安 诚 吊 装 公 司

50T-260T 履 带 吊 出 租

电话：13783714351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