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全民“宅”家开
启“云”生活，随之而来的是网
络流量爆发式增长，不过突然
增大的网络需求还是被完美

“hold”住了。究其原因，离不
开铁塔公司对铁塔资源的高效
整合与运营，有力支撑了信息
通信网络的快速规模部署，让
广大用户充分享受到提速降费

带来的红利。同时，河南铁塔
积极响应落实电信普遍服务建
设，实现了包括偏远农村的全
覆盖。

5G 建设期间，河南铁塔
充分发挥自身存量资源优势，
秉承“能共享不新建，能共建
不独建”原则，超过 98.8%的
5G需求利用存量站址资源和
社会资源满足，极大降低了
5G建设成本，累计节约建设
用地 330 多亩，节省钢材 2.1
万吨。在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和大力支持下，用实际行

动助推河南 5G 网络建设快
速发展，也为促进我省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资费水平下降，
提高全社会对5G的重视、利
用与支持，赋能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助力网络强省建设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5G领头的“新基建”已成
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领域，
是推动数字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是由于
5G网络使用更高的频谱、更
大的带宽，引入大规模多天线
技术、网络切片、边缘计算技
术以及更低的时延要求，为河
南 5G 网络建设带来了更多
挑战和困难。在我省 5G 通
信基础设施实际建设过程中，
存在审批难、选址难、进场
难、转供电改造难、电费成本
高、场租费用高等亟待解决的
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河南铁
塔逐个分析，提出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河南
铁塔目前面临的“四难两高”
难题，省委省政府多次开会研
究，目前正在加快出台河南省
5G网络建设的若干政策性文
件。在基站选址、电费电价、
优化建设审批和用电流程、开

放社会公共资源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全面加快我省5G
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2019年至今，河南铁塔共
承接三家电信运营企业5G需
求2.4万个，截至今年4月底，河
南铁塔在全省已累计投资8.26
亿元，需求交付1.4万个。计划
2020年底5G基站规模累计达
到4万个，实现全省县城及以上
城区全覆盖和垂直行业应用场
景按需覆盖。与此同时，河南铁
塔自主建设了“智慧化”运维监
控平台，实现了河南铁塔全网全
域的无缝监控覆盖，连接11类
传感器，60万个设备设施，各类
专业运维人员近7000人，为推
动智联社会化应用奠定了基
础。今年，河南铁塔预计5G网
络配套建设投资10.9亿元。年
底前，郑州地铁3号线、4号线也
将实现5G全覆盖。

此外，河南铁塔将加快
5G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转型升级大力发展，聚焦智能
制造、无人驾驶、智慧医疗、智
慧教育、新媒体等典型应用场
景，开展“5G+工业互联网”试
点示范，推动建设“5G+应用”
项目落地，给城市居民生活带
来更多便利。目前已率先完
成龙湖中环路无人驾驶公交
项目，这也是河南最长的在开
放道路运行的无人驾驶公交
线路。

为更好地促进社会共享，近
年来，河南铁塔遵循共享和创新
发展理念，凭借遍布全省近10
万座铁塔、恒温机房、持续电力
保障和专业化维护等优势，结合
先进的大数据平台，为社会各行
业在杆塔和机房安装传感器、环
境检测仪、监控摄像头、卫星地
面增强设备、地震预警监测仪、
广播扬声器等设备，有效采集数
据进行大数据分析，高效便捷地
为社会不同行业提供数据透传、
定制化信息、大数据分析以及其
它综合服务。将“通信塔”的资
源优势转化为“社会塔”物联平
台。截至目前，河南铁塔已经为
我省的国土农林、能源安全、气
象和地震、生态环境、应急管理、
卫星定位、民航空管、金融服务
等近30个行业提供服务，在网
用户连接终端数量达2.5万个。
河南铁塔的备电业务、发电业
务、换电业务、低速车充电业务、
汽车充电业务也成功“出圈”，赢
得市场认可。

疫情加快了信息化升级，
也为网络建设提出了高要求新
难题。接下来，河南铁塔将“争
分夺秒”，加速5G全面落地，和
全河南人民一起，共同迎接5G
新时代。

攻坚克难 发力“新基建”
河南铁塔跑出河南5G加速度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2020年深深地镌刻在人类历史上，也让我们对网络影响生活
有了更切肤的认同。从信息沟通到购物消费、交通出行乃至全民战“疫”，互联网已经渗
入到人类日常的方方面面。而5G的日益普及，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精彩可能。

如今，河南5G能大放异彩，作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主力军的中国铁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下称河南铁塔）功不可没。而在后抗疫时期的复工复产阶段，提速
河南5G建设，稳抓“一体两翼”，河南铁塔跑出了5G新时代的加速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萍 通讯员 曹丽

开足马力
助力河南5G新基建
可持续发展

迎难而上
赋能河南5G更多智慧化
应用场景

以塔为基
做成长型与创造型
全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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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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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分类信息分别在A02版、A05版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30000㎡，郑北武

陟县工业区，杨 13939197983

声明

●林景华税号（92410102MA41
LFCC57）发票存根联丢失票号

01902901-01902950声明作废。

●河南国影置业有限公司预留

银行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兹有常冬冬,身份证号:41022
3199005111555,丢失河南绿

地港区置业有限公司绿地香

湖湾项目 2-10-2-2301号房源

房款收据,收据编号 0087153,
金额 198000元整,开具日期

2018年 5月 25日，声明作废。

●薛艳军，土地确权证遗失，

证书流水编号 411624100207
010163，声明作废。

●郑州市众联建材有限公司遗

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
41018203240970T，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慕一西点工作

室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

失，许可证编号 JY24101020
027295，声明作废。

●郑州常信货运有限公司豫A6
613G道路运输证（证号 4104
05010661）遗失声明作废。

●平桥区家美蔬菜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代码 92411503
MA40WCME6L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福源停车场服

务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各一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
07MA3XBUH454，声明作废。

●河南泰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遗失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

证及备案信息表，产品名称

及备案号：负压吸引接管豫

长械备 20160036号,纱布绷

带豫长械备 20160037号,体
表导管固定装置豫长械备 20
160038号,透气胶贴豫长械

备 20160039号,引流袋豫长

械备 20160040号,创口贴豫

长械备 20160041号。备案

日期均为 2016年 3月 24日，

声明作废。

●编号 I410659660，姓名毛若

森，出生日期 2008年 6月 17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缴款人安春亮于2019年2月1
日交纳的诉讼费 8800元所出

具的票号为 33460951的《河
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

罚没收入专用票据》收据联不

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洛阳市大泓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遗失塔式起重机械设

备备案证两个，编号：豫备

COT12050836、豫备COT1
3041035，声明作废。

●刘素萍不慎将契税完税证号

为 341916191200037251的完

税凭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捷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印章编号：41010
00079728，声明作废。

●许昌市花亩园园林有限公司

行政章(编码 4110230000260)
遗失,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许昌市中心支公司的机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9941100
200075360Z)丢失,声明作废。

●王超红，原房权证新城字第

20121691号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

机关将予以补发。

●许昌县媛媛鞋店(注册号:4110
23620047857)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纪朝玲不慎遗失郑州市中医

院住院收费发票，票据号 077
7088住院号 22001885，金额

17142.88元，声明作废。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 1378361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