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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提速降费被提升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对推动经济升级、促进创业就业、拉动
消费、便利和丰富群众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河南移动加快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网络提速升级。河南移动高清语音覆盖18
个地市，并在全省实现正式商用，重点场景4G
网络单用户峰值下载速率达到220Mbps。河
南移动还加快5G试验网建设，在超高速率、超
低时延、大连接方面探索更多应用领域，形成
更多应用能力，让更多以往难以想象的智慧应
用变得触手可及。

在降费方面，河南移动按照集团公司统一
安排，于2017年 9月 1日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
途漫游费，2018年7月1日起全面取消流量“漫
游”费。同时，持续降低手机流量、家庭宽带、企
业宽带、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等资费，“一
手托两家”，既让利惠民，又加快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截至目前，手机上网流量单价同比下降
71.4%，有线宽带综合资费同比下降40%，中小
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同比下降55%。

当前，河南移动国际长途漫游费已实现持
续稳步下调，238个方向（含航空/海事漫游）

全部纳入 3/6/9元包 3M，包天任用方向达到
210个，其中 30元包天方向达到169个，60元
包天方向34个，90元包天方向7个。

面向农村和政企等特定客户，推出针对性
优惠举措，针对农村贫困客户，每月赠送 100
分钟语音和 1000M流量，并提供宽带打折服
务；面向政企客户通过推出宽带、固话、高清电
视等融和服务，降低企业宽带接入成本，对推
动政务效能提升、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尤其是助
推中小企业发展，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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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河南移动：大道践行网络经济强省
□本报记者 陈辉

40年改革开放历程，波澜壮阔；

40年辉煌历史巨变，惊艳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从封闭落后

的传统农业大省发展为重要的新兴

工业大省、加速崛起的经济大省。在

中原崛起的奋进中，河南通信业实现

了由人工向自动、模拟向数字、单一

业务向多样化业务、2G、3G向 4G、

5G业务的转变，在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中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先

导性作用。

河南移动在改革中诞生、在改革

中壮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经过 20年的迅猛发展，已成为

我省稳居主导地位的全业务综合电

信运营商。

20年来,河南移动创造了多个第一,

率先建成我省首个 3G(TD-SCD-

MA)网络,率先建成覆盖城乡的 4G

网络，覆盖范围和质量始终保持行

业领先。

如今，河南移动4G用户已超过

4300万户，占全省份额超过60%。

面对即将到来的5G时代，河南

移动因时而动抢抓机遇，在国内首批

开展 5G试验网与应用示范工程建

设，加快推进我省5G产业发展。

新时代新作为，在中原更加出彩

的新征程中，河南移动将进一步加快

战略转型，推动改革创新，全力推进

网络强省、数字河南、智慧社会建设，

为支撑经济发展、改善社会民生提供

强劲的信息化引擎。

全球最大 4G 网、全球最大物联专
网……20多年来，中国移动成功将信息通
信变成惠及全社会的一流公共基础设施，
并以此带动数字化创新。而智慧城市，就
是这些创新应用的集大成者。

2018年 5月 15日，河南移动在郑州召
开“ 和 你 豫 见 万 物 智 连 ”物 联 网
（NB-IoT）商用发布会，宣布新一代物联
网 NB-IoT在河南全面商用。截至目前，
7300个 NB-IoT基站已经实现 18个省辖
市主城区连续覆盖，智能抄表、智能路灯等
各类应用已渗透至公共事业、位置服务、智
慧家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善的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先进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让河南移动成为助推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坚
力量。

早在2014年，河南移动就在全省开启
了智慧城市建设进程，通过“政府主导、移
动建设、购买服务”的模式，创新构建了以

“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为主体架构的智
慧城市建设发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全面
推进政务云、民生云、企业云、农业云、物联
网云等“五朵云”的平台建设，陆续推出了
诸如“智慧政务、数字城管、平安城市、社保
助手、智慧旅游、掌上医院、智慧校园、蓝天
卫士”等一大批精品应用，同全省 18个省
辖市政府和 30余家厅局级单位签署了智
慧城市、大数据中心建设和“互联网+”融
合发展的合作协议，累计覆盖全省5700万
移动客户、950 万家庭客户、80万家集团
单位和2800万物联网客户，有力推动了我
省信息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河南移动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模式的创
新推广和实践，引起了省内乃至国内外相
关领域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安阳市大
数据云计算中心”项目多次获得国内外大
奖；近期河南移动中标郑州市电动自行车
安全综合治理项目，开启了物联网规模化
应用的新模式，截至目前，已完成 50万辆
电动自行车的物联网终端安装，到明年 1
月底可完成300万的安装量。项目启动以
来，公安部门借助电动自行车综合管理系
统，相继破获多起盗抢案件，有效解决了破
案难、处理难、追赃难、返还难问题，较好地
实现了让互联网发展成果造福亿万中原百
姓的初衷。

如果以上说的是河南移动在用户感知层
面的战果，也就是应用层方面的成绩，那么，这
一切都离不开网络与平台的支撑。从网络层、
平台层、应用层，近年来，河南移动以闪电速
度，创新构建了智慧河南建设发展体系。

在网络层的建设中，河南移动着力打造一
个覆盖全面、质量可靠、行业领先的全业务综合
通信网络。目前，已建成开通4G基站超过11
万个，领先全国率先实现全省所有城区、县城、
乡镇和全部行政村以及高速、高铁和 3A级以
上景区全覆盖。大力推进“全光网”建设，有线
宽带端口2100万个，覆盖了省内3300多万个

家庭，支撑“百兆宽带普及”和“千兆城市建设”。
今年以来，河南移动加快5G试验网建设，

已经形成远程医疗、无人驾驶等典型场景的应
用示范能力。持续推进郑州骨干直联点扩容，
网间直联带宽已经达到250G，14个直达局向
省级出口带宽超过一万 G。加快中国（河南）
自贸区光缆线路、传输设备、通信管道建设，具
备宽带用户100M和小区1000M接入能力。

在平台层的建设中，河南移动累计投资
117亿元，在港区、高新区和洛阳启动了三大
数据中心建设。目前，中国移动（河南）数据中
心部分机房已经投产使用，正服务河南省电子

政务专有云等项目；郑州高新区数据中心一期
工程顺利推进并于年底投用；洛阳数据中心工
程完工并投入使用；三大中心全部竣工后将新
增机架 3万余架、可部署服务器 15万余台，机
架规模和装机能力均将大幅提升。同时，按照

“省级建设、地市接入”的方式，以省级大数据
云计算中心为核心，地市作为接入节点，先后
建成开封、南阳、安阳、信阳、濮阳等18个大数
据云计算中心，形成了“1+N”的分布式云资源
池架构，改变了原有“烟囱式”的信息化建设模
式，逐步形成了基础设施资源按需分配、安全
防护体系分级构建的网络云化管理新局面。

河南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解决农村农
业信息化建设及信息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将有效提升信息扶贫的能力，让贫困
群体共享数字红利。

河南移动推行村级信息服务“有场所、
有人员、有设备、有宽带、有网页、有可持续
运营能力”的“六有”标准，形成了农村区域

“网络优”、“网点多”、“人员足”、“服务广”的
独特优势。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河南移动在全

国率先实现省内所有行政村的 4G 网络全覆
盖，农村行政村有线宽带覆盖率也达 87%以
上。截至目前，已经实现 2822个贫困自然村
4G网络覆盖、1127个贫困自然村光纤宽带覆
盖、1500余户贫困家庭的电商培训，下一步将
继续加大资源投入，着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精准实施信息脱贫攻坚。

在农村渠道建设上，河南移动利用遍布乡
村的渠道优势，与省农信社、中国银行、物流公
司开展了异业合作，提供小额存取款、快递代

收等便民服务，服务广大农民朋友。
河南移动还与各地扶贫部门结合，先后建

设应用了濮阳精准扶贫项目、商丘精准扶贫服
务平台、南阳桐柏“创客”信息化平台、三门峡
卢氏扶贫信息平台等，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
果。濮阳精准扶贫项目涵盖“大数据分析平
台、管理后台、手机客户端”三部分，分别满足
了基层扶贫干部、后台管理人员等在信息采集
查询、帮扶活动记录、经典案例分享等的不同
需求。

今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规划中明确提
出要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提高农业综合信息
服务水平；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智慧农业
工程和“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

河南移动早早布局“农业云”，加快建设农
业信息综合数据库和信息服务支撑系统，推动
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快农
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力城乡
一体化发展。

目前，河南移动相继推出了自动管理、自
动生产、信息服务、电子商务 4类应用和基于
云平台的“农信通”、“豫农信”等25项产品，客
户数量超过600万。此外，“防汛大喇叭”已实
现省内行政村的全覆盖，有效助力农村防汛预
警体系更加智能便捷高效。

河南移动为许昌供港蔬菜基地提供的“智
慧农业”项目，实现了农业生产数据自动采集、
设备远程控制及食品溯源等功能；郑州、三门
峡等地的智慧大棚、自动灌溉等项目，实现了
农业生产服务的网络化、平台化和智能化。

河南移动还加大农业物联网应用，采用
“政府主导、移动建设、购买服务”的共建模式，
河南移动负责农业物联网监测系统平台、传感
器、终端及线路等设备的建设，各级农业管理
部门率先试点购买服务，发挥示范效应以点带
面促进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移动还利用信息化手
段助力环境治理。针对秸秆焚烧监管难题，河
南移动2016年 5月推出“蓝天卫士”项目，“蓝
天卫士”电子监控系统利用在基站铁塔顶端安
装的高清网络球机摄像头，实现对监控点周边

数公里范围内农田和农民居住点的 360度 24
小时的全天候监控，系统可自动采集图像信
息，如发现疑似火点可自动报警，并将采集到
的监控信息通过专线及4G网络实时传送至监
控中心平台和监控责任人手机终端。蓝天卫
士全省建设摄像头 2万多个，实现了省内 108
个县（市）和 1892个乡镇的全覆盖，有效提升
了秸秆焚烧监管效率。在2017年秋季重点时
段，我省首次实现了卫星监测秸秆焚烧零火
点，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蓝天卫士”在其中立
了大功。

下一步，河南移动将加大“蓝天卫士”“河
长制”“互联网土地执法监察平台”等重点信息
化项目复制推广和优化升级，高效支撑全省蓝
天、清水、净土行动，用信息化武器保卫“老家
河南”的碧水蓝天。

智慧城市
从样板到标杆

智慧河南 从感知到网络

智慧乡村 从全网覆盖到精准扶贫

农业信息化 从农业云到智慧农业

惠民利企 从提速到降费

河南移动改革发展史

河南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成立

1999年8月16日

河南移动客户规模突破500万户

2002年 10月

河南移动客户规模突破1000万户

2004年5月 16日

河南移动建成首个3G（TD-SCDMA）
网络，并打通省内第一个3G移动电话

2009年3月

河南移动4G正式商用

2014年5月

河南移动4G客户超越100万户

2014年8月 15日

中国移动（河南）数据中心项目开工建设

2015年5月

河南移动 4G网络实现省内全覆盖,4G
客户突破1000万户

2015年7月

河南移动发布“和家庭”品牌

2015年9月

河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深入推进河南“互
联网+”发展

2015年 11月

河南移动成功中标河南省“政务专有
云”项目,取得了独家承揽省级“政务专
有云”项目主中心的建设权

2017年2月

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2017年9月 1日

河南移动物联网（NB-IoT）在河南全面
商用

2018年5月 15日

河南省发改委和河南移动正式签署《推
动河南5G规模组网及应用示范发展战
略合作协议》

2018年5月

河南移动4G客户突破4000万

2018年7月

河南移动在郑州龙子湖智慧岛建成5G
基站，实现5G环岛覆盖，助力河南进入
5G时代

2018年 10月

7月 3日，河南移动举行以“新时代、新生态、新跨越”为主题的合作伙伴大会暨4G用户超越4000万见证仪式，展示了河南移动强大的生态
圈建设能力，有效助力河南网络经济强省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