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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河南电信：发展数字经济 建设网络强省
□本报记者 陈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信业发展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从固定电话、传呼机到手机，从2G、3G、4G网络到即将迎来的5G网络，

通信业一直在引领技术变革和提升人民幸福生活中发展壮大。

作为我国通信业的主力军，中国电信近年来始终致力于为数字经济奠定坚实的网络基础，着力构建智能连接、智慧家庭、互联网金融、

物联网、DICT等五大业务生态圈，推动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充分释放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倍增效应。

2003年5月16日，中国电信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电信）成立。15年来，河南电信扎根中原大地，努力建设网络强省，率先建成

全光网，领先推出千兆宽带，建成一流互联网基础设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河南电信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物联网专用网络，打造万

物互联的智慧河南；通过“互联网+”行动，河南电信实现了与我省工业、教育、医疗、交通等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有效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信息时代，网络是一切互联互通的基石。
中国电信作为全球最大的宽带提供商，服务着
1.6亿户宽带用户和 2.4亿 4G用户。15年前，
中国电信进入河南，开启了河南网络建设的新
时代，率先建成“全光网络”，领先推出千兆宽
带，引领河南互联网基础能力达到全球一流水
平。

2003年 5月，中国电信河南分公司成立，
先后完成固网运营、全业务运营和全光网发
展。2015年 11月 26日，河南电信宣布率先在
豫建成“全光网络”，建成千万级光网端口接入
能力，实现了河南省所有城区、农村乡镇及重

点行政村100%光纤覆盖，推动河南迈入“全光
网”新时代。

2016年 9月 8日，河南电信在洛阳举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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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成省内首个千兆宽
带示范小区。这是千兆宽带产品首次在河南
面向家庭客户规模商用，在国内也属前列，标
志着河南正式迈入“家庭千兆宽带时代”。

去年以来，河南电信加快了千兆宽带小区
的建设步伐。2017年 12月，启动第一期千兆
光纤宽带示范小区，首批在全省建设 56个小
区；2018年 4季度，启动第二期千兆光纤宽带

示范小区，计划建设 82个小区，覆盖各省辖市
城区核心社区。千兆宽带为家庭用户带来全
新的上网体验，不仅下载快、播放快，还将满足
高清电视、智能家居、物联网等更多智慧应用。

宽带提速加速了三网融合的推进,河南电
信发挥自身网络资源优势，不断丰富IPTV产品
内涵，打造电信电视的良好口碑，今年以来，河
南电信在网IPTV用户月均增加10万户以上。

随着 5G时代的加速到来，中国电信大力
抢抓5G机遇。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电信已在
国际组织主导 5G国际标准项目及任务 31项，
获得技术专利 190项，其中 143项获得专利保

护，并在今年6月开全球之先河发布《5G技术白
皮书》。在今年9月举行的第十届天翼智能生态
产业高峰论坛上，中国电信正式启动了 Hello
5G行动计划，并提出了四点主张：共同促进5G
标准成熟、共同打造5G智能网络、共同创新5G
应用模式、共同繁荣5G终端产业。

目前，中国电信已经在国内 6个城市启动
了 5G 创新示范网，在 17个城市整体验证 SA
（独立组网）方案和4G、5G互操作模式，同时已
经打通部分联盟厂商启动 5G的开发项目，在
2019 年将推出 5G 应用成果，首批 5G 应用也
将于2020年上线。

建设一流网络 引领河南互联网基础能力迈向一流

推进智能制造 助力河南产业升级

打造物联专网 建设万物互联的智慧河南

提速“互联网+”
推动信息化与经济社会
深度融合

“互联网+”战略提出以来，给传统生产
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中国电信在运营商
中率先响应“互联网+”行动，携手产业各方
共同打造“互联网+”产业生态圈。

近年来，河南电信坚持以云网融合为核
心，聚焦省市县三级 6821家用户清单，以专
业运营为抓手，以五位一体为支撑，抓赋能、
树标杆、造生态、拓规模，落实“互联网+”行
动，以政务云、工业互联网、教育云、医疗云、
金融非核心业务上云标杆引领纵深突破，“互
联网+”项目成果位居集团北方公司前三名。

中国电信拥有成熟的教育信息化解决方
案。在“互联网+”的推进中，河南电信的“互
联网+教育”行动早见效快，去年 10月，省教
育厅与河南电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
进全省教育信息化建设进程，在改善教育信
息化基础支撑能力、推动教育管理及资源平
台的建设和深入应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构建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提高网络信
息安全防护能力、打造教育信息化试点示范
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全方位合作。目前，
河南电信已建设驻马店市教育云平台、平顶
山市教育云平台、确山县教育云平台、上街教
育云平台等教育信息化项目。以上街区“教
育云”为例，以公有云的模式建设，教育部门
不需要投资任何硬件设备，也不用担心后期
维护，大大降低了教育部门信息化建设费用
和维护成本。

互联网+政务方面，河南电信与省政府
签订智慧城市合作协议，大力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变革民生服
务模式。

互联网+医疗方面，河南电信发挥集团
云网融合优势，利用医疗影像云平台，接入各
地卫健委、医疗体等医疗机构，为医院的信息
化推进提供各项基础能力。

互联网+旅游方面，河南电信与省旅游
局合作开发旅游大数据分析业务，为智慧旅
游开创样本，为游客、导游、景区、旅游监管等
多方提供最及时、最有效的参考建议。

互联网+金融方面，通过云平台聚集效
应、大数据辅助手段，利用产品的差异化、创
新化、专业化，实现金融内外资源运作，助力
金融发展模式转型。

互联网+交通方面，加强与省公安厅高
速交警总队的合作，进一步完善“高速警民
通”平台，实现交通参与者之间信息共享及时
互动，有效解决了恶劣天气出行、突发事件应
急、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等难题，确保群众出行
便捷高效。

今年以来，河南电信“互联网+”发展势
头不减。河南电信承建的省政务云异地灾备
中心启动，通过高可用性、灾难备份及维护优
势，提升政务云运营的抗风险能力；省委省直
工委和河南电信联合打造的“机关党建云”平
台上线，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帮助党员降低
学习成本、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在“互联网+
新消费”上，河南电信通过翼支付携手众多商
家启动“集减新生活”活动，倡导消费者合理
消费；在智慧家庭方面，河南电信推出“智能
组网”，以智能终端和外联设备打造智慧家
庭，满足各类家庭智能化信息服务需求。通
过越来越多的信息化运用，河南电信正努力
打造一个多姿多彩的智慧中原。

新一代物联网(NB-IoT)，又称窄带物联
网，具有低成本、低功耗、大连接、广覆盖等优
势，可广泛应用于智能抄表、智能停车、智能家
居、市政管理、智能制造等领域。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物联网的整体规模将超过1.9万亿元，
而物联网连接中的 70%来自适用 NB-IoT 网
络的应用场景。

中国电信是 NB-IoT 技术的一个重要推
手，在网络部署、平台能力开放以及促进物联
网生态融合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效。自 2016
年底以来，中国电信物联网专网建设全面加
速。2017年 5月，中国电信建成了涵盖 31万
个基站的全球首个覆盖最广的新一代物联网

（NB-IoT）网络，并于 2017 年 6月正式商用，
是国内第一家宣布 NB-IoT 网络商用并具备
全网覆盖能力的运营商。目前已为超过 8000
家的客户提供服务，承载的NB-IoT连接规模
已超 2000万。截至目前，中国电信物联网用
户数已突破一亿。

河南电信依托中国电信强大的天翼物联
运营体系，提供专业化的物联网服务，并联合
产业链合作伙伴，打造我省物联网生态圈。去
年以来，河南电信累计投入数十亿元打造物联
网专用网络。截至目前，已完成河南全省
NB-IoT网络覆盖率达98%以上。

2017年 8月 3日，河南电信、华为公司、新

天科技联合在郑州举办“物联无限 豫响全球
——中国·水行业NB-IoT生态大会”，这标志
着基于新一代物联网技术（NB-IoT）的物联网
专用网络在河南正式投入商用。目前，河南
电信智慧水务项目已从试点转向全面铺开阶
段，在智能抄表领域，驻马店自来水公司、新
蔡自来水公司、永城自来水公司、郑州华润燃
气公司等水务燃气公司通过和河南电信合
作，逐步将传统计量表具更换为NB-IoT智能
抄表，目前已经发展 8万余用户。智慧水务实
现了对终端用户用水大数据的有效分析，为
管理部门提供了高精度、大规模的动态水务
数据，实现更加精准高效的水务管理与调度，

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水务服务的质量与
效率。

在行业应用方面，中国电信协同研发国内
第一台NB-IoT电动车防盗纠章智能终端，合
作建设电车卫士运营管理服务平台，助力政府
破解电动车安全综合管理难题。目前，河南电
信已在郑州、洛阳、开封、三门峡、周口等地实
现电动车防盗系统落地，发展10万余用户。

针对个人消费市场，河南电信重点瞄准定
位追踪、智能家居、健康穿戴等产品，将引入异
业合作的模式，通过平台运营引领业务发展，
让智能、便捷、美观、大方的物联网产品走进千
家万户，加速万物互联，让生活更加智慧。

（本版图片由河南铁塔公司提供）

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到来。
中国电信作为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国家队”，始
终致力于成为工业连接的主导者、工业互联网
平台的运营者和工业双创应用的生态营造者，
充分发挥自身“云网融合”的独特优势，帮助传
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

今年，河南省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出台，提出培育一批工业互联网
平台，推动 3万家工业企业、带动 10万家中小
企业上云，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建设一批功能完善的公共服务
平台。

河南电信积极践行央企责任，抢抓智能制造

机遇，在全省层面设立工业互联网拓展机构，投入
优势资源，明确攻坚方向。在省级层面，以第一名
的身份入围河南省企业上云综合云平台服务商，
为全省企业上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河南电信已协助省工信厅完成8000
家智慧企业创建目标，同时通过平台数据协助
省工信厅审批两化融合星级智慧企业评定，协
助完成清单企业信息收集并迁入中小企业云
平台，助力我省中小企业信息化能力提升。目
前河南电信服务的上云企业、智能制造企业超
过3000家。

今年以来，河南电信已在18个省辖市完成
企业上云对接工作，其中郑州、洛阳、南阳、新
乡等 11个分公司已经联合政府主管部门召开

企业上云推介会，部分省辖市实现了推介会区
县 100%全覆盖，目前联合推介会超过 50场，
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推进智能制造落地方面，河南电信已与
洛阳中信重工、许昌裕同印刷、平顶山天瑞集
团等重点企业签署智能化改造框架协议，部分
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其中裕同印刷智慧工
厂项目，是基础电信运营商建设工业互联网的
一个突破。项目涉及厂区基础承载网工业
PON网络建设、产线数字化改造、物料条码体
系建设、生产仿真以及数字化基础运营等，该
项目的实施为河南电信探索工业互联网发展
蹚出了一条新路，具备较好的复制推广价值。
河南电信与中信重工联合打造的矿山装备工

业行业互联网平台还入选河南省工业互联网
试点示范项目、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
目，成为引领行业的标杆。

放眼整个中国电信，其在工业互联网、智
慧园区、交通物流、智慧企业等领域的应用正
在让传统经济重新焕发生机。目前，中国电信

“翼联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实现了与多家合
作伙伴的平台对接和融合。工业应用和工业
APP已涉及 13个行业和生产、设计、供应链等
六大领域，数量达到上百个，用户数也突破
2000家。通过构建覆盖全国的“五位一体”的
专业工业服务网络，逐步融合形成了以“翼联
工业互联网平台”为龙头，线上线下有效互动
的立体式运营服务体系。

河南电信参加2018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河南电信参加2018年河南互联网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