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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移动：为“天鹅之城”插上智慧双翼
——5G赋能三门峡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侧记

9月14日，三门峡上阳路移动营业厅，
在 5G手机终端区和 5G家庭智能化体验
区，客户王女士和朋友正在体验5G、千兆
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为了给客户提
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业务体验，目前三门
峡移动已对4家核心营业厅进行统一升级，
上阳路营业厅是第一个新型5G智慧厅。

以客户体验为中心，“产品多样化、营
销融合化、业务便捷化、服务智能化”，新
型 5G智慧厅是一个集业务办理、手机销
售、智能潮品、5G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应用
体验馆，客户在这里可以感受到 5G已经
从概念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除了 5G网络带来的无线千兆快速
体验，在固网千兆—家庭宽带方面，三门
峡全区共有3600余个小区已具备千兆接
入能力，2020年，我们将投入1000万元，

打造百个千兆标杆小区。”尚云鹏说，“全
千兆”整体解决方案，将从上网体验到内
容生态，为三门峡百万家庭构建远程办
公、网上课堂、休闲娱乐等优质的一站式
智慧家居体验服务。

出门在外，使用 5G 手机，可享受无
线千兆服务；回到家里，千兆宽带覆盖，可
尽享万物互联。真正实现大屏小屏联动、
有线无线协同的全屋智能服务。为此，三
门峡移动已经培训了 200多名智慧家庭
工程师，为家庭客户全方位提供智能生活
服务。

出彩河南
企业企业

2019年10月，河南移动与三门峡市人民政府签订5G新型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我是党员我先上！”
——记全国抗疫先进个人、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感控办主任乔瑞云

□王雪红 汤剑燕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医务人

员，能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能

亲眼看到、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做重要讲话，我感到无上光荣、无

限自豪和无比激动。这不单单是

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对河南、对三

门峡抗疫精神的褒奖。”

——乔瑞云

临危受命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席卷
神州，三门峡市中心医院作为公立三
甲综合医院，也是三门峡唯一的市级
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肩负着全市
确诊病例的医疗救治任务。

疫情发生后，54岁老党员、医院
感控办主任乔瑞云，带领同事，日夜奋
战在发热门诊、隔离病区等抗疫一线，
承担发热门诊、隔离病区改建，培训全
院医护人员疫情防控知识，指导一线
人员穿脱防护用品等重任。

2 月 15 日 11 时 29 分，乔瑞云正
在一线工作，接到医院党委书记潘华的
电话：“接到上级指令，你半小时后前往
武汉，看你还有啥困难？”乔瑞云回答：

“书记，收到！我马上整理行装！”
乔瑞云放下电话，边脱身上的白

大褂边打电话让爱人准备换洗衣服。
25分钟后，她已赶到三门峡高速路口。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
援鄂的准备，可一想到她今年 54 岁
了，体重还不到 100斤，走得匆匆，都
顾不上和我们这些共事 30年的老姐
妹打声招呼，我就流泪了……”乔瑞云
的同事说着，眼泪直在眼眶里转。

当天下午 3时，她赶到郑州与大
部队会合。现场有人点名：“三门峡乔
瑞云！三门峡乔瑞云！你从现在起就
是河南第八批援鄂医疗队感控组组
长！你的任务是负责105名队员的防
护安全，一定要跟随他们进舱，一定看
着他们穿脱防护用品，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规矩、严格管理，一定要把他们一

个不少地安全带回来！”
“领到任务，我能体会到领导担心

队员们安全的心情，我一边答应着请
领导放心，一边开始思考怎样着手应
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乔瑞云说。

在飞机上，乔瑞云仔细观察着身
边的每一位队员，他们分别来自三门

峡、漯河和许昌，都是临危受命，怎样
才能保护好大家的安全？她的脑海里
瞬间跳出来了八个字“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立规矩，定铁律，确保人人遵
守，才能保护好大家。

铁律三条

当晚9时许，落地武汉。赶到驻地
开完碰头会已是第二天凌晨1时多。

一大早，乔瑞云和八队队长参加
交接会，她现场查看江汉方舱医院的
环境，并主动和舱内医疗队员交流取
经。

江汉方舱医院是武汉最大的方舱
医院，当时收治了1600多个病人，河南
第八批援鄂医疗队负责300多个病人。

防护不好不准进舱！保持1米安
全距离！不戴口罩不准外出……

乔瑞云因地制宜迅速制定出铁律
三条和注意事项九条以及驻地消毒流
程和就餐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管理措
施，同时组织大家培训。当她得知，有
的队员防护服带得不足，她马上拿出
自己准备的防护服，在驻地走廊现场
指导队员穿、脱防护用品。

每天 6 时 30 分、14 时、20 时、凌
晨2时四班运转。乔瑞云带领感控组

成员每天坚持上满四个班。
在方舱医院更换防护用品的帐篷

里，等上一班出舱队员脱防护用品，带
他们回驻地休息；接着再护送下一班
队员进舱。每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
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一天睡眠时间不
足3小时。每天把最后一批队员送进
舱，往往已是凌晨3时多。

班次完全打乱了她的生物钟。“我
再苦再累都不怕，也从没想过个人安
危。但我最担心的是队员的安全，哪
怕是一场小小的感冒，就是一心只想
着做好队员的防护。”乔瑞云说。

平安凯旋

3月 9日，开放床位最多、收治人数
最多、出院人数最多的江汉方舱医院成
功休舱。19日，河南第八批援鄂医疗队
105名队员一个不少平安凯旋！

23个昼夜里，乔瑞云带领感控小组
累计跟班138次、指导队员穿脱防护用
品688人次，成功取得医护人员“零感
染”、救治患者“零死亡”、安全救治“零事
故”、治愈患者“零复阳”的骄人成绩。

“我是党员我先上！”不忘初心，使
命必达，乔瑞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

作为河南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年龄
最大的队员，乔瑞云被队友亲切地称为

“战地守护神”。
2月 26日，她作为首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表现突出的共产党员，
受到河南省委组织部通报表扬。

9月 8日，她作为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
家表彰。

“集结精锐，随时听候国家召唤”

疫情发生以来，三门峡市中心医
院先后派出四路人马投身抗疫一线，
一路人马坚守三门峡，勇做家乡人民
的健康守护神；感控专家乔瑞云驰援
武汉，守护援鄂医疗队员的安全；朱云
朋、王铭、秦雄杰、高荣芳先后两批奔
赴北京机场，严防境外输入风险；赵寅
佳、刘云鹏、王帅军奔赴郑州，严防境
外输入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
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
伟大抗疫精神。全院医护人员要人人
自觉当好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践行
者，要将伟大抗疫精神贯彻落实到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三门峡市中心
医院党委书记潘华表示。

“作为一名普通的医务人员，作为
卫生战线一名老共产党员，有生之年能
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我充满自豪；
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把广大医务人员
称作最美的天使和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时，我热泪盈眶。我想我获得的这份荣
誉应该属于所有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
我将继续发扬伟大抗疫精神，在感控岗
位上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乔瑞云说。

乔瑞云与援鄂医疗队员一起平安凯旋

乔瑞云与援鄂医疗队员在方舱医院合影

乔瑞云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表
彰并留影

乔瑞云（左二）参加省委召开的出席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先进
代表座谈会

□王雪红 曹东静

百舸争流，勇立

潮头。

2019 年 2 月 1

日，三门峡移动开通

了第一个5G基站，拉

开了三门峡 5G 时代

序幕；4 月，5G 首次

亮相三门峡“两会”提

供服务保障；5 月 ，

5G 网 络 成 功 直 播

“横渡母亲河”活动；

10 月，与三门峡市人

民政府签订了 5G 新

型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合作协议。

2020 年 1 月 9

日，三门峡移动5G网

络实现商用，三门峡

成为我省最早 5G 覆

盖延伸到县区的地

市。9月 2日，三门峡

移动“全千兆”城市发

布，全方位展现千兆

5G、千兆宽带、千兆

WiFi、千兆应用、千兆

服务的“全千兆”整体

解决方案。

一年多来，三门

峡移动把加快 5G 建

设发展作为国有企业

责任使命，全力助推

三门峡 5G 新型数字

经济高质量转型进

程。

精密织网精密织网，，高标准夯实网络能力高标准夯实网络能力

9月 1日，三门峡市中心商务区迎
宾大道，三门峡移动大数据云计算中
心，笔者看到，在现代化的数据中心机
房内，高标准配备着 5G 网络设备、云
平台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和容灾备
份、防病毒网关、态势感知系统、威胁
感知系统等各种网络安全设备。

“这个大数据云计算中心总投资
1.64 亿元，总面积 8000㎡，2017 年已
经投入使用，是我市目前建设标准最
高、面积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云计
算数据中心机房。目前正服务三门峡
市政务云、财政局电子支付、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等项目。”三门峡移动网络部
经理杨丽娜介绍。

为进一步提升能力，三门峡移动克
服重重困难，仅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三门峡大数据云计算中心扩建工程建
设。“目前，三门峡本地服务能力达到
280个业务机柜，出口带宽 400Gbps，

可提供计算核心1224个，内存6722G，
存储 150T。同时，还可共享河南移动
省内 20个云资源大数据中心，为三门
峡提升城市综合竞争能力和软实力提
供重要基础和强大支撑。”杨丽娜说。

大数据云计算中心顶楼设置着一
个标准化的 5G基站。像这样的 5G基
站，三门峡移动已投资 1.5 亿元，建设
了 403 个，实现了市区城区及县城覆
盖。

“目前，三门峡移动完成了5G SA
独立组网用户面建设，已经具备满足
全市工业化应用（2B模式）和大众用户
应用（2C模式）下 5G基站及工业应用
业务的独立承载条件。今年 10 月底
前，我们计划再投资 5600 万元建设
170个基站，完成后三门峡移动 5G基
站将达到573个，实现全市县城以上区
域深度覆盖。”河南移动三门峡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尚云鹏介绍。

55GG赋能赋能，，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8 月 26 日，三门峡文博城，河南省

“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深度行三门
峡站的现场，灵宝寺河山“5G苹果小镇”
VR情景体验吸引了嘉宾们的眼球，远处
的青山、规范的果园、红彤彤的苹果，流畅
的画面逼真地展现在眼前，让人仿佛置身
于小镇的现场。

“5G+VR直播是利用5G技术将精确
的3D世界影像实时传回平台，游客通过手
机打开链接，就可以参观苹果小镇全景了。”
三门峡移动公司政企部经理高乐介绍。

灵宝寺河山“5G苹果小镇”，通过5G高
科技不仅让客户远程游览寺河山风景、近距
离观看果树、果实，体验寺河山苹果小镇四
季美景，打造5G+农业观光游，将来还要通
过5G体验展览馆、无人采摘、无人驾驶体验
等应用，实现5G与苹果种植产业、旅游、无
人驾驶技术等的全面融合。

在三门峡，灵宝市寺河山“5G苹果小
镇”是 5G+智慧农业的示范，开祥化工则
是5G+智慧工业的示范。

“现在维修设备故障，通过便捷式高
清视频监控，就可以获得外地专家实时远
程指导。”开祥化工技工张师傅说，“这个
便捷式高清视频监控不需要有线电源，可
以随时搭建布控，对我们日常安检布控、

远程指导非常有用。”
“5G网络具有超高速率 、超大连接、

超低时延的特点，对于4K乃至8K超清视
频有着良好的承载能力，对企业应急响应
调度、日常安检布控等场景都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高乐说，开祥化工日常运营需要
3000余台电机，重要部位电机一旦出现故
障有可能造成整厂停产的事故，下一步，将
实施5G电机点检，给企业运行中的电机安
装传感器，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电机的运
行温度、振幅等关键数据，出现异常可即时
通过5G模块回传至调度中心，真正实现电
机运行的无人“心电监测”。

灵宝寺河小镇、义马开祥化工5G信息
化项目只是三门峡移动助力传统企业转型
的两个场景。在5G+融入百业方面，三门
峡移动已与三门峡市政府、陕州区政府、卢
氏县政府签订了5G战略合作协议。同时，
结合三门峡特色产业，正与河南速达、卢氏
京东方、陕州二仙坡、豫西大峡谷等40余
家企业紧密沟通5G+合作项目。其中，与
河南骏通车辆合作的5G智慧厂区项目于
2020年 8月入围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5G“绽放杯”河南
决赛项目，荣获优秀5G应用项目奖，是三
门峡唯一获奖项目。

全千兆覆盖全千兆覆盖，，智慧生活触手可及智慧生活触手可及

三门峡移动云视讯在卢氏县中医
院应用场景

三门峡移动工作人员在开祥化工
优化5G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