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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奋奋 十年砥砺前行，十载春华秋实。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移动通信从 3G 跨

越至 5G，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覆盖最

广、质量最优的 5G网络。在此过程中，

中国铁塔“因共享而生，因共享而兴”，

助力 5G 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全面提

升，推动“通信塔”“社会塔”双向开放共

享，经济高效支撑我国移动通信基础设

施从落后走到领先。

2014年 11月 6日，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铁

塔”）成立。八年来，河南铁塔深耕中原

大地努力当好国家队、主力军，推动中国

铁塔“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在河南落地生

根壮大，全面服务河南 5G建设、数字化

转型和绿色能源发展，助力河南网络信

息基础设施跃升全国第一梯队，为建设

出彩中原筑牢“数字基石”。

八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河南铁塔在

豫完成了一系列具有前瞻开创意义的成

果，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率先落

地中国铁塔5G技术创新中心、首创三家

运营商地铁隧道5G全覆盖、打造郑州奥

体中心全国最大5G室分系统、成立集团

首家动力电池回收与创新中心、建成全国

最大的轻型电动车换电运营网络……一

桩桩创新探索和标杆应用，为中国铁塔转

型发展提供了生动的样本。

□陈辉 曹丽

河南铁塔：八年奋勇争先 智绘数字中原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的《数字
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河南在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位居全国第一梯队。

这一成绩的跃升，河南铁塔功不可没。作
为全省5G新基建的主力军和国家队，河南铁塔
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多快好省”推进全省5G基
础网络建设步伐，助力我省5G网络建设走在全
国前列。

2019年 11月我国 5G启动商用以来，河南
铁塔已累计在豫投资53.91亿元，新建、改造5G
通信基础设施 11.1万个，5G覆盖地铁 11条，里
程累积 227公里，室内分布覆盖 1.4 亿平方米，
助力电信运营商实现全省县级以上区域 5G网
络连续覆盖。

5G 建设过程中，河南铁塔秉承“能共享不
新建、能共建不独建”的原则，持续推进低碳绿
色高效的共建共享建设模式，通过精细化的设
计方案，提升塔体承载能力，实现全省 97%的
5G建设需求通过共享存量资源来满足，大大节
省了行业建设成本。

我省5G快速建设的这几年，恰逢河南“米”
字形高铁建成收官之时。在郑济高铁 5G网络
覆盖中，河南铁塔克服水灾、高温、疫情反复、物
资缺货，历经两年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399个基
站的建设任务，为“米”字形高铁5G信号全覆盖
画上圆满句号。

在郑州地铁项目建设中，河南铁塔更是大
胆创新，研发投用多种技术方案，为全国地铁场
景的 5G覆盖提供了样本。在郑州地铁 10号线
建设中，率先完成 4缆建设模式突破，实现了省
内首条无人驾驶地铁线路5G高质量覆盖；在郑
州地铁 10号线开展了全国首个单缆双流 MI-
MO、4.9GHz隧道覆盖等试点建设，进一步提升
了隧道内 5G网络速率；在郑州地铁 5号线投用
新型 5G 漏泄电缆、5G 增强型馈线连接器、5G

“E”站等多样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打造了全国
首条三家运营商5G同时覆盖的地铁线路，获评
《通信产业报》“5G发牌一年十大 5G典型应用
案例”。

创新是第一驱动力。中国铁塔 5G技术创
新中心落地河南以来，已累计递交专利申请 20
多项，参与多个重点工程网络技术攻关，开发出
多样化的5G室分产品应用于项目建设。

在郑州高铁东站，河南铁塔在候机厅打造了
“5G魔方基站”，不仅承载多套网络系统，还能利
用站体资源实现信息发布、WiFi联网等功能。

在郑州奥体中心，郑州铁塔通过宏微协同、
室内综合覆盖方案创新，社会资源利用率达到
100%。作为当年全国最大的 5G 室内覆盖项
目，荣获《通信世界》颁发的 ICT助力“新基建”
优秀解决方案。

由平顶山铁塔联合北京邮电大学创新研发
的“中骏世界城 5G+室分地下北斗定位项目”，
将5G与北斗组合式定位算法结合，实现亚米级
车辆定位及导航、一体化无缝感知及预约、反向
寻车等功能，一举荣获2022第五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河南赛区一等奖。

凡有人烟处，皆有通信塔。五年来，河南铁
塔奋勇争先勇创一流，不断夯实网络信息基础
设施，推动我省高标准建成一张覆盖全省城乡
的 4G、5G精品网，有力支撑了河南通信枢纽建
设和数字经济发展。

八年成长，河南铁塔始终牢记“国之大
者”，和河南人民风雨同舟，不管是通信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还是面对疫情灾情
的双重考验；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都会义不
容辞、冲锋在前，全力以赴守护通信网络生命
线，争做保障民生的急先锋。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铁塔主动融入全
省脱贫攻坚大局，埋头苦干走在前列。“十三
五”以来，河南铁塔在农村网络信息扶贫工程
方面累计投资 65.38亿元，新建改造基站 9.3
万个，承接三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程，积极
推进农村4G网络覆盖工程及乡镇5G网络工
程建设。

在伏牛山间、太行山下、红旗渠畔，铁塔
人跋山涉水，为无数偏远山乡送去了信息网
络设施。一座座耸立的铁塔基站，送去的不
仅是暖心的网络，还由此缩小了城乡数字鸿
沟，无数村民因“数字红利”而改变命运走向
更美好的生活。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河南铁
塔顶压前行逆行而上，统筹疫情防控和5G建
设，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公司运营不停摆、
通信支撑不掉队、服务质量不下降、业务发展
不间断”，为疫情防控筑起“通信生命线”。

在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防汛救灾中，河
南铁塔第一时间成立抢先突击队，队员们肩
扛手提冒雨蹚水渡河爬山，全力抢修受损基
站，高峰时投入抢险保障人员 2700多人，每
天 24小时连轴转，以最快速度恢复了郑州、
新乡全城通信。

河南铁塔在郑州打造了全国最大的轻型
电动车换电运营网络，在服务 4万多个外卖、
快递小哥充换电的同时，还践行国企担当，将
充电站点改造为“骑手之家”，为骑手提供

“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伤可用药”
的暖心港湾，推动解决新业态劳动者在组织
建设、技能培训、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的急难
愁盼问题，用铁塔“家”文化呵护劳动者的小
幸福，成为郑州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

一路奋斗一路歌。河南铁塔成立这些
年，是河南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几年，智慧
城市万物互联、智能工厂高效绿色、数字乡村
全面铺开，现代化河南的多姿多彩离不开铁
塔的坚实支撑。

“河南铁塔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攻
坚克难勇争一流，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
动建成了国内质量、规模双领先的 5G网络，
打造了一大批在行业领先的标杆应用，离不

开河南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铁塔的支持和
认可。”回顾河南铁塔风雨兼程的奋进足迹，
河南铁塔党委书记、总经理薛敬进深有感触
地说，能在河南这片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发
展潜力的沃土上和铁塔人携手同行、奋发进
取，为建设出彩中原贡献铁塔力量而倍感充
实和自豪。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通信行业迎来了新的重大的历
史使命。”薛敬进说，河南铁塔将进一步发挥
好国家队、主力军作用，深度融入河南发展大
局，以高水平共建共享推动 5G建设，持续打
造“数字塔”赋能千行百业，不断壮大智慧能
源业务服务“双碳”战略，为现代化河南建设
贡献更大力量。

“双碳”目标为中国铁塔带来了新的机
遇，河南铁塔立足资源和能力优势，针对不同
行业提供换电、备电、保电、充电、储能及综合
能源管理等多元化智慧能源服务，实现新能
源“出行全场景、业务全覆盖”，为中国铁塔能
源战略探索出多个标杆应用。

在充电领域，河南铁塔率先打造一张覆
盖全域的高速充电网络，服务绿色出行。铁
塔能源聚焦运营车辆提供服务，与公交公司
合作，建设专用充电站，服务公共交通体系；
与出租车、网约车、物流车等企业合作，提供
专属充电服务；建设重卡专用充点站，拓展细
分市场；与蔚来等新能源厂商合作建设换电
站，拓展日常出行充电市场。在充电场站，铁
塔还提供休息、餐饮、洗车、泊车、出行、金融
等一站式服务，与用户共享新能源、新技术、
新生活、新业态。

三年来，铁塔能源已在河南省内建设汽
车充电场站 459个，在省 18个地区 100多个
区域形成一张全程全网的高速充电网，为新
能源电动车提供畅行无忧的出行服务；在全
省多地小区内部署低速电动车充电端口超过
100万个，服务居民超过350万；为金融机构、
公安交警、石油石化、医疗卫生等政府机关和
企业提供备发电服务点位超过 2万个，不仅
提供了便捷、安全、智能的充电服务，更助力
碳排放年度减少5万多吨。

前瞻布局，紧抓“储能”市场黄金窗口期，
河南铁塔还探索出“储能、绿能、节能”+“电力
交易、虚拟电厂”的用户侧多价值复合的“综
合能源”发展新模式，为铁塔能源不断叠加新
优势。

目前已在河南建成首个微电网光储充一体
化项目，使用客车退役动力电池大PACK原包、

定制BMS、直流远供设备，解决了充电场站和
周边基站的绿色用电、降碳节费等问题，有效节
约用户电费。去年以来，河南铁塔还紧抓电力
市场化改革机遇，将储能探索的触角向工业园
区、工商业企业用户延伸，先后在省内周口、新
乡、济源、郑州、洛阳落地了分布式储能试点，总
装机容量1.9MWh，打造能源经济新动能。

此外，河南铁塔还依托在通信保障领域
的独特地位，打造专业保电服务的“国家
队”。从服务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用电开始，河南铁塔用专业化的备、
保电服务保障省内外近百场大型活动；聚焦
金融、医疗、公安、教育、通信、石化等16个重
点行业，提供“备电+发电+监控+维护”四位
一体的不间断供电综合解决方案。如今，“河
南铁塔保电备电服务”已在社会上形成了优
秀口碑，业务范围从中原大地走向全国。

“因共享而生，因共享而兴”，在数字中国
战略下，河南铁塔以遍布全省的铁塔站址为
支撑，依托“物联网+互联网”，变传统“通信
塔”为“数字塔”，为千行百业装配“千里眼”

“顺风耳”“智慧脑”，全面推进由“行业共享”
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深程度的“社会共
享”迈进。

由河南铁塔与信阳新县合作打造的“畅
游新县”5G+智慧文旅项目，利用铁塔站址挂
载全景摄像机，结合 VR、AI、云计算、大数
据、边缘计算等新技术，实现 5G慢直播、VR
党史云游、文旅服务、商贸扶贫等功能。如
今，信阳铁塔已在新县“九镇十八湾”布放了
铁塔高位监控和塔体亮化地标，开发了游客
智能服务运营平台，助力新县打造“全国文旅
融合科技示范区”。

河南全省范围内现已建成了11万余座铁
塔，9万多座机房。铁塔的每个杆塔、站址都具

备丰富灵活的挂载与安装空间，具备7×24小
时稳定完备的电力供应和全天候快速响应保
障，是各类应急设备、摄像头、传感器的理想载
体，也是各行业建设智能化网络的天然依托。

河南铁塔与郑州地铁集团合作的郑州市
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高位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为全国首例地铁监控类保护项目。目前，郑
州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6号线、
城郊线、城郊线南延共计 167个点位摄像头
已经上线使用，平均日告警信息 90条，日采
集图像5500张，累计处理险情200多起。

如今，中国铁塔打造了全国统一开放的
“铁塔视联”平台，形成了标准规范、按需定制、
丰富多样的“铁塔视联”产品，建立了有130多
种算法的AI算法仓。河南铁塔大力推动“站
址服务+视频监控+算法+平台”在社会管理中
的应用，广泛服务环保、林草、农业、国土、水
利、交通、应急、地震、卫星导航等数十个领域，

全省服务站址达3万余个，大大促进了社会各
行业的共享发展、协同发展、绿色发展。

在南阳邓州市农业农村局监控中心，通
过装在南阳铁塔顶端的摄像头对麦收现场进
行监控，一旦出现烟点、火点等预警信息，平
台第一时间推送、提醒，确保粮食生产“颗粒
归仓”。新乡铁塔为辉县市量身定做了“森林
防火视频监控系统”，全天候、全方位、远距离
监控全市的森林资源，图像实时传送，足不出
户就能用智慧“天眼”守护森林。

依托铁塔基站建设智慧物联网机房，提
升城市智慧管理能力；通过违法抓拍+电子围
栏提供国土执法监控；通过热成像+烟雾识别
提供森林火情监测、报警及处理服务……河
南铁塔在视频监控、动环监控、数据监测等领
域已形成标准化的产品体系，形成了覆盖全
省的数字共享平台，满足千行百业的信息化
需求，有力推动了河南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

加快5G新基建

夯实河南数字底座

抢滩智慧能源 打造绿色产业标杆

共享数字塔 服务千行百业转型

不忘初心使命 担当“国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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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铁塔成立八年来，全面服务河南5G建设、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能源发展，为建设出彩中原筑牢了“数字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