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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移动物联网（NB-IoT）正式
商用发布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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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进5G
行业示范应用，支持5G试点配套建设，加
快推动 5G 规模组网。此次协议的签订，
对深入推进“互联网＋”，加快河南省信息
化进程、提升创新发展水平，推动河南制
造向河南创造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第五代
移动通信规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
的批复》意见，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中国移动将在 12个重点城市建设 5G
试验网与应用示范工程，郑州成为首批
5G试点建设城市之一。

目前，中国移动从核心网、基站、终
端、芯片等端到端全产业链加速 5G 产业
发展。在 2017 年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
伴大会上，中国移动展示了全球首个基
于国际统一标准的“5G 新空口端到端互
通 ”。 该 系 统 工 作 在 3.5GHz 频 段 、
100MHz带宽，下行峰值速率可达 1.3Gb⁃
ps 以上，网络速度比 4G 快 10 至 20 倍；基
于 5G 预商用基站和小型化 5G CPE（小

型化 5G 数据终端）的“5G 端到端系统应
用”，可实时直播 16 路 4K 高清视频业
务。5G 网络具备的超大带宽、超低时
延、超密连接的通信能力让更多的智慧
应用触手可及，可引领智慧城市建设步
入一个崭新阶段。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根据协议，河南
省发改委将积极支持河南移动 5G 网络
规划和建设试点工作，在规划衔接、项目
备案、工程施工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同
时，积极推进政务和公共信息资源开放
共享，支持中国移动（河南）数据中心项
目建设，支持鼓励各地政府和企事业单
位充分利用中国移动（河南）数据中心等
公共数据中心部署信息化应用，鼓励和支
持河南移动进一步拓展 5G 行业应用范
围，促进我省工业、农业、教育、民生、交
通、医疗、能源等行业与 5G 业务深度融
合。河南移动在省发改委的支持下，今年
将在郑州业务应用示范区域建设5G基站
30个，实现端到端典型场景应用示范，并
将根据国家5G标准化进程，与“新一代宽
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课题做好紧密衔接，积极推进河南的

5G 建设和发展，同时围绕工业制造、农
业生产等行业和信息消费领域需求，探
索创新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以智慧医疗
等应用领域为突破口，先行先试，加快推
动 5G技术与各相关行业的融合发展。

据了解，今年河南移动将联合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工程实验室等省
内主要医疗机构，建设国内首批 5G 医疗
应用示范项目，满足应急救援、远程医
疗、院内信息化、院间协同等医疗无线应
用场景需求，重点开展基于 5G 网络的移
动急救、远程会诊、机器人超声、机器人
查房、医疗无线专网、远程医疗教学等应
用研究，实现各种远程医疗技术在 5G 网
络的应用，特别是在车载、航空等移动状
态和野外救援、自然灾害救援等恶劣环
境下的应用，提高医疗机构诊疗的工作
效率，解决患者与医疗机构以及医疗机
构之间的信息采集、业务协同、远程培训
与信息共享问题，为一线临床远程救治
和业务培训提供便捷的信息化手段，努
力打造一批国内具有影响力的 5G 应用
示范标杆，逐步形成行业标准，为医疗行
业发展提供信息化技术保障。

电话、互联网用户双双破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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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中原农
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

成立 3年来，注重打基础、谋全局，加
强风险管控，在监管部门季度风险综

合评级中多次获得“A 类”评级，偿付
能力充足率总体保持 300%以上，远高
于 100%的监管要求，有效保障了公司规
范健康发展。

在经营中，该公司始终坚持合规底
线，以“真保真赔”为核心，对市场上一些
经营不规范行为坚决抵制，做到让政府放
心、让农民满意，完善投诉管理制度，客户
满意度持续提高，净化市场风气，树立了
良好的保险服务品牌形象。在 2017 年保
险公司投诉处理考评中，该公司位列中资
保险公司第一。

创新是该公司发展的“最强引擎”。
据介绍，3年来，该公司累计研发18类266
款险种，形成产品梯次分明、模式因地制
宜、功能丰富多元的业务格局。他们自
主开发的“中原E保”“i中原”等平台，将
GIS、GPS、卫星遥感等技术与业务融合，
以创新驱动提质增效。2016年初，该公
司承担全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受理和追偿职能后，迅速建成覆盖全省
的128个救助站。截至目前，该公司
已垫付资金1.74亿元，是政府购买
服务前基金使用量的4.7倍，居全

国前列，有效调动了医疗机构承
担事故抢救任务的积极性，

及时帮助了 4411 位受害
人，成为社会公共服务

创新的成功实践
之一。（轩明）

以案说法法

●案情简介
金融消费者王某向中国人民银行某市中心支行反

映，称征信报告显示他有一笔2016年的5000元小额贷
款未偿还，贷款机构为某银行旗下小额贷款机构，而自
己并未在该机构办理过贷款业务，如今逾期费用加利息
共需偿还1万余元。他表示，自己当时身份证是处于遗
失状态，贷款非本人操作，所以该笔贷款和利息费用不
应由他承担，且征信报告也应该删除这条不良记录。

●处理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某市中心支行经向贷款机构调查

了解，冒用王某身份证办理贷款的人是其好友，是通
过网络进行的操作。王某表示自己忘记了曾将身份
证借给好友，而好友归还身份证后也未向他说明利
用身份证贷款这一情况，才导致误会的产生。他表
示已和好友协商好，由好友归还借款及逾期费用。
中国人民银行某市中心支行告知王某，在该笔欠款

还清后5年内保持良好信用记录的前提下，5年后征
信报告中这条不良记录将自动删除。

●法律分析
1.《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征信机构

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
终止之日起为5 年；超过5 年的，应当予以删除。在
不良信息保存期限内，信息主体可以对不良信息作
出说明，征信机构应当予以记载。”

2.《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第九条规定：“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
务：……（七）依法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客
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
务……”

在这个投诉案例中，某银行旗下小额贷款机构未
严格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违反了《网络借贷信息中
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之规定，导致王
某身份证件被他人冒用进行贷款，并产生不良信用记

录。

●案例启示
1. 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管

自己的身份证件，防止因丢
失、外借而被他人冒用进行违
法行为。在身份证遗失后，消费
者应当立即去公安部门报案，且
要妥善保管报案凭证，该凭证在
出现非法冒用身份证行为的情况
下，可以证明非本人操作，免除自身
责任。

2. 金融机构在办理相关业务时，
应仔细核对客户的身份证信息，要求客
户签字确认，并对信息进行妥善保存，防
止出现冒用他人身份产生的违法犯罪行
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处）

本报讯（记者 翟国明）5 月 16 日，记者从
河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截至今年4月底，我省电话用户、互联网用户双
双突破 1 亿户大关，标志着我省信息通信业的
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统 计 数据显示，我省电话用户 总 数 为
10102.3万户，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106部，成为
继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全国第四个电话用户突
破1亿户的省份；我省互联网用户总数为10253.3
万户，成为继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之后，全国第
五个互联网用户突破 1 亿户的省份。

会议同时发布了《2017 河南省互联网发
展报告》。该报告显示，2017 年河南省互联网

行业发展呈现出 4 个鲜明特点：一是网民规
模持续变大，年均增速 7%。2013 年以来，我
省网民从 5803 万人增长到 8121 万人，网民渗
透率从 61.7%增加到 85.2%。手机网民从 4886
万人增加到 7918 万人，手机网民占比从 84.2%
增加到 97.5%。二是互联网应用总体水平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网络视频等大流量类应用高速
增长。2017年被调查的25项应用中，除网络新
闻、搜索引擎等 7 项应用的网民渗透率略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 18项应用的网民渗透率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网
上外卖、共享单车等应用均高出全国水平 10个
百分点以上。三是产业互联网基础条件具备，

但是深度融合发展能力有待提升。2017年，河
南省有 95.5%的企业通过固定宽带接入（含
专线接入）互联网；81.6%的上网企业部署
了信息化应用系统，其中仅有三分之一的
企业设置了互联网运维、开发或电子商
务、网络营销的专职团队；制造业企业
拥有智能装备总体比例不足 10%。四
是网络和信息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2017 年我省互联网用户受到的网络
安全威胁呈增长态势，通过钓鱼网
站、假冒 App、伪基站等实施的移动
互联网诈骗案件呈上升趋势，网络
和信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