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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辉煌新篇章

匠心网络领跑5G时代

河南联通，让未来无限生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萍 通讯员 张军 高光辉

全新5G品牌5Gn发布
河南5G发展按下“加速键”

今年4月，以“联通5G，共见
未来”为主题的中国联通全球产
业链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世博中
心盛大开幕。中国联通在会上发
布了全新的5G品牌标识“5Gn”及
主题口号——“让未来生长”。充
分诠释了联通5G致力科技创新、
赋能行业的态度以及给用户带来
无限精彩体验的品牌精神和品牌
理念。

河南联通与中国联通集团同
向发力、同频共振，全力推动5G
实验网建设，创下了河南5G实验
网建设的诸多先例：携手北京邮
电大学在许昌建设国家5G重点
实验室，打造全国首个“5G泛在
小镇”，助力许昌打造河南乃至全
国的 5G技术试验田；中国联通
5G重点实验室成功落户郑州，在
中原数据基地挂牌成立。

一直以来，河南联通持续加
速5G网络部署，截至目前郑州已
部署810个5G基站，初步实现重
要体育赛事场馆、知名酒店、二七
广场、CBD等密集人群的场所，火
车站、高铁站、飞机场和重要旅游
景点的5G网络全覆盖。

全力奔跑
让用户更快用上5G网络

为了让用户早日用上5G网
络，河南联通还为用户“量身定
制”，打造了多个能够亲身体验的
5G应用场景。

去年12月，河南联通率先在
全国的红色教育基地——红旗渠
部署了5G网络，率先发布5G+
VR全景直播、5G+AR慧眼、5G+
AI旅游服务、5G+社交分享等一
系列5G智慧旅游应用。正是有
了河南联通 5G技术的植入，让

“红旗渠”这张河南名片焕发出了
新的生机。

今年2月，河南联通携手华为
公司，在郑州高铁站打造了首个
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 5G 体验
厅。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
可以亲身体验云VR技术、超高清

8K视频、蓝光视频、智能机械
手等各种精彩炫酷的 5G 应
用，感受创新之妙，体会5G带
来的不仅是网速的极大提升，
更是生活的极大改变。

5月17日，河南联通与郑
州地铁集团共同打造的全省首
个5G地铁站“紫荆山站”揭牌，
更是开启了5G地铁建设新篇
章,揭牌仪式上，主持人在紫荆
山站打通了中部地区首个地铁
站内5G高清视频电话。本次
5G电话的成功接通是郑州联
通继5G+VR、5G+AR、5G+
4K、5G+智慧交通、5G+智慧
急救等领域试验成功后的又一
项突破，标志着郑州联通5G已
成功具备端到端的网络接入能
力，5G网络商用又进一步。

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
会日期间，河南联通举办主题
为“‘五新’联通5G先锋”的公
众开放日活动。社会各界人
士走进河南联通，切身感知

“五新”联通的勃勃生机，不仅
从河南联通公司看到我省发
展5G产业的光明前景，更感
受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信息
通信业的飞速发展。

多领域全面开花
河南联通走出5G“新”路

在建设5G匠心网络的同
时，河南联通面向交通、医疗、
教育、旅游、工业制造、城市治
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因地制
宜，加快构建独具特色的5G
产业生态体系，全面布局5G
行业应用。

5G+智慧交通
5月18日，河南联通携手

中国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司，
与宇通客车在郑州签订“智能
网联5G/V2X联合实验室”合
作框架协议，共建智能网联
5G V2X联合实验室。这是
河南联通继为宇通客车开放
式自动驾驶公交线路提供5G
服务之后的又一重要举措。

值得关注的是，河南联通
还携手合作伙伴打造了河南

首辆5G智慧公交车，并成功
开通了 44路 5G公交线路。
依托5G网络，实现公交车内
实景高清摄像头、公交车站摄
像头、交通路况摄像头实时监
控，也可在行驶途中实时播放
新中国 70周年庆典活动直
播。不仅如此，乘客更能近距
离享受5G高速上网体验。

5G+智慧城市
今年5月，河南联通与郑

州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新型智
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全面
支持郑州“新型智慧城市”和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助力郑州
市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事业
发展。随后，郑州市金水区未
来路街道与郑州联通率先响
应战略合作，于5月23日举
行智慧街道合作签约暨5Gn

联合创新实验室揭牌仪式。
这是河南省成立的首个智慧
街道 5Gn联合创新实验室。
河南联通5G赋能智慧应用，
对推动智慧党建、智慧城管、
智慧交通、智慧救援、智慧巡
防、智慧楼宇、智慧治污、智慧
政务向更高水平、更深广度迈
进具有深远影响。

5G+智慧工厂
中国联通和格力电器（郑

州）有限公司在郑州建立5G
创新应用联合实验室，双方发
挥各自资源和技术优势，基于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
打造全国领先的家电产业5G
智慧工厂示范区。通过5G+
MEC的研究验证，解决生产
制造过程中工厂无有效监控
手段、生产机器无法实时精确
远程控制和人工检查产品质
量效率低等问题，同步挖掘
5G更多智能制造场景应用落
地。以5G为抓手加快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实现包括智能工厂、智能
生产、智能物流和智能服务等
全过程的智能化创新应用，将
格力电器（郑州）有限公司打
造为智能制造的创新基地。

5G+智慧医疗
今年4月，河南联通与洛

阳市中心医院签署了《洛阳市
中心医院5G智慧医院暨5G
智能物联网基地合作协议》。
标志着河南首家5G智慧医
院正式落户洛阳市中心医院；
5月10日，郑州联通与郑州
市中心医院、郑州市紧急医疗

救援中心联合启动中部地
区首个5G智慧急救和首
个5G医疗急救联合创新
实验室建设，携手打造5G
远程急救诊断指导系统及
5G急救联动系统；8月 2
日，河南省人民医院与河
南联通签署战略合作，携
手打造5G智慧医院。

河南联通在智慧医疗
方面一系列的动作，加快
了 5G 智能医疗物联网、
5G远程医疗在河南的发
展，催生了河南的5G智慧
医疗生态联盟，让河南的
医疗运行更安全、就医更
便捷、看病更高效，更好地
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看
病就医的新需求。

5G+智慧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自省教育厅与河南联
通2014年首次开展战略
合作以来，双方在省、市、
县、校等多个层面，推动教
育信息化平台建设、信息
资源共享、信息化应用推
广等取得了积极成果。

4月，郑州联通携手河
南工业大学率先开启了全
省首个5G智慧校园和首
个校企共建5G联合创新
实验室建设，携手河南工
业大学建设新“智慧工
大”，深耕5G智慧校园建
设和5G+教育系列应用研
发，标志着我省在5G与教
育领域的跨界合作迈出了
新的坚定的步伐。双方在
5G创新应用场景、方案、
标准、课题、产品的研发等
方面深度合作，将进一步
提升工大教育信息化建设
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加快
5G新技术、新业务、新模
式的转化和应用实践。

写在最后：
4G改变生活，5G改变

社会。5G时代全面到来
后，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全面
而精彩的万物互联时代。
未来，河南联通将继续打造
匠心网络、匠心产品和匠心
服务，充分发挥自身5G资
源优势，努力提高河南5G
产业研发力量，推动河南
5G产业发展，谱写智慧河
南5G时代新篇章。

核心提示 | 新中国
成立70年来，我国通信
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通信业务推陈出新、通讯
方式日新月异、通信技术
迎头赶超、通信能力持续
提升。尤其是十八大以
后，国务院、工信部先后
制定“宽带中国”战略，推
进“网络提速降费”等政
策实施，我国已建成全球
最大固定网络和移动网
络，“网络强国”建设目标
稳步推进。

中国联通河南分公
司（以下称河南联通）充
分发挥网络、资源、人才
和系统集成等优势，先后
参与了“智慧中原”、国家
农村信息化示范省、河南
省政务云、“智慧党建”等
重大信息化项目建设。
以中原数据基地为核心，
IDC、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平台和业务能力
居行业领先地位，信息化
创新与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

5G浪潮下，河南联
通始终走在 5G发展前
列：全省 18个省辖市均
已开通联通5G试验站，
联通5G基站铺设数量不
断攀升，中国联通通信技
术实验室落户郑州，河南
联通和北京邮电大学、许
昌市联合打造全国首个
“5G泛在小镇”……无论
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还
是5G新业务的应用推广
与合作上，河南联通都致
力于加快5G在河南的布
局与优化，让5G早日“飞
入百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