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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州阿土列尔村，这个曾经与外界联系仅靠一条

800 多米长的山路、通信全凭喊的“悬崖村”，终于在 2017 年春

节通了网。负责阿土列尔村通信网络建设的中国电信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 150 多万元，于 2016 年 11 月开始实施“悬崖村”网络

建设工程。网络服务的开通，不仅方便了村民与外出务工家人

的联系，更为当地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发展旅游业奠定了

基础。

“悬崖村”的故事只是中国电信全面助力精准扶贫的缩影。

据了解，中国电信持续实施网络扶贫、通信业务扶

贫、信息化扶贫，解决贫困地区网络覆盖及应用

短板。

2013 年以来，中国电信在农村地区网络投资

超 1000 亿 元 ，实 现 4G 网 络 全 国 乡 镇 覆 盖 率

100%，行政村覆盖率达 94%；主导区域行政村光

纤宽带覆盖率 94%。近年来，中国电信在 4 个定

点帮扶县、2个对口支援县网络建设投资约 2.5亿

元，实现 6个县所有行政村光纤宽带和 4G网络全

覆盖，在全国 832个贫困县推出扶贫优惠套餐，累

计减免通信费用超21亿元。

网络不仅解决了贫困地区的通信难题，更为

当地脱贫致富铺就了“快速路”。湖南湘西十八

洞村位于武陵山腹地，交通不便，通信设施极度

落后。

7 年前，中国电信在这里启动了光纤入村工

程，目前已实现了 4G、5G 网络的覆盖，一条“云

端上的信息路”让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选择

返乡创业，为全国打造了脱贫致富的村级样本，

“90 后”苗族姑娘施林娇就是其中一位。通过网

络直播，她帮助乡亲们把土特产卖出去。“以前我们大山里是没

有网络的，想上网要去几十里外的镇上。如今不但网络覆盖

了，网速也快了，我当然要回乡创业了。”施林娇说。

近年来，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电商扶贫越发红

火。去年，中国电信利用云平台和数字化营销能力，联合多省市

公司开展了多场线上积分扶贫直播活动。北京、上海、广东、湖

南等 17 个省市公司借助电信营业厅 APP 10000 号直播平台进

行了 18 场积分兑换扶贫产品直播，实现了 3000 万元的销售成

绩，参与人次超过85万人次。

“我们不断加强网络信息技术运用，为脱贫攻坚提供网络、

平台、技术支撑，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快速向贫困地区延伸。”中国

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乡村振兴工作处负责人表示，公司承接了 10

余个国家级扶贫信息化系统建设任务，助力全国范围内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同时，支撑农业农村部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

线上建成多个省市级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线下建成益农信息社

8.5 万个，覆盖 406 个区县，汇聚丰富公益、便民、电商及培训服

务，打通信息化惠农“最后一公里”。

建设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

国的重要内容。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正茂表示，下

一步，中国电信将充分发挥云网融合、安全可信的数字化能力优

势，重点实施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应用创新和数字

乡村信息惠农服务三大工程，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朝着“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战略目标

任务不断奋进。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近

年来，信息通信业赋能经济

社会发展的作用越发凸显。

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稳步

推进，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网络比例均超过 99%，农

村和城市“同网同速”，城乡

数字鸿沟明显缩小，保障了

全国人民的用网需求。

另一方面，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业务的快

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

前不久发布的通信业经济运

行情况显示，今年 1 月至 4

月，新兴业务收入 734 亿元，

同比增长 25.8%，拉动电信

业 务 收 入 增 长 3.3 个 百

分点。

此外，以 5G 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也加快了各

行各业数字化转型进

程。截至 2021 年 3 月

底，我国建成 5G 基站

81.9 万 个 ，占 全 球

70%以上，5G 终端连

接数超过 2.8 亿，全

球最大规模 5G 商

用网络已在中国

建成；在智能制造、港口、医疗、矿山等

多个领域，超过 9000 个 5G 应用案例

已经落地，助力企业提质增效降成本

的作用日益明显。

成绩喜人，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目前我国信息通信业仍然面临“缺

芯少魂”的困境，要想实现更高质

量发展，必须抢抓机遇，加紧突破

技术瓶颈。

核心技术等不来、要不到，

必须聚焦关键领域，发挥科技

重大专项带动作用，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投

入，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

的主体地位，催生更多自主

创新、颠覆性成果，推动产

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在实现信息通信业自

身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驱动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支撑服务国家战略。

自 2015 年开展提速降费工作以来，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给出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

答案：增强网络能力、提升网络速率、下调网络资费、

接连推出优惠方案、赋能中小企业……

网络带宽速率的提升离不开基础设施作支撑。

从推进以光纤和 4G 为代表的高速宽带建设，到加快

千兆光纤和 5G 网络布局，中国联通不断提升宽带基

础设施服务能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大带宽、更高速率

的网络服务。

在固定宽带网络方面，中国联通持续升级改造宽

带接入网，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全国宽带端口达到

2.27 亿个，光纤到户覆盖家庭突破 3 亿户；在移动宽

带网络方面，中国联通推动 5G 网络共建共享，截至

2021 年 5 月底，已累计开通 5G 基站 42 万个。到今年

年底，中国联通 5G 基站预计将超过 68 万个，覆盖全

国所有地级市城区、主要县城以及发达乡镇。

“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

息服务”一直都是通信企业的努力方向。据

了解，2015年以来，中国联通相继取消手机

国内长途漫游费和流量漫游费、推出“流

量当月不清零”、降低国际长途漫游

费等，惠及更多消费群体。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小企业

经营带来不小压力，为降低

中小企业用网成本，中国

联通针对中小企业与

制造业客户，100M

以下可免费提速到 100M；在互联网专线方面，可将

20M 以下专线速率提升至 50M，20M 以上 50M 以下

的专线速率提升至100M。

家住吉林省吉林市的王钰在当地大学城附近开

了一家网吧。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王钰的网

吧经营十分困难。正当她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国联通

客户经理主动联系她，提出不仅可以为其免除疫情期

间专线租赁费用，而且还能免费将专线带宽升级至

100M，为王钰解了燃眉之急。

在全国各地，有王钰这样遭遇的中小企业主并不

在少数。中国联通政企 BG 相关负责人刘守存说，为

帮助中小企业减压释负，中国联通推出一系列政策

“组合拳”助力中小企业逆境突围。截至 2021 年 4 月

底，中国联通互联网专线带宽单价降幅与企业宽带带

宽单价降幅目标已完成过半。

在完成企业宽带与互联网专线提速降费目标的

同时，中国联通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不断推出创新

惠企服务，激发中小企业活力。例如，中国联通推出

了“云光慧企”中小企业上云平台，上线了近 350款产

品，涵盖了云基础产品如主机、网络、安全、存储等，云

应用产品如财务、办公、小程序等，已为 12 万家中小

企业客户提供服务。

“我们还推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联通

数智产融平台’，已服务超过10万家企业，累计融资额

度超千亿元。同时，为解决中小企业工业化管理和效

率问题，打造了‘云镝智慧工业互联网平台’，已形成国

内最大的中小微企业财务云服务平台。”刘守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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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中国移动中国移动 20192019年年 77月完月完

成福建省厦门远海码头移动成福建省厦门远海码头移动 55GG 信信

号覆盖号覆盖。。 王柳欣王柳欣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55 月月 2626 日日，，在贵州省贵在贵州省贵

阳市召开的阳市召开的 20212021 中国国际大数据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上产业博览会上，，一款能够浇花一款能够浇花、、递送递送

饮料饮料、、踢球的智能机器人吸引了参踢球的智能机器人吸引了参

会者驻足观看会者驻足观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欧东衢摄摄

图图③③ 基于基于 55GG 网络传输条件网络传输条件

下的巡检机器人在下的巡检机器人在““青豫直流青豫直流””工程工程

豫南换流变电站内巡检豫南换流变电站内巡检。。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李嘉南摄摄

（（本版文字稿件均由本报记者本版文字稿件均由本报记者

李芃达李芃达采写采写））

在河南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区五长丝车

间内，连接 5G 网络的 AGV（自动导航运输车）在 140 米

的车间通道中穿梭搬丝落丝，并可自动避让障碍物。

“由于5G传输速率快，机器人的搬运效率至少提高

20%以上。”该公司第五长丝车间副主任王建林说，中国

移动对车间进行 5G 智能化升级，利用 5G 网络低延时、

大带宽的特点，结合 AI 自动驾驶技术，实现 AGV 运输

速度的实时变化和运输路线的按需调整，在缓解劳动力

成本上涨带来压力的同时，提升产品品质，扩大企业盈

利空间。

5G 技术在纺织行业的应用只是中国移动众多 5G

典型场景的其中一个。据了解，近年来，中国移动深入

实施“5G+”计划，面向公众市场，积极推出 5G+4K+VR

超高清直播、5G 超高清全面屏视频彩铃、5G 云游戏等

应用；面向政企市场，落地470个专网项目，在18个细分

行业打造超过 2000个行业示范项目，重点打造 5G 智慧

电网、医疗、交通、矿山等 100个示范应用，有效推动 5G

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

在医疗领域，中国移动构建了“1个医疗专网+1个边

缘云+N 个业务应用”的 5G 智慧医疗体系，加速医疗行

业数字化转型。患者在急救车上，电子病历、生命体征、

患者全真画面实时回传到急救中心，专业医护人员提前

“候场”，实现了“患者未到，信息先到”；专家拿着共享检

查信息，通过远程视频问诊，为偏远地区医院的医生提供

诊疗指导……5G在医疗行业的应用正走向成熟。

港口是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目前，中国移动与业

内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了港机远控、智能理货、港口无人

运输等三大场景。在宁波港，5G 网络能够实现高清视

频的上传和控制命令的精确下发，1名远程控制人员可

操控 4 台龙门吊，保证作业安全；在上海洋山港，5G 网

络凭借其上行大带宽的优势，辅以边缘云计算技术与视

觉 AI 智能处理，实现箱号自动识别、箱体残损鉴别、箱

位判断，破损箱号识别率超过 95%，工作效率也由“一人

一路岸桥”提升为“一人多路岸桥”。

创新应用加快落地，网络基础建设需先行。据了

解，截至 2020 年底，中国移动已建设开通 5G 基站 39 万

个，为全国所有地级市和部分重点县城提供 5G 网络服

务，服务5G套餐用户超1.65亿户。

“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是深耕 5G 行业的重要抓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简勤表示，下一

步，中国移动将基于场景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思

路，通过打造 100 多个应用场景的端到端解决方案，推

进 5G 应用从外围辅助环节向生产核心环节延伸，实现

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复制推广。

中国移动：

深耕 5G 网络 赋能应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