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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落地 未来已来
重庆电信加速5G应用示范布局

近年来，人
工智能、区块链、
云计算、大数据、
边缘计算、智慧
家庭、物联网和
5G 为代表的新
技术在全世界蓬
勃兴起。

面对扑面而
来的5G机遇，中
国电信及时在标
准、网络、技术、
产品、平台、研
发、生态系统等
方面，全方位投
入能力体系建
设，与国际一流
的电信运营商基
本实现同步发
展，甚至在某些
方面已经实现领
先。

2018 年 9
月13日，中国电
信 宣 布 启 动

“Hello 5G”计
划，提出打造5G
智能生态的“四
点主张”——共
同促进 5G 标准
成熟；共同打造 5G 智能网
络；共同创新5G应用模式；
共同繁荣5G终端产业。

中国电信首次对5G的标
准和技术创新、网络建设、业
务和使能平台、应用场景以及
终端发展等生态圈领域提出
的全方位布局，旨在利用5G
发展，深入推进网络智能化、
业务生态化、运营智慧化，打
造5G智能生态，为企业转型
升级赋予新的内涵。

未来已来。更多的人正
选择携手中国电信，走进生机
勃发、五彩斑斓的5G世界。

发展 5G 通信技术

（下称“5G”），是全球确

定性最强的科技产业变

革趋势。这一技术的发

展，将掀起新一轮的科技

浪潮，成就推动全球经济

社会发展的全新引擎。

去年 3 月，伴随中

国电信 5G 应用示范在

渝展开，重庆正式成为

国家首批 5G 应用示范

城市，在全国率先启动

5G 规模组网建设及应

用示范工程。

一年来，中国电信

重庆公司（下称“重庆电

信”）相继实现了重庆电

信本部周围环线、长寿

工业园和万州高笋塘等

区域的 5G 网络信号连

续覆盖及业务体验，并

与中国汽车研究院、大

唐移动签署 5G 智能网

联汽车合作项目，初期

进行 6 项 5G 车联网应

用示范，为推动5G在重

庆全面开花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携手区县 5G建设多点开花

进入2019年，重庆电信5G建设捷报
频传，各区县纷纷与重庆电信5G联姻。

1月7日，在初步建成首个5G试验网
基础上，重庆电信和长寿区政府在该区行
政中心广场举行5G业务应用首发仪式。

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重化工
基地，长寿成为重庆电信在渝推进5G应
用示范建设的首选地区之一。

重庆电信在长寿开展5G试验网建
设，旨在利用5G技术优势，在长寿工业
园打造工业物联网应用示范基地，开展
5G工业物联网产业化研究。

历经数月紧张建设，重庆电信已在
长寿工业园实现了5G信号连片覆盖，并
和长寿高新区联合成立创新实验室，让
5G服务于长寿高新技术产业群，为以车
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智能产
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技术及基础设施支
撑，抢占5G及智能产业市场先机。

万州区是成渝城市群沿江城市带区
域中心城市，正着力打造长江上游“产业
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先行示范区。去年
10月，万州首个电信5G基站开通。

1月22日，重庆电信与万州区政府
在该区和平广场举行5G业务应用启动
仪式。活动现场，高速而稳定的5G视频
通话、基于5G的虚拟现实技术等大量
5G应用，让前来体验的市民叹为观止，
大呼过瘾。

重庆电信在万州积极开展5G试验网

建设。目前，已在该区万达广场商圈实现
5G信号连片覆盖。重庆电信将利用5G
技术优势，在万州打造5G应用示范基地，
开展5G应用产业化研究，为当地旅游发
展、智慧城市建设注入新的生机。

在号称“重庆母城”的渝中区，2月
18日，重庆电信与渝中区政府达成战略
合作协议，共建“文商旅城”5G融合应用
示范高地。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就渝中5G网络建设、行业应用进行全方
位合作，共建“文商旅城”5G融合应用示
范高地，协助渝中区加快形成5G产业集
群，更好地发挥5G在各领域的价值，为
渝中区数字经济赋能。

重庆电信计划未来5年在渝中区加
大投入，进一步提升渝中智能化基础网
络能力，并在该区率先应用5G网络新技
术。同时，整合5G及IOT等新兴技术，
优化全区公共资源，探索打造渝中区城
市大脑和七大5G应用示范场景，助力渝
中加快突破城市治理瓶颈，提升政府服
务能力，助推渝中区经济产业升级，打造
全新数字经济引擎。

三方合作 自动驾驶全新起步

重庆山川纵横，地理条件复杂，被戏

称为“5D魔幻城市”。独特的交通环境，
让重庆成为检验汽车自动驾驶技术最好
的“试金石”。

1月16日，重庆电信携手中国汽车
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信科集
团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在渝联
合举行国内首个5G自动驾驶应用示范
公共服务平台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三方签署平台共建战
略协议，依托中国电信5G网络技术优
势，全面加快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步
伐，将充分发挥各自在通信、汽车、互联
网方面的优势，强化全方位合作，力争年
内率先建成5G全覆盖的自动驾驶试验
示范道路，实现基于5G通讯的自动驾驶
落地示范应用，并有机整合自动驾驶“车
脑”和5G“智能路”，共同确保车辆驾驶
在复杂的环境中安全稳定运行，为汽车
行业走向自动驾驶时代奠定基础，推动
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和信息化升级。

根据协议，三方将用3年时间，在重
庆全封闭试验场地、半封闭场地及礼嘉
开放道路等区域，广泛开展基于中国电
信5G网络支撑的自动驾驶业务应用试
点项目。针对性测试C-V2X（基于蜂
窝技术的车联网通信）车路协同技术、智
能路侧检测技术和天翼云MEC边缘计

算能力等，重点实施危险场景预警、连续
信号灯下的绿波通行、路侧智能感知、高
精度地图下载、5G视频直播和基于5G
的车辆远程控制六大场景应用。

此次合作，重庆电信将为项目建设
5G端到端网络，并在电信“天翼云”部署

“5G网联汽车中心云平台”和“网联汽车
业务应用边缘云平台”作为支撑。

主导33项5G国际标准项目及任务
的中国电信，将充分发挥“高速率、低时
延、大连接”5G通信技术优势，为自动驾
驶汽车带来包括车联网、自动驾驶、智慧
城市等多个领域的场景探索，为自动驾
驶汽车、V2X汽车应用探索及测试，在
基础设施、测试研发、技术引用等多个方
面形成示范效应。

依托此次三方合作，重庆将率先构
建起全国领先的高效、互联、可信、安全
的5G智能网联汽车体系，并以此带动产
业链相关企业，形成产业链核心，最终为
推动国家战略落地实施、为构建智慧交
通示范应用体系和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
提供有力支撑，助力中国自动驾驶产业
走向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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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中国电信重庆公司与长寿区政府举行5G业务应用首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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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市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冉进红对全
市应急系统提出明确要求。今年，市应急管理
局各级各部门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
当，结合实际工作狠抓落实，始终把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作为应急管理系统根本任务。更要
以遏制大事故、防控大灾害为目标，围绕道路交
通、建筑施工、地质灾害、矿山等重点领域，开展
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不断夯实主体责任，切实
做好预防控制。

市应急系统干部坚决落实党中央对新时代
应急管理事业的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对增强
安全感的新期待，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摆
在突出位置、紧抓不放。同时，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作表率，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底线思维，增
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勇于担当作为，坚
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从源头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事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事关全市安全和发展全局，是应急管
理部门的首要职责。

化解风险源头首先是人，要强化企业主体
责任，严防违规作业，违章指挥。要扎牢制度笼
子，加强监督检查，狠抓制度制定和执行。要压
实主体责任，强化风险管控，狠抓企业安全生产

“六强化”。即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的关键

作用；强化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风险研判
管控；强化日常隐患排查，严格落实“日周月”隐
患排查制度；强化标准化创建，构建与企业生产
经营实际相符合的安全管理体系，把标准规范
转化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强化自然灾害风险管
控，对风险辨识、监测预警、日常检查进行“三加
强”。同时，要创新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化解方
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动态监管，鼓励企业
员工和家属举报风险隐患。

强化重大安全风险监管责任落实

要把风险防控要求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
工作环节中，建立健全监管问责制，对监管不
力、隐瞒不报等造成重大安全风险的，严肃追

究责任。
做好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意义重大。再加

上工矿企业复产复工、运输建筑进入活跃期，春
季各类自然灾害多发，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任务
艰巨。市应急管理局各级各部门要把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切实解决工
作不深入、问题找不准、作风漂浮等问题。要以
极端认真负责态度和严实作风，全力打好全国

“两会”期间安全防范攻坚战。
领导干部要履职尽责，把中央、市委、市政

府关于安全防范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
从即日起应急系统开展“两联一蹲”、一季度安
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综合督查，要按照
厅（局）长在片上、处长在区县、干部在一线、交
警在路上、企业负责人在企业的“五在”工作要

求。到区县、到企业、到一线开展检查指导，重
点检查“五在”工作要求的落实情况和区县及相
关部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作开展情况。

监管执法要发力到位，复产复工要严格把
关。突出抓好煤矿复产安全，特别是瓦斯、水
害、煤尘等易引发重特大事故的风险隐患。加
强停产和已关闭煤矿的现场核查，严防未经验
收擅自恢复生产。督促建筑施工、危化品、烟花
爆竹等重点领域企业开展复产复工安全排查。
同时，重大公共安全风险要紧盯不放，突出化解
重大风险，深化大型商业综合体、高层住宅、学
校医院等高危场所治理。强化道路交通、民航、
铁路、水上运输等安全风险防控，努力做到居安
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苏崇生

市应急管理局

始终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作为应急管理系统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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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应急 应您所急

北碚：明督暗查保全国“两会”安全稳定

春季各类自然灾害多发，做好安全防范工
作任务艰巨。北碚区多措并举以坚决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为目标，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
坚”行动，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稳定。

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及区应急管理局联合
组建2个暗访督查组，对辖区重点行业、重要场
所开展常态性暗访暗查。区政府安委办组建处
级领导带队的8个工作组，按照“帮扶指导、传
导压力、促进落实”要求，深入重点行业监管部
门和各街镇、园区管委会开展为期1个半月的
帮扶指导。

巴南：突出责任、措施、执法管控风险

为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实现今

年安全生产工作良好开局，巴南区针对一季度
经济社会、各行业领域生产经营特点和气象情
况以及重要时间节点，突出责任、措施、执法管
控安全风险。在全区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开展
风险研判的基础上，确定出区级4个红色风险
（重大风险）、139个橙色风险（较大风险），并制
定了《2019年第一季度红色、橙色安全生产风
险清单表》。

按照安全生产“三个必须”和属地管理的
原则，明确了风险管控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
位，构建起风险管控“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加强了落实管控措施，督促企业将辨识出的安
全风险及其控制或者防范措施、应急处置方法
纳入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一岗位一清单”。同
时，对监管执法倒逼，突出问题导向，要求各部
门在编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方案时必须体现
风险分级管控的内容，对查出的涉及风险管控

的问题和隐患必须坚持“检查诊断、行政处罚、
整改复查”闭环执法，以此倒逼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

永川：切实抓好安全风险防控

永川区针对今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的特点
和规律，为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要求
全区在重点行业和领域抓紧抓实不放手保持工
作谋划实、安排实。

要在道路交通和水上交通碰撞、翻覆事故
风险，烟花爆竹的燃烧、爆炸风险，人流、活动
集中的各类商圈、旅游景点踩踏风险及火灾风
险，建筑施工的坍塌、高处坠落风险，煤矿的瓦
斯和水害风险、非煤矿山的垮塌风险，工贸企
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等安全风险多方面坚持
风险预控，关口前移，全面推行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的工作制度和规范。完善保障措
施，实现企业安全风险自辨自控、隐患自查自
治，形成政府领导有力、部门监管有效、企业责
任落实、社会参与有序的工作格局，提升安全
生产整体预控能力，夯实防控较大以上事故的
坚强基础。

梁平：召开安全生产形势研判会

近日，梁平区政府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形势
研判会议，安排部署复产复工及全国“两会”期
间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会议要求，强化政治站位，严格按照《梁平
区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工
作要求，组织一次安全专题部署、开展一次“全
覆盖”隐患排查，狠抓监管责任落实。建设、交

通、教育、工贸等行业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深
入剖析本行业复产复工和开学安全形势，严格
验收标准。要坚持“首查必罚”、“依法从重”，全
面开展“执法清零”和“执法量提升”行动，突出
重点行业专项整治，从严从重查处非法违法行
为。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应急响应和处置工作，
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和应对，努力为全
国“两会”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吴华军 朱彦 康忠明 候祥龙

近日，市管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落实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相关会议精神。会议提出，要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

工、地质灾害、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抓好高楼、桥梁、隧道安全，坚决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