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5G时代，中国电信
加速了前进行步伐。今年，中
国电信在全国40多个城市进
行5G规模建设，重庆是中国
电信5G建设十大重点建设城
市之一。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结合
重庆独有的山地特征等情况，
今年以主城主阵地，建设约
3000个基站，将主要党政机
关、产业园区、重点科研单位、
重点高校、交通枢纽、人文景
点等连片覆盖。后续还将扩
大5G建设规模，实现5G信号
对重庆的全覆盖。

为加快5G商用工作系统
化推进，抓住时间窗口，迅速
拓展市场规模，中国电信重庆
公司建立5G商用联合推进工
作组，按照业务、网络、客服等
设置，分组推进工作。

5G应用上，今年1月16
日，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启动国
内首个5G自动驾驶应用示范
公共服务平台，打造5G融合
车联网创新生态圈。携手中
国汽研、大唐移动联合启动国
内首个5G自动驾驶应用示范
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利用C-
V2X车路协同技术、智能路侧检测技
术等，试点开展首个城市交通场景下
的自动驾驶业务应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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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自动驾驶发展。

5月17日，中国电信重庆公司5G
智慧体验馆在解放碑正式亮相，该体验
馆为全国首个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5G
公益体验馆。全面展示中国电信在5G
行业应用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共计10余
个体验项目，涵盖了5G和云、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智慧旅游、
工业制造、自动驾驶、智能监控、高清视
频、游戏娱乐等行业的改变。

同日，中国电信重庆公司“重庆
5G 智享渝中”5G智慧城市启动仪式
在解放碑举行。年初，中国电信重庆公
司与渝中区签署合作协议，在该区域率
先应用5G网络新技术，整合5G及IoT
等新兴技术，共建“文商旅城”5G融合
应用示范高地，助推渝中区经济产业升
级，为该区打造全新数字经济引擎。

此外，中国电信重庆公司今年还
相继在长寿和万州区政府联合启动
5G业务应用，快速推动中国电信5G
信号连片覆盖，着力打造示范基地，全
面开展中国电信5G应用和工业物联
网产业化研究。目前，中国电信重庆
公司与智能交通、智慧园区、智能电
力、融媒体、智慧旅游等各行业的领头
企业均达成5G战略合作，为5G在渝
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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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不断夯实网络基础挺进5G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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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即第一代移动通信系
统。那是一个只属于“大哥大”
的时代。大块头的摩托罗拉手
机，是当时成功人士的象征。

“大哥大”厚实笨重，状如
砖头，重量在一斤以上。它除
了打电话没别的功能，通话质
量不够清晰稳定，使用者常常
要喊。它的电池充电后，只能
维持约30分钟通话。

即便如此，“大哥大”在当
时仍非常紧俏，标售价在2.5万
元左右，市场价则曾一度高达5
万元。这不仅让一般人望而却
步，甚至连中小企业能买得起
的也不多。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的老员
工回忆，“八五”时期，为尽快实
现长江流域七省市无线移动通
信联网，建成全国无线移动网
络。当时的邮电部与重庆市政
府商议，确定由重庆市电信局
负责重庆地区900兆无线移动
电话通信的建设。

重庆市 900MHZ 公众移
动电话网作为全市电话网的一
部分，一期工程由1个移动电
话交换中心局、5个基站、配套
传输网以及相应的用户设备组
成。该网选用的设备主要为瑞

典 爱 立 信 公 司 生 产 的
CMS8810蜂窝式移动电话系
统，一期工程投资2200万元。

1992年1月9日，一期工程
投入试运行，对公众开办六位数
的移动电话业务，并于1月14
日，在雾都宾馆首次开展了“移
动电话选号拍卖”活动，其中四
个“8”号码售价5万元。当时移
动电话入网费6000元一部，月
租费50元/月，区内通话4角/分
钟，国内漫游通话费6角/分钟，
手机售价约2.5万元/部。

1992年9月9日，一期工程
全面竣工。可服务当时的主城
及北碚、渝北、巴南、綦江、万盛、
江津、合川、璧山等部分地区的
客户，当年发展用户1516户。

1994年1月25日，重庆电
信模拟电话升7位。2月6日，
进行 900 兆二期扩容建设，
1995年 1月1日，重庆模拟移
动电话进入全国漫游，并于当
年进行三期扩容。至1999年，
模拟交换机容量为22.75万户。

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
展，数字移动电话以系统容量
大、通话质量高、设备功能多、
通信保密性强、易于漫游等优
点进入人们的视野。

1995年初，重庆电信启动
GSM 数字移动通信网建设。
1996年，一期工程在大坪长枢
楼开通，重庆主城和12个区、
县GSM数字移动电话（网号
139）正式对公众办理“全球通”
业务，号码为10位数。数字移
动交换机容量为3.5万户，基站
47个，信道1424个。

1997年重庆直辖，万、涪、
黔地区划归重庆管辖。8月28
日，黔江、秀山、酉阳、石柱、彭
水正式对公众办理GSM数字
移动电话业务。1999 年 7月
22日，重庆“全球通”移动电话

号码升至11位，移动电话用户
达到73.7万户，全网交换机总
容量为148.75万户。其中，数
字移动交换机容量达到126万
户。基站总数1045个，信道总
数42309个。

随着国家电信体制调整，
1999年9月移动通信从电信母
体分离，成立移动通信公司独立
经营。伴随GSM的开通，手机
也慢慢洗掉了“奢侈品”的光
环。2001年6月，中国移动完
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曾经象
征着身份和地位的“大哥大”退
出历史舞台，1G时代正式结束。

年龄稍长的人，对中国电信
的“小灵通”记忆犹新。

这种从日本引进的通信技
术，通过微蜂窝基站实现无线覆
盖，将用户终端以无线方式接入
本地固话网，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
电话不再“固定”，而是可以在无线
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

2001年10月，中国电信重
庆公司先期在渝北等11个区县
投建“小灵通”一期工程。2002
年5月和8月，又分两批在重庆
23个区县启动“小灵通”工程建

设。2003年1月1日，重庆主城
“小灵通”正式放号。

“小灵通”以“固话的资费、手
机的便捷、绿色低辐射”等优势深
受用户喜爱。2003年底，重庆

“小灵通”用户数便达到 74万
户。2004-2007年，“小灵通”发
展的鼎盛时期，重庆用户数一度
达到250万户，并率先在全国实
现本地网和跨域漫游业务。

2008年，国家启动第三代
移动通信牌照发放，宣告3G时
代来临。伴随着手机技术的升

级和资费的下降，“小灵通”优势
逐渐丧失。国家工信部发文要
求小灵通于2011年1月1日起
逐步退市。

2015年8月6日，中国电信
重庆公司对新牌坊通信枢纽大
楼的“小灵通”核心设备实施关
电，标志着为重庆人民服务15
年的“小灵通”，彻底结束历史使
命。利用对“小灵通”的运营，中
国电信重庆公司积累了移动通
信运营经验，培养了很多早期的
移动通信用户。

根据国家电信体制调整，
2008年8月15日，中国电信重庆
公司和中国联通重庆分公司正式
签订《关于CDMA业务交易的具
体执行协议》和《关于CDMA资
产交易的具体执行协议》。同年9
月25日，中国电信重庆公司CD-
MA无线网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同年10月1日，中国电信重庆公
司全面承接CDMA网络及业务
运营。同年12月29日，中国电信
重庆公司“天翼”品牌正式推出，

“189”对外放号。
全面接收C网后，中国电信

重庆公司对CDMA网络实施了
全方位升级、改造和优化，并基
于自身强大的固网优势，通过丰

富的综合业务融合方式，将“天
翼”品牌打造为一个与传统移动
通信不同的互联网手机新形象。

2009年4月17日，中国电
信重庆公司完成主城CDMA无
线网改造工程，761个基站顺利
割接入网，开通497个EVDO基
站，3G信号基本覆盖主城。5月
17日，“天翼”3G业务正式启用。

2014年2月14日，中国电
信重庆公司正式公布4G数据业
务资费，并在网络能力具备的区
域推出第一批4G终端产品。6
月27日，工信部批准重庆成为首
批开展TD-LTE/LTE FDD混
合组网试验城市。7月22日，中
国电信重庆公司4G正式放号。

去年2月，国家发改委批复
中国电信12个城市进行“5G规
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
重庆为试点城市之一。同年8
月10日，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在
上清寺渝中大厦楼顶开通全市
首个电信5G基站。这是中国
电信重庆公司在全市首次开通
端到端 5G 网络，并首次通过
5G网络、CPE终端，在首届智
博会现场实现4K超高清的全
新VR业务。同年 9月 11日，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举行“5G规
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
启动会。至此，中国电信在渝
5G示范网络工程建设正式启
动。

“大哥大”一家独大 建起全市首个移动话网

“小灵通”独辟蹊径 巧用传统话网让“固话”动起来

智能机“天翼”高飞 打造“天翼”品牌决胜智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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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95个信道、2500用户容量的900兆公众移动电话网工程
竣工，移动电话从此进入重庆人民的生活

2008年12月29日天翼启动仪式

办理小灵通业务的火爆场面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正
式公布4G数据业务资费，
4G业务正式上市

位于解放碑的中国电信5G体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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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