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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通信

重庆移动 服务山水之城 创享智慧生活

从2G到5G
坚持在渝铺好一张高质量网络

1999 年 9 月 9 日，重庆移动成
立。秉承“创无限通信世界，做信息社
会栋梁”的企业使命，重庆移动克服重
庆山区地形、多桥梁、多隧道等覆盖难
题，在重庆建起了一张完善的2G网
络。一年之后，重庆移动客户突破
100万户。到2007年，重庆移动客户
突破1000万户，这意味着移动电话进
入全民普及时代。电话、短信取代大
哥大、BP机成为2G时代通信的标志，

“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成为老百姓
耳熟能详的话语，“全球通”等品牌深
入人心，备受消费者欢迎。3G网络商
用后，重庆移动逐步实现了市内乡镇
以上城镇、交通要道和重点旅游景点

等重要地段全覆盖。2013年底，重庆
移动率先开启4G网络建设进程，一
期工程建设规模创公司纪录。2016
年，重庆移动在全市8225个行政村开
通了4G网络，率先实现了行政村4G
信号100%覆盖，4G用户数突破1000
万户。

进入5G时代，在快速形成重庆
5G硬实力上，重庆移动创造了重庆
5G发展历程上的多项“第一”：2018
年 4月，开通全市首张 5G试验网；
2018 年 11月，建成全市首个 5G连
续覆盖试验区；2019年4月，打通全
市首个 5G电话，实现 5G网络对全
市 38个区县的接通；2019 年 7月，
启动全市首批 5G客户体验。这些

“第一”标志着在5G网络建设和商
用部署方面，重庆已经抢占了创新
发展的先机。

从单一到多元
创享智慧美好生活

随时随地打电话、用九宫格键盘
发短信成为一代人的经典通信记忆。
渐渐地，人们发现手机从大哥大到诺
基亚的越来越小，又变得越来越大、越
来越薄，手掌方寸之间连接起越来越
多的日常生活。3G、尤其是4G网络规
模商用后，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人们
的沟通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消
费方式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
根本改变，从QQ、微博到微信、抖音，
从淘宝、京东到拼多多，成千上万的手
机APP跑在移动互联网这条高速车道
上，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无
限可能。确保网络更快、更稳、更安
全，从提供单一业务到提供多元服务，

重庆移动始终致力于用领先的通信技
术为广大市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5G元年，重庆移动招募了全市首
批20名5G体验客户，向他们发放了全
市首批198号段5G号卡和包括华为在
内的5G旗舰手机。在百度地图输入

“移动5G”，市民可以清晰地看到重庆
哪些地区已经覆盖5G网络。此外，为
使更多市民近距离接触5G，重庆移动
开设了5G智慧体验园、5G智慧营业
厅，并打造了超大型5G体验车“5G巡
洋舰”。在礼嘉智慧体验园5G馆，重庆
移动建设了全市首个超大型、连续覆
盖、超高速率的5G网络体验区，约300
平米的场馆内设有5G视频通话、VR虚
拟驾驶、沉浸式自行车、360VR直播、
VR足球对抗赛、机械臂挡冰球、多人
VR游戏、5G手机体验等互动项目，让
参观者“玩转”5G生活。在机场5G+智
慧文旅体验厅，利用5G+VR云直播技
术整合重庆本地文旅资源，向机场旅客
提供异地实时“漫游山城”的沉浸式旅
游体验。“5G”巡洋舰目前已经驶过全市
20个区县，将一系列科技感含量十足的
5G应用带到广大市民身边。

从信息化到智能化
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从提供单一的管道连接到助力城
市经济迈向大数据智能化发展，重庆
移动正主动发挥自身5G、大数据、云
计算等方面的能力优势，为重庆城市
治理、各行各业发展注入加速度。

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重庆
移动正协助地方政府打造“数字城
管”，建设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智慧
城市“超脑”。通过实现智能市政管
理、视频监控分析、环境危险源监控等
N个“小”智能应用，开放公安视频监
控、公共车辆管理、地下管网管理、园
林绿化管理等接口，建立云端大数据
可视化城市管理平台，对资源配置、城

市规划、环境治理、应急指挥等场景实
现智能分析与决策，消除数字壁垒和
信息孤岛。就在国庆前夕，重庆移动
与江北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推进建设江北5G示范区、打
造智能江北。

在城市智慧交通建设上，重庆移
动与重庆公交集团合作，对全市8000
余辆公交车车载终端进行智能升级，
使公交调度更科学合理、市民出行更
智慧便利。在文化旅游发展上，重庆
移动在热门打卡地解放碑长江索道和
四百公里之外的奉节夔门推出5G+
VR沉浸式超感体验新兴旅游方式，
游客能够不受位置、距离限制，多角
度、全方位体验长江的壮美，夔门风景
与远在渝中的长江索道实时连线，让
古诗中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奔现。不
仅奉节白帝城成为全市首个“5G+景
区”，重庆移动以巫山为代表的全域旅
游建设也以大数据技术切实助力旅游
产业数字化运营和发展决策分析，助
力旅游应急指挥管理。

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重
庆移动参与建设的中新（重庆）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在新加坡正式开
通。该通道是我国首条针对单一国家
的“点对点”国际数据专用通道，为中
新两国实现高效互联互通提供了重要
的通信桥梁纽带。此外，中国移动自
建的新加坡数据中心也于近期正式投
用，通过中新数据通道连接新加坡-
重庆两地数据中心，形成辐射中国中
西部地区和东盟、亚太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双枢纽”，为在渝企业走出
去、新方企业引进来提供了“云-网-
端-边”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也是重庆移动拼搏奋进走过
的第20个年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重庆移动将不忘“立
足重庆、服务重庆、扎根重庆”的初心，
牢记“做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主力军”的使命，坚持高质量发展，
牢牢把握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机遇，以
开放的胸怀、创新的理念、改革的魄
力、优质的服务，努力为推动重庆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谢恒
图片由重庆移动提供

“快看，你的标签是貌美如
花，我的是英俊潇洒！”

“这个屏幕能看出我在笑，还
能看到我在举手！”

“小渝小渝，今天天气怎么
样？”“你会唱歌跳舞吗？”

……
2019智博会上，重庆移动位

于S5展馆的012展位宾客如云、
人流如织。人们在“我与移动二
十年”互动大屏前驻足停留，体验
人脸识别融合AI技术的互动乐
趣。星湖小学的学生参观团围在
云端机器人“小渝”身旁，七嘴八
舌地与这个通过5G技术连接在
云端的智能机器人谈天说地。在
智慧课堂体验区，利用全息投影
技术，远在北京的老师正与孩子
们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互动教
学。在沉浸式体验区，人们为
5G+AR画廊、5G+VR单车等互
动项目排起长队，想要近距离感
受5G黑科技。

从一片500平方米的空地，
到两层楼的综合展厅，搭建5G新
型智慧城市、5G行业应用、5G全
球大连接、5G能力专区、5G智慧
生活沉浸式体验五大展区，重庆
移动人只用了3天时间。流光溢
彩的展厅正中央，悬挂着中国移
动5G+品牌标识，向人们宣告一
个新的通信时代的到来。据不完
全统计，2019智博会期间，重庆
移动展台累计接待重要政企客户
4000余人，参观人数达25万人
次。

智博会的高光时刻是短暂
的，它只是重庆移动服务重庆发
展的精彩缩影。不论过去、现
在、将来，重庆移动始终作为重
庆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实践
者和创新者，为重庆这样一座山
水之城、美丽之地注入新的发展
动能、做出新的发展贡献。

4月28日，重庆移动在解放碑拨通全市首个5G电话。

吹响集结号
一流教育资源汇聚龙兴

目前，已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等10多所国内外重点院校签约落
户两江协同创新区。

除了这些国际国内一流大学院校，
一批优质国内国际中小学、幼儿园陆续
向龙兴聚集。龙兴先后引入美国 IA
高中、英国哈罗公学、重庆南开中学、重
庆八中、两江人民小学、渝北实验小学、
渝北幼儿园（分校）等名校。目前，龙兴
已初步形成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
为一体的教育链。

2018年，两江新区发布了《重庆两
江新区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按照
计划，到2020年，两江新区将以全球视
野，高起点布局教育资源，打造教育高
地，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建设面向国际的
一流学校，未来3年将投资约100亿元
启动建设40余所中小学（含幼儿园）。
在两江新区“高起点高端化国际化”教育
布局中，龙兴已占有先天优势。

加速国际化
一座教育新城正在崛起

前不久，长安新能源入驻龙兴科创
园，龙兴的新兴产业发展再一次站到了
聚光灯下。近年来，龙兴围绕汽车、信息
电子、新能源新材料、航空、制造装备五
大核心产业布局，一座新兴的产业新城
已初具规模。

产业发展需要人才支撑。满足大量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离不开教育
的发展和支撑。龙兴优质的国际化教育
资源，为人才的培养提供沃土，也是龙兴
打造成为教育新城的强有力基础。

目前，龙兴拥有独一无二的一站式
全龄国际化优质教育产业链。可以说，
目前在重庆乃至中西部地区，最有国际
化教育小镇生长土壤的地方，就是龙兴。

高品质的教育产业，将助力一个区
域未来的前景，人才的引入和人口素质
的提高，带动区域内人口的聚集，辅助文
化、科研以及商业的协调发展，从而推动
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顺应新需求
一座世界级教育小镇应运而生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
内人才竞争的国际化日益加剧。与重庆
国际化程度相对应的是，重庆的国际化
教育大氛围却稍显落后。

而国际化教育环境的营造并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情，也不能仅凭单纯的国际
学校或“多语班”就能培养出具有“国际
化”格局的人才。在此需求下，国际化教
育小镇的引进，无疑是重庆的最佳选择。

在龙兴的规划蓝图上，教育产业尤
其引人注目，想打造重庆教育的“最强大

脑”，关键还在于其教育资源的不断落地
和呈现。2018年，龙兴规划引进一流的
教育小镇资源，致力打造成为龙兴国际
化教育高地的标杆之作。

发源重庆本土，被重庆人民广泛认
可，拥有雄厚产业开发实力的协信，成为
为龙兴引进国际化教育资源的责任房
企。

为了给龙兴引入更好的教育资源和
模式，协信在深入调研了英国剑桥小镇、
美国纽黑文小镇、英国哈罗小镇等世界
知名教育小镇的基础上，最终选择引入
英国哈罗小镇的资源和模式，在龙兴打
造世界第二个哈罗小镇。

这一布局得到了两江新区政府的高
度支持和认可。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曾
表示，希望将该项目打造成为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高品质的教育小镇。

闻名于世界的英国哈罗教育小镇，
位于伦敦哈罗区，因成立于1572年的哈
罗公学而得名，是世界著名私立学校之

一，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前印度总理尼赫
鲁、前约旦国王侯赛因、著名诗人拜伦等
都曾是哈罗的校友。

除了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哈
罗最为人称道的是浓厚的教育大环境和
大氛围。因其小镇与学校深度融合，没
有边界的模式，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
精英。在哈罗小镇，教育早已脱离固定
的教学场所，而是与城镇融合在一起，让
学习和成长发生在城镇的每一个角落。

世界第二个哈罗小镇的规划打造，
将让重庆接轨全球教育模式，打开国际
化的视野，站在国际化平台的高起点上，
助力重庆培养更多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
才，提高未来国际化竞争实力。

纯正英伦特色
填补国际化视野短板

重庆到伦敦隔着8000多公里的距

离，要在龙兴打造世界第二个哈罗小镇，
协信有何底气？

原汁原味英伦教育小镇的引入+
重庆本土文化的精研+客户需求的多
层次分析+品牌力的强力背书，就是协
信打造世界第二个哈罗小镇的秘诀所
在。

占地约3000亩的协信·哈罗国际
（中国），参照英国哈罗小镇，将立足西
南，辐射西部，站在世界第二个哈罗小镇
的高度上，原汁原味地引入哈罗国际化
教育模式和理念，以英国哈罗小镇为蓝
本，融合中西文化精粹的双语教育及文
化课程，以全时、全境、全龄化的教育小
镇生活标准，突破固有教育形式的桎梏，
以此吸引高端人流聚集，加上完整的配
套设施、公共服务，或将推动区域乃至重
庆的教育变革。

对纯正英伦精英教育文化的引
入，只是协信·哈罗国际（中国）布局的
第一步。在此基础之上，协信凭借立
足重庆25年的本土基因，更为了解重
庆山水肌理和人文沉淀，再深度集合
协信庞大的客户积累和需求教研，把
中西精魄相结合，打造出领先行业标
准的高品质作品。

在协信·哈罗国际（中国）里，集教
育、运动、公园、文化、商业等多元素为一
体，让“学校即小镇”，特设智趣教育、运
动教育、河川教育、营地教育、公园教育
等专属教育区域。同时规划打造星光商
业中心、英伦滨河商业街、纯英伦时尚街
区，形成中心商业+社区商业+滨河商业
的多层次商业体，呈现多姿多彩的英伦
生活模式。

因为协信·哈罗国际（中国）的规划
和打造，不仅仅是建造一所学校，而是引
入哈罗国际教育集团旗下的礼德学校，
以世界名校的规格和理念，以小镇为蓝
本，共同营造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

聚焦于创新资源聚集高地、科技创
新示范高地、新兴产业孵化高地、国际科
技交流合作高地打造的龙兴，迎来世界
第二个哈罗小镇，也乃大势所趋了。

方媛
图片由协信·哈罗国际（中国）提供

承袭英国哈罗教育小镇特色

世界第二个哈罗小镇来了
一流教育资源持续积聚 一座教育新城加速崛起

“好风凭借力，扬帆
正当时”。近段时间以
来，龙兴教育资源不断
集聚，科创能量不断升
级，重磅利好频频。

9月11日，新加坡国
立大学（重庆）研究院正
式签约落户两江新区。
在此之前，华东师大、清
华大学已相继签约落户
位于龙兴工业园的两江
协同创新区。

近年来，国际国内
一流大学科创平台密集
落户两江协同创新区。
龙兴积聚起一大批国际
国内知名院校，持续助
力创新平台建设，促进
产学研深度融合。

资源聚合都有规律
可循，“虹吸效应”是最
合理的解释。多所国际
国内一流大学（科创平
台）优质教育资源集聚
龙兴，与两江协同创新
区这个“虹”密不可分。
但龙兴拥有的优质教育
资源，远不止这些名牌
大学，还有世界第二个
哈罗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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