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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云领未来
新基建为载体，不断创新发
展模式

作为信息社会的基石、数字经济的
支撑，“新基建”将进一步助力我市经济
结构调整以及新旧动能转化，成为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重庆电
信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新基建”建
设，助力重庆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重庆电信今年投资27亿元专项资
金，上半年完成10000个基站及配套设
施建设，实施主城都市区及区县城区室
外连续覆盖，具备5G SA网络商用能
力。同时，在已实现全市城市区域千兆
网络覆盖的基础上，持续加大 10G
PON网络建设，加速推进我市全面进入
光网时代。

以“新基建”为载体，重庆电信近年
来不断创新发展模式。

车联网是通过利用高速稳定的无
线网络技术，将车辆行驶速度、车辆状
态、车辆位置、车内电器、路面情况上传
至云服务系统，实现人车、路、云之间数
据互通的数字化车辆控制系统。

去年1月16日，重庆电信携手中
国汽研、大唐移动联合举行国内首个
5G自动驾驶应用示范公共服务平台启
动仪式，三方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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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5月15日，重庆电信、大唐移动、
中国汽研三方合作的5G智能网联汽车
试点项目在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园区
正式发布。这是重庆首次发布的5G远
程驾驶一期成果，也是全国首个城市交
通场景下的5G远程驾驶应用示范。

5G时代，重庆电信全面加强车联
网布局，联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将
5G端到端网络切片在业内首次应用到
车联网领域，通过网络切片技术在一个
网络上构建端到端、隔离的、按需定

制的车联网驾驶挑战赛专用逻辑
网络，实现运营商5G网络的差

异化服务能力与行业客户
个性化网络需求的完美

结合，为客户快速提
供个性化的高价值

服务。
在 2020

线上智博
会自动驾

驶 挑 战 赛
中，重庆电信首

次启用了硬切片方
案，实现从无线侧到

传输承载侧、再到5G核
心侧的端到端定制化网络，

最大程度上保障比赛的顺利进

行。同时，重庆电信还展示了切片运营
管理系统，通过可视化的运营平台，不
仅可以做到网络质量的实时监控和展
现，还为用户提供全程自助式网络切片
订购服务。

除了自动驾驶，在5G开启的全新
智能时代，重庆电信还致力于5G+教
育、5G+医疗、5G+工业、5G+金融等领
域持续发力。

如重庆电信联合重庆国际复合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打造5G+工业互联
网再新材料产业的先导应用示范项
目。项目涵盖企业5G内网、工业高清
视觉质检、AGV智能运输等内容。

重庆电信与重医附一院及相关单
位通力合作，利用电信网络5G速率低
延迟技术优势结合智能远程会诊系
统。疫情期间，5G远程会诊顺利支撑
重医附一院与湖北前线医疗人员进行
远程诊疗，助力抗疫。

重庆电信联合保税港管委会、重庆
飞力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邮电大
学、庆铃汽车等多方，按照“产、学、研、
政”结合的方式共同构建5G融合车联
网创新生态圈，在保税港空港园区打造
国内首个5G+智慧共享物流应用落地
暨空港工业园区智慧共享物流中心。

层出不穷的电信智慧应用，正在让
生活变得更聪明。

智慧城市
5G急速体验，逐步融入社会
生活

中国电信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大
创新力度，发挥5G优势，助力智慧城市发
展，利用最新科技与公众共筑美好生活。

2018年3月，在重庆电信的努力推
动下，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中国电信在
重庆开展5G应用示范。重庆正式成为
国家首批5G应用示范城市，大力支持
本地运营商启动5G规模组网建设及应
用示范工程，加快5G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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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初，重庆电信与渝中区政
府签订合作协议，共建“文商旅城”5G
融合应用示范高地，不断探索5G在文
化、旅游、商业等方面的应用。

重庆电信加快5G网络建设，在解
放碑、中山四路—人民路环线、洪崖洞
等实现了5G覆盖，群众可以在相关区
域通过WiFi进行体验，预计将于2023
年底在渝中区实现公共区域5G网络全
覆盖。

不仅如此，重庆电信还携手渝中，
在解放碑商圈大力开展“智慧商圈”建
设，依托电信5G和大数据建设3D可视
化大数据平台，为商圈提供楼宇信息采
集、精准智慧招商、线上消费引流等服
务。

重庆电信结合中国电信、阿里巴
巴、腾讯信息数据，通过大数据、云计算
等技术建设，为商圈提供各类辅助决策
信息。大数据平台可查看商圈实时进
出人数、人群热力分布等信息，对人流
过于密集的情况实施告警、游客客流控
制和疏导进行辅助；通过大数据分析，
展示商圈游客的消费偏好、性别比例、
职业分布等，为商圈发展、精准营销提
供决策依据；对商业楼宇企业及品牌、
经营情况，有针对性收集并进行大数据
分析，对楼宇空置率、财务信息进行分

类展示，帮助商圈企业经营发展及招
商。

社区是城市的“分子”。去年8月，
重庆电信首个智慧小区示范项目，永川
银山源智慧小区亮相。该项目以“构建
智能、安全、舒适、便捷的智慧生活小
区”为目标，将物联网、云、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运用其中，实现了公安消防、市
政管理和民生社区服务三大类应用。

银山源智慧小区主要应用智能门
禁人脸识别系统、智能充电桩、智能井
盖、智能消防栓、智能路灯、智能分类垃
圾桶、智能电梯梯控系统、智能烟感系
统、一键NB报警器、高空抛物监测以
及智慧生活小站等10余项智能硬件设
备，这些智能硬件智能设备既包含了公
安消防类应用，也有市政管理类应用，
还包含智慧停车、智能门锁等民生应
用，既提高小区的智慧化，同时还兼顾
绿色环保。

中国电信推出的智慧社区系列产
品，正是全面基于社区等在内的传统基
础设施数字化升级需求，其中社区电子
通行证、体温监测、口罩监测、视频监
控、人脸门禁、车牌识别、智能门磁、智
能云广播、安全充电插座、智能烟感、燃
气报警器等在内的智慧化社区服务，可
快速破解社区信息不全、数据孤岛、技
术集成能力弱、网格职能不清晰、运营
人员不足等诸多短板，提升社区智能化
水平，实现社区精细化管理。

智家未来
致力美好生活，科技赋能提
升群众“三感”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断提升，家庭已经进
入智慧时代。中国电信通过提供高速上
网、贴心服务、透明消费，提供高清视听、
游戏娱乐、智能可控等优质服务，全方位
保护终端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小翼管家”是中国电信推出的面
向智慧家庭用户的APP。作为中国电
信智慧家庭的统一入口，小翼管家身兼
智能宽带、智家平台、智能应用、智能安
全、智能服务于一身。

众所周知，当下不同厂商的智能设
备之间存在不兼容的尴尬局面，消费者
不得不下载各自的软件才能支撑设备
运转。

“小翼管家”打破这种家庭终端孤
岛化现象，实现跨品牌、跨设备的操控
和场景化联动，只需“小翼管家”一个
APP 在手，便可控制全屋设备。在
APP“智能家居”板块，用户可以个性定
制生活场景，设定每个场景下控制的智
能设备——清晨起床，窗帘、灯光自动
开启；离家工作时，室内灯光、窗帘、空
调自动关闭，水浸报警器、烟感报警器
待命，扫地机器人开始工作；晚上回家，
空调提前调至合适温度、远程遥控智能
电饭煲；睡眠场景下，灯光自动关闭、窗
帘落下、加湿器开启，安然入睡，智慧生
活就是如此简单而美好。

据重庆电信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小翼管家”已接入80多个主流品牌、
280多款设备。除了智能设备控制外，

“小翼管家”在网络控制方面同样表现优
异，全面支持1亿台天翼网关、1300万台
路由器、150万台SDN网关的操控管理。

用户可以通过“小翼管家”自主管

理家庭网络，对陌生设备一键拉黑，防
止蹭网；提供家长控制功能，实现不同
接入终端的区隔管理，控制孩子上网时
间。

“小翼管家”和“天翼看家”“天翼高
清”“天翼云游戏”“翼支付”等服务，构建
起了中国电信未来家庭矩阵，与群众一
起建设美丽家园，共筑美好生活。

一系列智家应用，以电信“三千兆”
为强大后盾。电信“三千兆”是中国电信
5G1000M、宽带1000M、WiFi1000M
的服务总称。它不仅仅是5G、宽带、
WiFi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涵盖家庭、
工作和出行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在这
个网络中，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有线还
是无线、手机还是电脑，均能享受电信提
供的千兆上网速率及多种智能应用服
务。

目前，在“天翼智家”的概念下，除
了电信宽带，重庆电信用户还可以同步
享受到一揽子的家庭信息化解决方案。

“全屋WiFi”是中国电信为家庭客
户提供的家庭WiFi网络覆盖优化服
务，保证使用高清视频应用和视频电话
流畅。

“天翼看家”是中国电信为用户提
供的远程视频监控服务，让用户在上班
的时候也能远程监控家中情况，如遇非
法侵入，还可自动报警。

未来，中国电信将以更畅快的速
度、更丰富的应用、更周到的服务，为消
费者打造高速率、全方位、立体化的智
能通讯生活。

网络强国
承接国家战略，牢记使命贡
献智慧动能

作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
慧社会的主力军，中国电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努力为建设网络
强国做出贡献，奋力谱写新时代的发展
新篇章。

今年以来，重庆电信位于两江新区
水土高新产业园的中国电信云计算重
庆基地二期项目建设全面提速。

该基地目前为国内一流、技术领先
的高端云计算基地，包括高端数据中
心、云计算中心、灾备数据中心三大板
块，既能实现传输网络的高速接入，也
具备更高的网络安全性，拥有20万台
服务器的运营能力，是中国电信集团级
大型数据中心园区和川渝陕区域数据
中心的核心节点。

基地一期项目于2017年建成并投
入运营，依托中国电信云网融合构架，
承接全国性“2+4+31+X”的云资源布
局，在水土基地落地了天翼云省平台，
目前具备云主机 35000 核，云储存
3500T。2019年6月，已规划集团自研
池及天翼云资源池的新建及扩容，更好
地满足本地客户公有云、专属云及混合
云的各类需求。

新开建的二期项目总投资达12亿
元，按照国际T3+国标A级数据中心
标准实施建设，建筑面积超过5万平方
米，远期整个园区将达20万平方米。
该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底前全面提供运
营条件。

此外，由重庆电信与腾龙控股集团
合建的西南区域核心数据中心二期于
今年 8 月正式投用。该中心可提供
2000个机柜运营使用，旨在为国内知
名大型互联网公司、本地政企、金融等

客户提供专属定制服务。
如果说云计算基地是中国电信立

足重庆打造的一座服务国内的信息平
台，那么中新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则是中国电信立足重庆，搭建的一条通
往世界的数字桥梁。

中新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是
连接重庆与新加坡的专用数据通道，是
中新信息通信领域合作的重要基础设
施，为重庆打造中西部地区国际信息通
道高地，提供重要支撑。

自2019年8月中国电信完成香港
NNI节点建设后，重庆电信又率先开通
了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
道，覆盖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重
庆仙桃数据谷、中国智谷（重庆）、重庆
西永微电子产业园、永川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软件产业园、重庆移动互联网产
业园、重庆市区块链产业创新基地共7
个园区，接入总带宽达到160G。

下一步，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将积极
进行应用推广，促进中新双方在园区综
合组网、跨国视频会议、远程医疗、远程
教育、远程旅游体验等方面的广泛合
作，深度融合各行各业通信需求，为中
新双方企业双向进入开展国际业务运
营与合作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后续的工作中，中国电信重庆公司
将继续对IP网络、传输网络、网络安全
等方面进行专项优化，进一步提升中新
（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的运
营能力，强化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
据专用通道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
要性，以“新基建”为核心，推动中新双
方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周序 谢恒
图片由重庆电信提供

本届智博会，中国
电信既是重要的参展
商，也是不可或缺的保
障者。由重庆电信、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专业
部门、第三方支撑单位
抽调的精兵强将组成
的后勤团队，将从网络
安全、信息安全、数据
安全三方面，对大会官
网、党政机关和新闻网
站、承委会成员单位网
络以及电信自有及接
入业务提供全方位的
维保服务。

网络安全方面，本
届智博会官网采用天
翼云+CDN架构，由中
国电信“云堤”提供包
括 DDOS 攻击监控及
防护、网站安全监控及
防护、域名安全监控及
防护等能力。依靠中
国电信全球部署的36
个清洗节点及220+以
上的监测节点，可有效
监测及拦截T级以上
的 流 量 攻 击 、各 类
WEB攻击等。同时，
其强大的不受虚假源
地址干扰的分析溯源
能力，可以实现快速定
位攻击源，有效遏制后续网络攻
击事件的发生，极大程度上保护
官网安全稳定运行。

信息安全方面，智博会官网
及其APP、公众号、小程序纳入重
庆电信、中国电信集团统一监控，
增强网站可用性监测、敏感词爬
扫、挂马暗链检测等，增强信息安
全防护能力。

今年智博会凸显“线上”特
色，更侧重网络信息安全防护，在
完善防护技术手段的同时，重庆
电信还组织开展了基线核查、代
码审计、漏洞扫描、渗透测试等系
列安全风险评估，确保官网平台
安全上线。并在重点保障期间，
安排专业团队7×24小时在线值
守，加强威胁预警信息收集、分析
研判和快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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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智博舞台 展现时代风采

中国电信国电信 5G智领未来 共筑美好生活

重庆电信智慧商业提供的极具体验感和互动性全新数字消费场景中国电信中国电信55GG
网络全面加快中网络全面加快中
国智能网联汽车国智能网联汽车
发展步伐发展步伐

重庆电信从基站到核心网都实现了重庆电信从基站到核心网都实现了55GG标准标准

重庆电信与腾龙重庆电信与腾龙
控股集团合建的西南控股集团合建的西南
区域核心数据中心二区域核心数据中心二
期于上月正式投用期于上月正式投用

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