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技术助力打击网络犯罪

警通联手创新 共建共享智慧安全城市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和重庆市

公安局于2017年率先在全国开展
警通联合打击通信网络犯罪和保
护通信设施合作。

双方在诈骗涉案号码快速处
置、跨地区转售企业快速响应、伪
基站证据提取、网络有害信息核
查、杆塔设施共建共享等数十个领
域开展了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数据显示，全市公安机关共破
获通信网络诈骗9.9万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6340 人，处置通信（网
络）诈骗警情3万余起，返还涉案
资金6000余万元，已累计处置涉
嫌诈骗电话号码 183 万个、呼叫
314万次，破获案件2.4万余起。

2019年，重庆市通信管理局和重
庆市公安局加大对阻碍通信设施建设、
敲诈勒索、恶意散布谣言、破坏盗窃基
础设施建设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人民
群众通信权益。严密防控各类重大风
险，夯实平安建设基层基础，双方共同

推动将破坏通信基础设施纳入到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平安区县）考核，进一步
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

双方深入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积
极响应城市管理综合提升行动，大力

推动从行业共享迈向社会共享。公
安部门和信息通信行业相互开放杆
塔资源共建共享，节约土地资源超过
1万平方米，同时也节省了电力能耗，
为社会公共设施共建共享开辟了成
功实践道路。

警通互动
服务执法效果双提升

电信5G开创智能重庆美好未来
当前，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已实现

从“2G跟随”、“3G突破”、“4G并行”到
“5G引领”的跨越式发展。《“十三五”国
家信息化规划》提出，开展5G研发试验
和商用，主导形成5G全球统一标准，到
2020年5G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取得
突破性进展并启动商用；2018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也明确提出“加快5G商用
步伐”。

中国电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5G商用步伐。

2018年，中国电信在全球运营商
中率先发布5G技术白皮书，明确提出
SA的组网策略，5G基带性能标准提
案数全球第一；率先提出了“三朵云”
（接入云、控制云和转发云）5G架构，
成为中国5G网络架构的基本方案；面
向公众客户和产业互联网提供各类创
新应用，赋能 5G生态的作用逐步显
现；加快云网融合步伐，为5G发展提
供良好的IT化环境；开发运营的云堤
网络安全防护平台，具备TB级近源攻
击防护、DNS域名安全防护等一整套
防护能力。

2018年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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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
大力支持本地运营商率先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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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背景下，今年初，中国电信重
庆公司与渝中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共
同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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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5G智慧城市正式
启动。

在渝中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
电信重庆公司加快5G网络建设，目前
已在解放碑、中山四路-人民路环线、
洪崖洞等实现了5G覆盖，广大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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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四路
名流公馆搭建5G体验亭，市民可通过
VR头盔观看解放碑、两江交汇等景点
的360°全景实时画面；在解放碑建设
5G智慧体验馆，包含最新5G技术在各
种场景下的实物演示。精心设计的体
验路线，旨在让广大市民通过直观的体
验，了解目前基于5G的典型应用，以及
未来依托5G打造数字化社会的趋势。

据了解，除渝中区外，中国电信重
庆公司目前已实现黄山大道环线、奥体
中心、长寿工业园和万州高笋塘等多个
区域5G连续覆盖及业务体验。

重庆电信已实现多个区域5G连续覆
盖及业务体验。 （重庆电信供图）

移动5G技术助力发展 筑牢网络安全防护

2017年9月，重庆移动在两江新区
开展5G试验。

2018年3月，重庆移动启动5G示
范工程。

2018年4月，重庆移动开通全市第
一张5G试验网络。

2018年11月，重庆移动建成全市
第一个5G连续覆盖示范区。

2019年3月，重庆移动推出全国首
个5G技术索道VR超感景区体验项
目，并将5G+高清直播、5G+VR和5G
全息投影技术首次应用到2019年重庆

马拉松赛。
2019年4月28日，重庆移动拨通

全市首个双向5G语音和高清视频通
话，标志着重庆移动率先完成5G网络
全业务承载。

目前，重庆移动已在全市多个区县
积极开展5G试点，完成5G网络对重庆
38个区县的接通。重庆移动还与政
府、企业、高校等数十家单位签订了应
用及产业生态合作协议，并联合通信企
业及垂直应用行业合作伙伴，搭建与高
校、研究机构、其他外省实验室等外部

资源合作的桥梁，共同推动5G在公共
服务、个人生活、工业制造、创新服务等
领域应用。通过5G技术，越来越多的
重庆市民在不远的将来可以享受到更
安全的交通、更便捷的服务、更丰富的
娱乐、更有效的医疗、更智慧的城市生
活。

重庆移动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
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方面持续发力，采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
段，积极推进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变
革，构建以数据关联、全面感知、实时
分析、联动处置、态势全局、精确追溯
为核心的网络安全核心平台，打造主
动安全防御体系，有效解决已知的安
全风险。

2018年至今，拦截诈骗电话呼叫
1191万次，关停诈骗号码1.2万余个，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达9400万元。

此外，在大数据发展方面，重庆移
动拥有21大类标签、1600+画像标签
和超300+的数据模型。目前已向全市
40余个景区提供旅游大数据服务，打
破传统旅游信息化产品中的信息孤岛，
建立全域旅游数据的共享机制。面向
市政、公安、气象等公共服务部门提供
安全大数据服务，具备精准人流监控、
应急预警、客流趋势、舆情监控等11种
能力，能够实现安全防控、快速调度、紧
急疏散、群众互动、民意采集等各种应
用。

联通5G创新 助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2018 年，重庆联通已作为中国
联通 17 个城市之一开展了 5G 实
验；2019年，重庆又被确定为联通集
团 5G 规模组网城市之一。按照中
国联通集团 5G工作部署，结合重庆
市委、市政府 5G 建设发展实施意
见，重庆联通正在全力推进 5G建设
和应用拓展。

目前，重庆联通已完成重庆5G核
心网建设，建成 5G试验网站点超过
200个。重庆联通以业务应用为牵引
确定了应用场景，陆续搭建了5G+车联
网、5G+智慧旅游，5G+智慧游轮、5G+
智慧医疗、5G+红色教育等应用场景，

并开展了多个方面的5G应用落地——
1月15日，联通与重庆车辆检测研

究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
了合作协议，携手共建重庆首个5G-
V2X自动驾驶基地及创新平台。

3月31日，在国际马拉松比赛上，
重庆联通运用5G技术，进行了全国首
个5G商业直播。其中，在南岸区南滨
路到巴滨路长达20余公里的沿江公路
上建设了近100个5G基站，实现了对
全马往返赛道的全程覆盖。

4月2日晚，长航“朝天皓月”游轮
正式上线，重庆联通5G+VR以及5G
全息投影技术也出现在游轮上，让“朝

天皓月”成为全国首个实现5G技术的
智慧游轮。

4月22日，重庆联通联合陆军某医
院，完成了基于5G技术的远程心脏手
术。这是中国西部首例5G+智慧医疗
项目，填补了这一技术在中国西部的空
白。

2019年底，重庆联通5G基站建设
规模预计1688个，届时将具备一定业
务提供能力。重庆联通将持续完善5G
领域对垂直行业的网络支撑与业务挖
掘，通过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等形式，大
力拓展公众市场和行业业务内容及应
用。

自2016年3月28日中国联通与重
庆市政府签订《深入推进“互联网+”行
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年多来，重庆
联通积极推进“互联网+”协同制造、普
惠金融、现代农业、绿色生态、政务服
务、益民服务、商贸流通等7大系列行
动的实施落地，陆续在多个领域推进合
作并分别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8年8月23日，中国联通再次与
重庆市政府携手，签订了《深入推进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
数字重庆。中国联通将大力实施智能制
造、绿色生态、智慧旅游、智能交通、企业
上云等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的融合发展，
积极推进大数据智能化政务服务发展，
持续助推提升重庆市产业智能化应用水
平。

铁塔协同共享 促进行业发展
随着5G商用脚步的临近，重庆铁

塔助力电信企业加快推进5G试验区网
络覆盖建设，积极做好站址整合、机房
储备、电力布局和管道预留，主动推送
方案及资源，创造共享价值，促进协同
发展。

此外，重庆铁塔积极推动“通信塔”
和“社会塔”相互转化，探索“综合共享”
模式，取得显著成效。4年来，重庆市新
建基站站址共享率已由重庆铁塔成立
前的21.77%大幅提升至79.15%，相当
于累计少建设铁塔2.9万座，节约土地
占用27.8万平方米，节约用电3.38亿千
瓦时，共享的社会效益显著。

据了解，自2017年重庆市公安局
和重庆市通信管理局签署打击网络犯
罪和保护通信设施合作协议以来，重庆
铁塔各分公司加大与属地公安局沟通
达成合作，双方开放资源协同发展。目
前公安系统向通信行业开放了监控杆5
万余根，通信部门开放超过6万座杆塔
资源供公安部门挂载设备，双方资源互
用累计1100余座站址，既节约了杆塔
资源，节省了建设成本，又提高了建设
效率，共享了电力资源，是保护绿水青
山的又一成功行动探索。

随着5G试点加快，未来基站站址
需求将大增，重庆铁塔充分利用现有社

会各类杆塔资源快速布局，既考虑了与
环境融合，又避免了多杆林立带来的资

源浪费。
今年1月，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

推进5G通信网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全面推进全社会杆塔资源开放共
享，提升资源共建共享水平，促进降成
本、增实效”，“有效推动‘通信塔’与‘社
会塔’深入共建和开放共享”。按照《意
见》精神，重庆铁塔加快与39个区县进
行了5G专项规划对接，对5G站址建
设、供电保障和设备机房空间保障进行
了专题研究，充分利用现有杆塔资源共
建共享，提前布局5G规模化建设。据
了解，重庆铁塔目前已经承接3家电信
企业5G实验网需求800余个。

目前，跨行业、多应用、多系统的杆
塔功能集成已经成为城市综合管理的
发展趋势，社会上各行业对从机房、电
力、杆路、集成的综合解决方案诉求与
日剧增。在重庆市通信管理局的指导
下，重庆铁塔通过大力实施信息通信设
施共建共享，有力保障全市通信信号覆
盖需求，与各电信企业积极打造西部
5G高地。同时积极盘活全市杆塔资
源，推广技术应用创新，与重庆市公安
局、地震局、林业局、海事局、城市照明
管理局、电力、广电、等多个行业合作，
协同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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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重庆市政府出台了《关
于推进5G通信网建设发展的实施意
见》，市通信管理局和市公安局继续发
扬警通合作各项成果，共建重庆市警通
联合5G创新实验室，深化杆塔资源共
享，为5G通信网规模部署营造良好环

境。
5G时代的到来，为警通合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提供了更好的机遇。
4月 8日，市政府相关领导到信息通
信业调研时强调，要将 5G新技术应
用到科技兴警、智慧公安建设领域，

更好地为服务经济发展、服务民生、
维护社会稳定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同时，就警通合作在加强打击网络违
法犯罪，保护新型基础设施等下一步
工作作了部署。

据了解，双方将在维护网络安全、
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保护新型基础设
施、推进共建共享等方面开展更高层
面、更宽领域的合作，进一步为服务我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做出更大贡献。

警通携手
5G技术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 2

重庆联通正在全力推进5G建设和应用拓展。 （重庆联通供图）

重庆铁塔创造共享价值，促进协同
发展。 （重庆铁塔供图）

重庆移动积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重庆移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