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通信企业，中国移动辽
宁公司秉承社会责任，牢记企业
使命，勇挑服务重担，切实做到
为百姓谋福利、为人民谋幸福。

提速降费 多措并举
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宽带中国”

战略目标及“提速降费”等工作，中国移
动辽宁公司推行资费一体化，全面取消
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全面升级流量产品
为全国流量，不再区分“本地”“省内”和

“国内”的限定。同时，通过“查网龄，送
流量”“流量通话翻倍送”“好礼双响炮”
等一系列优惠活动，中国移动辽宁公司
让更多客户听到了“降费”的声音，切实
感受到了“降费”的福利。
公益+扶贫 移路前行

中国移动辽宁公司一直践行爱心回
报社会，开展各类爱心助学活动，通过筹
集善款、募捐等方式长期资助贫困生，关
爱山区留守儿童。近年来，中国移动辽
宁公司联合多方启动了中国移动爱“心”
行动——辽宁省贫困先心病儿童救助计
划。行动遍布全省14个市，55个县和行
政村，为疑似先心病儿童进行了免费移
动医疗筛查和救治，为贫困患儿家庭带
去福音。依托通信技术开展“黄手环行
动”，使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佩戴黄手环
后可一键呼救、定位识别，其应用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精准扶贫方面，中国移动辽宁公司
一直致力构建“网络+信息化+电商”一
体化平台，助力脱贫攻坚。自主研发的
精准扶贫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使扶贫
政策和资源投放有效匹配，累计助力31
万名贫困人口脱贫。通过10086直播平
台开展线上销售，打开了贫困户农产品
销路。同时，中国移动辽宁公司深入推
进电信普遍服务项目，仅2018年就覆盖
试点行政村近千个，积极推动光纤通信
进农村，提供百兆宽带服务，全力消除
和缩小农村与城市的数字鸿沟。
危难时刻 值得依赖

2019年8月，台风“利奇马”席卷而
来，导致东北地区持续性强降雨，多地
发生城乡内涝、中小河流发洪水以及
山洪等灾害。台风肆虐，通信安全备
受考验；灾害之中，处处可见通信抢修
人员奔波在一线的身影。中国移动辽
宁公司紧急启动救灾预警响应，第一
时间派应急保障小组分赴各地，切实
做好抢险救灾和保障通信安全工作。
一场一场的洪水考验了人们的意志，
社会上下休戚与共、守望相助成为最
温暖的标签。

新时代 新连接
新责任

核心
提示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2019年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更是5G发展的关键之年。新中国的快
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离不开千千万
万中国人民辛勤耕耘和艰苦奋斗，其中通信产业的

发展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移动辽宁公司多年来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

线，以5代不断升级演进的通信网络、信息化应用及各行业融
通发展成果服务辽沈人民，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信息
通信从少数人享有的稀缺资源，变成惠及普通百姓的公共基础
设施，已成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中坚力量。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移动辽宁公司将始终秉
持“红色通信”本色，争当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的主力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奋斗！

与新中国共成长 移路奋进新时代
——中国移动辽宁公司践行央企责任担当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朱才威

1987年模拟蜂窝移动
电话的诞生，拉开了我国移
动通信产业波澜壮阔的发
展大幕。围绕国家经济建
设主战场，经过移动通信人
的大胆探索、攻坚克难，移
动通信产业成绩斐然。

1G时代的“大哥大”
1986 年，第一代移动通信系

统（1G）在美国芝加哥诞生。最
能代表1G时代特征的，是美国摩
托罗拉公司在上世纪 90 年代推
出并风靡全球的“大哥大”，即移
动手提式电话，第一代移动通信
系统采用模拟讯号传输。1989年
8 月 26 日，辽宁省政府一副省长
打通了辽宁史上第一个移动电
话，标志我省移动通信产业实现
零的突破。
2G时代的“短信聊天”

随着系统容量的增加，2G时
代的手机可以上网，虽然数据传
输的速度较慢，但文字信息的传
输由此开始，“发短信”成为新的
网络传播趋势。1994年，前中国
邮电部部长用诺基亚 2110 拨通
了 中 国 移 动 通 信 史 上 第 一 个
GSM 电话，中国开始进入 2G 时
代，百姓的生活也因2G网络的到
来让沟通方式更加丰富多彩。
3G时代的“网上冲浪”

2009年1月7日，工信部为三
大运营商颁发3G牌照，中国移动
获得 TD-SCDMA 牌照，这也是

我国第一次拥有了具备自主知识
产权的3G国际技术标准。中国移
动第一次实现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3G标准的成功商用，让中国在世
界通信舞台上有了话语权。2009
年2月，中国移动辽宁公司正式启
动3G商用运营工作，面向不同客
户需求，提供手机商务、视频通话、
手机购物、手机网游等3G业务，切
实满足了人们的生活娱乐需求。
4G时代的“语音视频”

4G通信不仅在图片、视频传
输上能够实现原图、原视频高清
传输，其下载速度可达到每秒几
十兆，这种快捷的下载模式能够
带来更佳的通信体验。2013 年
12 月 4 日，工信部为三大运营商
颁发4G牌照。至此，移动互联网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2014年3
月28日，中国移动辽宁公司4G全
省商用发布会盛大举行，标志辽宁
正式迈入4G时代。
5G时代的“万物互联”

5G 通信将从人与人之间通
信开始转向人与物的通信，直至
物与物的通信，最终实现万物互
联，是目前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
最高峰，5G不仅改变生活，更将改
变社会。5G应用示范区建设，智
慧工厂5G基站开通，5G+4K媒体
高清直播，东北地区第一个5G网
络多媒体电话拨通，东北地区首
个“5G+远程手术”试点，实现全省
百所高校 5G覆盖……在中国移
动辽宁公司的大力推动下，5G时
代正在加速到来。

通信变革 让世界大不同

在加快辽宁 5G 网络规
模建设的同时，中国移动辽
宁公司积极实施“5G+”计
划，推进 5G+4G 协同发展、
5G+AICDE 融合创新、5G+
Ecology生态共建，实现5G+
X 应用延展，发挥数字化应
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放大、
叠加、倍增作用，以发展 5G
为契机，助力辽宁产业升级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智慧政务 科学决策
中国移动辽宁公司积极推动

辽宁省“互联网+2020”新型电子
政务，形成网络化、智能化、服务
化的产业体系，支撑政务领域信

息化建设，推动建设新型智慧城
市，打通信息壁垒，更好地以信息
化手段助力政府感知社会态势、
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政务云、党建云、移动警务平台，
为人民群众带来便捷惠民服务的
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政府部门的
工作效率。
智慧工业 赋能传统

针对辽宁老工业基地特点，中
国移动辽宁公司打造“工业云+工
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智能制造
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全面助力
辽宁老工业基地再腾飞。以 5G网
络赋能大连冰山集团“冰山云”，通
过AI大数据智能分析，5G+AR智
能巡检等应用全面提升企业对外
服务能力；同中车大连电力牵引研

发中心合作开展 5G支撑车地无线
系统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试点，
依托 5G专网、大数据分析和AI专
家诊断系统降低列车的故障率，节
约运维成本；在 5G网络的支撑下，
新松机器人生产的“5G 智能巡检
机器人”已在沈阳机床等厂区投入
使用，成为沈阳首个 5G 智慧工厂
应用示范工程。
智慧医疗 守护健康

在省卫生健康委的支持下，中
国移动辽宁公司联合多方研发建
设爱心医疗系统，通过“云服务”提
供预约挂号、远程问诊、健康大讲
堂、病历寄递、急诊急救知识普及、
现场义诊服务，打通医疗卫生服务

“最后一公里”，解决百姓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已在全省14个市推
广应用，通过平台累计与 124家医
院建立合作，建成“爱心医疗”远程
服务点 860 处、健康小屋 1000 处，
基于平台累计开展远程健康咨询、
现场义诊、健康大讲堂等活动近万
场，受益群众超过 16万人。
智慧交通 放心出行

中 国 移 动 辽 宁 公 司 打 造 的
“和生活·车等我”为市民提供精
准车辆位置信息与到达时间估
算服务；精确位置救援平台在全
国范围 10 秒内即可获取报警用
户的位置信息，便于快速调配警
力响应紧急事件，目前该平台已
向辽宁省 14 个市的“119 平台”和

“120 平台”开通精确位置救援服
务；智慧交通出行和智慧旅游产
品提供全时间区域内的人口出
行行为信息，有效支撑城市交通
规划与运营、景区实时监控及游
客分析；智慧信号灯产品对路口
及道路的交通通行状态、信号灯
合理性进行评价，提升交通管理
效率。
智慧教育 翻转课堂

自2008年起，中国移动辽宁公
司“和教育”伴随了约600万学子成
长，从最初的家校短信发送，到学
生考勤信息推送，到提供丰富的内
容型服务，到数字校园、智慧校园
的建设，再到 5G+智慧教育的应
用。基于 5G网络与远程同步课堂
的核心能力，中国移动辽宁公司

“和教育”将持续探索全息课堂、
AR/VR 沉浸式教学、虚拟实验等
教学应用服务，促进辽宁省教育资
源平衡。同时，“5G+教育”云网融
合的综合解决方案推动智慧校园
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加速实现教
育信息化2.0。

5G带来改变 催生未来融合发展

从童谣到民谣 放肆听“趣”玩乐
2000年，MP3的流行预示着数字音乐时期

的开始。数字音乐下载的形式，促使了P2P在线
音乐网站成立，手机彩铃业务的普及，音乐的消
费形式从原来的整张专辑消费变成了单曲消费
形式，在数字音乐孕育发展之际，咪咕音乐有限
公司的挂牌，标志着中国移动向全国用户提供音
乐产品和服务的专业机构成立。

从纸媒到数媒 “听”有趣“阅”不同
纸质阅读一直是阅读的主体形式，但随着网络

技术的发展，数字阅读已经成为当下人民生活不可
或缺的部分。在电子媒体阅读时代，以手机和移动
电子书为主要形态，国内最大的正版数字图书汇
聚平台中国移动咪咕阅读经多年发展，已经成为
国内数字阅读第一平台，这是最具影响力的手机
新媒体平台，为亿万客户提供阅读服务。

从电视屏到手机屏 让生活更有趣
一块电视屏幕是人们在过去了解世界和

沟通世界的最好工具，在带给人们无限欢乐的
同时，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数
字网络不断迭代更新的今天，人们通过咪咕视
频等手机APP就能观看到各种直播、新闻及娱
乐节目，极大地满足人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视听需求。

美好生活 越发精彩
家是社会最小单位，国是由千家万户

组成。一个家庭的变化就是国家社会发展
的缩影。从全家人围坐在仅几平方米的房
子里看一台黑白电视机，从一本画报在一
群小孩子间争相传阅，从远方的电台听到
第一首流行音乐，到如今5G时代异彩纷呈
的互联视听盛宴……是科技的不断进步，
更是祖国发展变化的最好见证。

人们在体验5G+VR应用。

积极开展提速降费。

进行通信网络建设。

演示5G+工业互联网应用。

辽宁首位5G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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