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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
即，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众多“数字化转
型”服务，已经做好了准备，精益求精护
航本届“智慧进博”

5G通信全面提速

进博会“办博”“参博”“观博”，离不开一张

立体化、智能化的 5G 网络。 今年，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的进博会 5G 通信也进行了全面提速扩

容。 针对进博会所在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场

馆的 5G 信号覆盖，电信部门进行了网络增补。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已经完成了全量 200M 载波

聚合的扩容和连片覆盖， 并在进博会新闻中心

开通了 300M 载波聚合的共享网络。 据悉，现场

网络实测，下行速率在 2G 以上。 这对新闻媒体

使用 5G 设备转播、直播进博盛况，将提供极佳

的视觉效果，进一步提升 5G 服务 “智慧进博 ”

的能力。 而对参展、观展的用户来说，手机等移

动终端享受到 1G 左右的下载速率， 今年已经

成为“家常便饭”。 电信为进博会新闻中心提供

1200 个网络信息点位，可满足媒体记者约 5000

台设备终端同时使用无线网络高速上网。

数字化网络护航进博会更“安全”

针对安保和疫情防控需求， 本届进博会期

间，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将推出更多数字化转型

创新服务，进一步提升保障能力。

根据组委会及相关委办局、 安保部门的需

求， 电信提供了进博会 259 条专用重要线路的

通信保障， 并且为进博会人员进出场馆提供制

证、验证专项服务。据悉，此次进博会 40 多万人

员及车辆进出场馆的各道关口， 其身份信息的

核实工作，都将通过电信的万兆网络，在一瞬间

完成与后台数据库的信息验证比对交换， 充分

保证人员安全。

防疫工作同样不能松懈。 据悉，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已将 2118 条防疫单位电路，756 条国计

民生线路，以及 676 台政企重要客户设备，71 个

重要客户总头线路列入重要保障名单。 由中国

电信上海公司承建并运营的进博会热线 968888

作为唯一指定官方服务热线， 今年累计接听防

疫和办展的咨询电话近 7 万余个，进博会热线

AI 在线咨询平台也进行了全新升级改版。

数字化手段助盛况传遍海内外

为确保进博会重大活动电视和网络直播，

电信相关部门提供了 3 组 1G 具备热切换保护

的高品质国际精品互联网宽带， 部署 6 台高性

能互联网接入、网络安全防护等各类网络设备。

进博会的 13 场部长级分论坛，也将使用电信 5

组 500M 具备热切换保护的高品质国际精品互

联网宽带。

据悉， 电信的 83 套高清和 4K 光端机，将

保障进博会现场及四个外场的 51 路直播传输

视频线路，74 条灯光秀重要电路。 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在进博会场馆及周边，共部署了 16 辆应

急通信车。 其中，从福建、浙江、安徽、北京、湖

北、广东、四川、新疆等各地调集了 8 辆应急通

信车前来支援。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还加大了对国际海光缆

的巡查护卫保障工作， 安排 16艘船只进行海上

巡线。大潮汛警戒船增加巡视频次，不回港补给，

保证 7×24小时坚守在海光缆埋设线路沿途。

更多创新应用亮相现场

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工业互联网”

应用备受关注。据悉，此次进博会上，一批以“数

字化城市管理”“智慧工业生产” 为代表的电信

5G 创新应用，将全面亮相。

据悉，在进博会期间，中国电信将展示“5G+

远程巡检” 等工业互联网 5G 定制产品。 该 5G

应用为工业巡检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交互手段，

打通了培训、生产与指挥调度环节的信息“快车

道”。 通过前端 AR 眼镜、后端显示大屏等设备

的联动， 可将巡检或检修点的网络图像回传至

现场大屏进行交互， 参观人员可直观体验 AR

眼镜巡检为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提升。 “5G+无

人机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 也将是一大亮点。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以自主研发的飞控网平台

为基础，将展示无人机的 3D 建模 、外墙检测 、

航拍违建、河道巡检等多个方面的功能应用。

■王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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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云护航”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
数字化转型助进博会“越办越好”

随着 2021 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

揭幕倒计时， 人们对盛会即将为中国经济

带来的新机遇充满期盼。 在过去的几年里，

进博会不但对我国促消费稳增长发挥了重

要作用 ， 更对我国经济更深层次地对接 、

融入、 引领经济全球化， 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 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帮助上海企业充分利用好

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于近期推出了 “智云护航” 体系。 通过为

申城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全面赋能

上海工业、 交通、 能源、 医疗等经济社会

的各个领域的产业升级。 以数字化培育新

动能， 带动创业就业， 惠及生活百姓 ， 让

全体市民分享到丰厚的 “进博会红利”。

智云护航
企业身边的信息化专家

“随着第四届进博会的到来， 全公司上

下都铆着劲要继续做大公司主营的进口医

疗产品代理业务 。” 在上海某科技产业园

区， 刚刚入驻不久的某医疗器械公司 CEO

赵先生表示： “我们在入驻后才发现 ， 由

于新的办公楼面积较大， 公司的 WiFi 网络

覆盖并不尽如人意， 影响了公司的工作效

率。 尤其是公司的小会议室， WiFi 信号更

是几乎没有。”

WiFi 网络如今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 ，

但要做到科学有效的大面积覆盖， 却需要

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之前新员

工小王自告奋勇地买了网线和设备 ， 在 3

号会议室内又装了一台无线路由器。 可随

意扔在地上的网线不但有安全隐患， 员工

使用时还需要手动来回切换不同的 WiFi 信

号， 十分不便。”

正当赵先生为此事一筹莫展时 ， 中国

电信上海公司客户经理推荐的 “智云护航”

产品解决了这一难题。 “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的翼企畅享企业融合套餐， 不但拥有固

话+移动、 固话+宽带等多种组合， 还可以

申请企业 WiFi 服务。 由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专业工程师会对企业 WiFi 网络进行了 ‘私

人定制’。 在他神奇的双手之下， 公司每个

角落的 WiFi 信号都达到了满格， 原本困扰

企业多时的断网、 网络慢等问题统统解决，

公司上下都十分满意。”

据电信客户经理张先生介绍 ， 基于对

电信政企产品和服务的信赖， 赵先生在企

业成立之初就主动找到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申请了翼企畅享企业融合套餐。 其中包含

了企业固话 3000 分钟通话费用和 500M 企

业宽带 ， 以及来电名片 /挂机短信等服务 。

此外， 该套餐用户订购包括企业 WiFi 在内

的多项增值应用， 还可以享受到最高 50%

的优惠。

“在对客户的日常走访中 ， 我无意间

听到了赵先生对公司 WiFi 网络的抱怨。 事

实上由于小微企业的成本有限， 一般不会

都投入大笔资金去采购 WiFi 设备， 也没有

专职的 IT 运维人员， 所以对此类业务的需

求非常普遍。”

为了解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后顾

之忧，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在传统的基础宽

带、 电话、 移动服务外， 还为企业准备了

丰富的信息化服务产品， 创造一个拎包入

住的数字化转型环境 。 以企业 WiFi 为例 ，

通过帮助建设更加方便、 便捷、 移动性强

的无线接入网络， 以极低的成本满足了企

业的信息化需求。 同时， 借助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的网络能力， 也催生了像远程视频

会议、 网络培训、 网上企业办公、 远程控

制等数字化办公场景， 在中小企业中的广

泛普及。

客户经理张先生告诉笔者 ： “就拿赵

先生所在公司来说吧， 和不少入驻园区的

初创企业一样， 使用的还是普通的家用无

线路由器， 无论在覆盖效果、 路由器功能、

性能等技术指标上都很难满足企业的需要。

不但无线网络覆盖不佳， 企业也无法对员

工的上网行为进行分权分域管理， 常常因

为某一个员工下载文件占用了公司大部分

带宽， 造成公司的正常视频会议和工作的

正常运行。”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工程师在征询公司

意见后， 最终采用了无线 mesh 组网方式解

决了企业的 WiFi 覆盖问题。 不但省去了传

统 AP 模式的布线施工， 使用起来效果也十

分出色。 如今， 不但员工的电脑和手机再

也不用反复切换不同的 WiFi 网络， 而且每

个员工的宽带都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

行分配。 企业网络畅通了， 工作效率也大

幅提高。 像远程视频会议、 网络培训 、 网

上企业办公、 远程控制等数字化办公项目

自然也水到渠成。

赵先生高兴地表示： “在进博会的带

动下， 最近几年公司的进口代理业务蒸蒸

日上， 即将召开的第四届进博会， 更是为

企业的未来发展揭示了方向。 有了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优秀的网络产品和服务， 相信

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一定能取得更大成

效， 成功地将更多的国外优秀产品及服务

带给上海市民。”

5G直播
让进博魅力触手可及

本届进博会盛况空前， 但对于不少无

法亲临现场观展的市民来说， 5G 直播无疑

是他们了解进博会的重要渠道。 尤其是对

于 90 后 、 00

后年轻人来

说 ， 5G 直播

观看方式更轻松自由， 直播内容也更接地

气， 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作为一名美食 UP 主， 像进博会这样

汇集全球各地美食的盛会自然不容错过 。

无论是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 牙买加的

蓝山咖啡还是南非鲍鱼， 都是驰名世界的

美食 。” 来自 B 站的 UP 主小庄向笔者表

示： “进博会的召开，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

美食走上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 我也期待

今年进博会能带来更多世界美食， 给老百

姓的生活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不过， 要想做好进博会直播 ， 稳定而

高速的 5G 网络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 B 站资

深 UP 主， 小庄对直播网络的选择有自己的

体会： “目前各大运营商都推出了自己的

5G 手机套餐， 价格和档次也很丰富。 不过

在我看来，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 5G 才是其

中最适合年轻人需求的。 作为国内乃至世

界 5G 建设的领军者， 中国电信在 5G 全球

运营商中率先规模商用 5G SA 网络， 能为

用户带来更优秀的网络体验， 直播效果自

然也更出色。”

在多年前， 小庄也曾尝试过通过 4G 网

络进行直播， 但受限于 4G 网络的性能， 效

果始终难以令人完全满意。 “由于 4G 网络

支持的用户数有限， 当展馆人数多时 ， 速

度会下降得比较明显， 直播效果大打折扣。

甚至有不少网友直接在弹幕里吐槽 ‘看着

这满屏的马赛克， 必须取关’。 我在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 5G 网络试商用时第一时间就申

请了 5G 套餐， 对直播节目效果的提升立竿

见影。 去年我制作的进博会直播节目不但

播放量在同类视频中排名前茅， 三连点赞

的数量更是突破了新高。”

据业内专家介绍 ， 大多数视频直播

App 都会根据当前的网络速度 ， 自动调节

视频画面的清晰度。 如果网速快， 就会采

用最高的画质。 而如果网速慢， 就只能用

较差的画质了。 4G 网络的理论最高速率在

100M 左右， 而 5G 网络则能提供 10 倍以上

的速度， 极大地提升了直播的质量。 而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通过与联通合作， 实现了

“四叶草” 80 多万平方米的无缝全覆盖， 最

大程度地保证了现场 5G 网络的直播质量。

“尤其对于美食类直播节目来说 ， 观

众是通过双眼来 ‘品尝’ 食物的， 所以画

面的清晰度和色彩效果会直接影响节目的

精彩程度。 近年来， 随着 5G 网络的成熟，

它对国内直播行业的带动作用也越来越明

显了。”

除了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5G 网络在质量

方面的优势外， 电信丰富的产品和优质的

服务也是小庄选择的重要因素。 “我家里

使用的， 就是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最近主推

的 ‘美好家十全十美 5G 畅享融合套餐 ’。

它不但包括已成为智慧家庭 “标配” 的千

兆宽带和千兆 5G 网络， 还包含了最受市民

欢迎的全屋 WiFi、 天翼云盘、 播播宝盒等

丰富产品。 套餐流量十分充足， 可以满足

我 5G 直播的需求。 而家里的千兆光网， 也

让我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视频节目上传 ，

保证更新的及时性。”

“5G SA 正式商用领先 、 持续引

领云网融合潮流、 网信安全领域的实

力领先。” 在中国电信 “三个领先” 的

带动下， 我国 5G 与千行百业融合所产

生的溢出效应正日益凸显 ， 为众多处

于转型期的中国行业带来数字化全新

机遇 ， 不断催生出新生态 、 新模式 、

新动能，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社会

的数字化转型。

“幸福课堂”
让老年人畅享数字化红利

“我用的是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5G 智能

手机， 每周都会来营业厅 ‘上课 ’。 5G 让

我的老年生活越来越精彩了。” 在中国电信

上海公司张扬路营业厅， 72 岁的马老太早

早地来到营业厅内的 “幸福课堂”， 戴上老

花眼镜认真地与身边的志愿者们交流学习

心得， “小汤你晓得伐， 上个星期回去后

我用你教的办法制作了小外孙的电子相册

发在家族群里， 不但赢得了亲戚们的一致

好评， 连远在湖南的二表姐也让我也帮她

制作呢。”

志愿者小汤告诉笔者， 随着城市老龄

化程度的提高， 养老助老也成为了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 作为上海城市数字底座的引

领者，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 重视解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数字鸿

沟” 问题， 让每个市民都能享受 “数字红

利”， 充分体现了央企的社会责任感。

“为了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生活 ， 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在原先的助老微课堂基础

上进行的升级， 升级后开课频率由每月一

次增加至每周二固定开设。 并且 ， 将从营

业厅走进街道 、 居委 、 小区和老年大

学 ， 帮助更多不方便到厅听课的老年人

等群体 。”

对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全新升级的

“便民助老八项服务 ” ,马老太感触颇深 ：

“对于我们老年人在智慧生活中所碰到的实

际困难，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方方面面考虑

得十分周全。 就拿中国电信上海网厅来说，

特地开设 “智慧助老” 专区， 打造大字体、

易操作的便捷模式， 无论是办套餐、 查流

量、 充话费等各项便捷服务使用起来都十

分方便， 足不出户就能轻松办理。”

而当需要致电求助时， 中国电信上海

公司特地针对 65 岁以上老年人拨打 10000

号客服热线 ， 享受直连至人工接听服务 。

“我们老年人普通话都不太标准， 人工智能

有时不能精准识别。 这样的暖心服务让我

们感到十分贴心。 甚至连叫出租车都可以

通过 10000 号进行 ， 极大地方便了不适应

手机 App 复杂操作的老年用户。”

此外，针对老年人在老年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114 查号台还提供

了“114 养老顾问”服务，老年朋友只需拨打

114， 就有专人解读本地养老补贴、 居家养

老、养老互助、社区养老等具体政策内容。 让

申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安心更贴心。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就像老朋友一样，

不但特别懂我们老年人对数字化产品的需

求， 对幸福课堂这样的 ‘分外事’ 也格外

热心。 现在家里的宽带和手机速度不断升

级， 它在我们老年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

越来越大， 真真切切让我们老年人感受到

城市信息化发展的红利。”

随着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智云护航 ”

的推出， 未来将有更多传统行业从中受益，

加速自身数字化转型步伐。 沪上中小企业

也可以借助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云网融合”

能力， 充分抓住第四届进博会带来的机遇

窗口， 实现更快的市场响应速度、 更高的

效率和质量以及更加灵活柔性的制造模式，

共创数字经济新蓝海。

题图： 进博会 5G 网络下载轻松达到 1

个 G。 图为电信技术人员仔细测试。

摄影 王万隆

以 2021中 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举

行为契机， 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推出

“智云护航” 体系，

未来将有更多传统

行业从中受益， 加

速自身数字化转型

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