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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实施
担当5G建设的主力军

5G，不只是比4G多一G，而是意味着经
济社会深刻的革命性变化。黑龙江省对5G
新基建高度重视，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加
速5G基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黑龙江铁塔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
要求，广泛争取各（市）地政府的支持，全省
13个（市）地政府均成立了 5G建设专班、下
发了支持性文件、推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入规”“入法”、开放公共资源用于 5G基站
建设，并以督办清单等方式解决 5G建设选
址难、进场难等难点超过 1000处，为 5G网
络快速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同时，黑龙江铁塔全力配合省通信管理
局开展 5G网络规划，积极对接各基础电信
企业5G建设任务，克服疫情反复、施工期短
等不利因素影响，统筹开展 5G网络的建设
实施工作，实现了与国家对新基建发展总体
部署的高度一致，与省委省政府对 5G网络
建设工作要求的同频共振，与电信企业对
5G网络快速部署需求的深度契合，获得各
方好评。

2021年末，省移动公司专门致函对黑龙
江铁塔的 5G建设工作表示感谢：贵公司充
分发挥专业化能力，展现了优秀的服务意识
和服务水平，为我公司 5G建设有序推进提
供了有力保障，为我省通信行业深入落实

“网络强国”以及新基建发展战略提供了有
力的支撑。

2022年以来，黑龙江铁塔在携手电信企
业推动 5G网络从城市向乡镇、农村延伸的
同时，还紧跟网络演进趋势，全力推进5G网
络在大学、工厂、医院、写字楼等重点区域的

室内深度覆盖工作，新增立项面积近 1300
万平方米，为 5G﹢工业互联网、5G+教育、
5G+医疗等5G应用的落地提供强力的网络
支持，让5G真正融百业、入千行、进万户，成
为龙江振兴发展的新引擎。

高效经济
做好共享理念的践行者

为什么全省 5G网络规模快速部署，但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挂载基站的通信塔数
量却没有增多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共享现有的存量通
信塔资源。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很多通
信塔上都挂着5G基站与4G基站，就如同累
累硕果挂满了枝头，有效节约了行业投资和
社会资源，经济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黑龙江铁塔拥有 4.7万座铁塔，遍布全
省 47万平方公里，无论是神州北极漠河、还
是祖国东极抚远，无论是矿产丰富的煤城，
还是广袤辽阔的油田，无论是一望无际的三
江平原，还是松涛滚滚的巍巍兴安，凡有人
烟处，皆有通信塔。

在 5G建设中，黑龙江铁塔充分发挥已
有站址潜力，优先改造利用存量资源，坚持
能共享不新建，向电信企业提供原址快速升
级 5G 服务，助力 5G 网络快速、规模部署。
据统计，黑龙江铁塔承建的 5G基站 98%以
上通过共享高效满足，深化站址共享大幅降
低了基站选址难度和运营成本，实现了 5G
网络建设的“多快好省”，成为 5G网络跑出

“加速度”的强大助推器。
“因共享而生，因共享而兴”，自 2014年

成立以来，黑龙江铁塔始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持续深化行业资源共享，减少重复建
设，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探索了一条“政府主
导，行业协同，铁塔统筹”的移动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模式。
今年以来，为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沿边

沿线通信网络覆盖的工作要求，在省通信管
理局的牵头领导下，各基础电信企业协同推
进，黑龙江铁塔统筹实施，共规划站址 842
个，共享率达到 95%，其中，6月末完成的一
阶段 108个 5G站址 100%通过共享满足，实
现了对绥芬河、黑河（爱辉）、同江等 10个陆
地边境口岸城市的覆盖。

开放共赢
成为数字经济的答题人

近期，黑龙江省降水频繁，地质灾害发
生几率增加，省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
关欣处长每天都要通过内置在手机中的全
省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APP，对全省40处
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特别防范点和重点防
范点进行巡察。

“今年，我们借助通信铁塔高点优势，挂
载视频监控摄像头以及物联网监测传感器、
结合系统算法模型搭建了全省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平台。”关欣处长介绍说：“这个平台
实现了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早发现、早处
置，有效提升了地质灾害监测的预警、预判
能力，填补了我省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
化建设方面的空白。”

不仅在防灾减灾领域，黑龙江铁塔依托
独特的资源禀赋，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和全
国统一的“铁塔视联”平台，将“通信塔”升级
为“数字塔”，为国计民生各领域和基层治理
现代化提供中高点位视觉感知、数据采集、
图像分析、信息处理等数字化服务，广泛服
务环保、林草、农业、水利、交通、应急等二十
多个领域，通过“铁塔﹢5G﹢AI”，为千行百业
装配“千里眼”“顺风耳”“智慧脑”，助力数字
龙江建设。

在环境治理领域，紧紧围绕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累计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
斯、绥化等地部署秸秆焚烧监测高点 1117
处。

在林草防火领域，在哈尔滨、绥化、鸡西
等地建设森林防火高点监控 45处，并搭建
了森林防火监控平台，精确判断火点，快速
派单出警，实现林区管理数字化、科学化。

在数字乡村领域，已应用站址数 607
个，在治安防控，盗采盗挖、农田涨势分析、
黑土地保护监管等多场景提供立体化监管
防控，以数字化手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
数字经济是振兴发展的“一号工程”和

“必答题”，共建共享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
“主旋律”。据统计，截至目前，黑龙江铁塔
通过共享通信塔、传输线路、摄像头、机房、
电力保障、平台算法、视频数据等资源提供
了 50余个数字化治理服务，节约了数以亿
计的财政资金和珍贵的土地资源，实现了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提升。

省委省政府对黑龙江铁塔共享通信塔
服务数字经济的创新举措高度认可，省领导
专门批示：全省通信塔资源共享是一项有利
于各行业降低成本、提高效能的好事，建议
相关部门积极研究推动。

5G让世界充满无限可能，黑龙江铁塔
将乘着世界 5G 大会在哈尔滨召开的东
风，继续在数字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为建
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贡献智慧
和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图①全省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图①全省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
图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图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55GG基站建设基站建设。。
图③屹立在中俄黑龙江大桥旁的通信图③屹立在中俄黑龙江大桥旁的通信

铁塔铁塔。。
图片由黑龙江铁塔公司提供图片由黑龙江铁塔公司提供

黑龙江铁塔 以5G赋能数字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桑蕾

2019年商用5G牌照发放，世界5G大
会应运而生。从北京到广州，再到北京，
已成功举办三届，为全球 5G发展搭建了
一个行业合作与交流的高端平台。

2022年，世界 5G大会花落冰城哈尔
滨，对正以数字经济为产业发展赋能，实
现换道超车的黑龙江省来说意义重大。

“移动通信技术与产业发展是中国科
技自立自强的缩影、科技创新的典范，也是

高科技造福人民的代表性行业。”中国工程
院院士、未来移动通信论坛理事长邬贺铨
表示：“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与产业发展方
面将进一步开发新业态和新应用，发挥5G
的新基建、新要素和新动能引擎作用，并与
产业技术深度融合，‘腾云驾物’、融智赋
能，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为
6G的技术研究做好前期准备。”

2022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和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重要一年，也是 5G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

键期。推动 5G更好地赋能实体、造福社
会、服务人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支撑，是全社会的期望，也是产业界继
续向上进阶的指引。

我省作为祖国的“北大门”、老工业基
地、农业大省、文旅胜地、国际经贸枢纽，
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教人才、生态环境
等优势突出，推动发展数字化有资源、有
基础、有平台、有应用场景，发展数字经济
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当前，我省正在大力实施产业振兴计

划，以“大有可为、必有可为、必须为之”的
力度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打造经济发展和
产业振兴新引擎，着力构建引领龙江全面
创新发展的新形态、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动
能、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蓝海。

2022世界 5G大会落地哈尔滨，将链
接 5G核心资源赋能龙江数字经济，推动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加快发展，助力
打造质量龙江、创新龙江、开放龙江、绿色
龙江、幸福龙江、勤廉龙江，推动黑龙江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加快实现新突破。

从北京到广州，5G大会缘何花落冰城？

□文/摄 本报记者 张翎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最重要的
要素资产。用电、环保、耗能等数据
如何高效、安全、合规交易，换取“真
金白银”？数据资产如何像土地、劳
动力等要素一样参与到市场经济
中？在 10日~12日举行的世界 5G大
会上，哈尔滨工程大学电子政务建模
仿真国家工程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
室）展出的数据采集机器人和数字凭
证两项成果，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数据采集机器人的外观像个路

由器，别看它个头不大，能耐可不
小。据了解，它可以直接对接仪器仪
表、传感器、控制设备，也可以支持基
于本地局域网对接办公与生产管理
信息化系统。“它能自动完成数据采
集上链，有效保证数据来源端的真实
性和鲜活性。”实验室副主任王小芳
告诉记者。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是
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数字凭证是
数据要素的载体，王小芳把数字凭证
比喻为数据资产合规交易、治理的

“身份证”。“第一，它是用来运载数据
资产的‘集装箱’，把数据资源转换为
名副其实的数据要素，可参与市场化
配置；第二，它是保存数据资产的‘档
案袋’，动态记载每一份数据资产的
来龙去脉，形成不可抵赖的证据，为
数据资产市场化治理奠定基础；第
三，它是‘智能工作助理’，为数据资
产凭证各个相关方提供可确权、维权
和行权的智能化跟随服务，助力数据
要素市场的科学配置。”

世界 5G大会是数据采集机器人
和数字凭证两项成果首次在省内亮
相，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院院长、实验室主任蔡成涛告诉
记者，实验室是由国家发改委于 2013
年批复成立的电子政务建模领域唯一
国家级工程实验室，探索实现“以实验
室进行工程建模、高新技术企业进行
技术研发、当地 IT服务企业进行场景
落地、大型电信服务商进行服务运营”

的数字经济、数字政府领域建设创新
协作模式，构建“服务在云端，数据在
自家”的生态级数字化协同服务体系。

“2018年4月，我们就在国内率先
提出数据协作机器人概念，而相关概念
直到2019年才在德国汉诺威‘机器人
展会’上出现。”蔡成涛告诉记者，去年
10月，基于实验室数字化体系的支撑，
全国首张“公共数据资产凭证”在广东
落地，解决了数据资产确权难、溯源防
伪难、跨域互信难、安全管理难等问
题。随后，数据资产凭证在广东多地探
索了多个场景的试点应用，深圳市发布
了公交车位置信息数据资产凭证，探索
在出行服务、规划设计等方面的应用价
值；珠海市发布了企业税务数据资产凭
证，为实现数据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共享
与利用探索了有力途径；佛山市南海区
发布了气象数据资产凭证，解决了保险
公司缺乏系统气象灾害数据积累，灾害
风险识别、气象灾害风险区划难等问
题；江门市发布了自然人参保缴费数据
资产凭证，破解了农户征信体系不健
全、数据不完善等难题。

蔡成涛表示，目前，实验室数据
链生态服务体系相关理论研究与技
术已初步成熟，已投入使用和正在实
施的场景覆盖小微信贷、跨境信贷、
环保税、双碳、公共交通、党建等多个
领域，还将继续进行拓展应用。借着
此次世界 5G大会，未来实验室将着
力为黑龙江加速实现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提供重要支撑。

为“数据资产”穿上通行装

□本报记者 孙铭阳

——这里有最权威的行业洞察。
本届大会将迎来众多国际知名

嘉宾，以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会，其中
包括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全
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首席执行官洪
曜庄、瑞士机械和电气工程行业协会
主席马丁·希策尔等。邬贺铨、周济、
高文、张伯礼等 20余位院士专家在
本次大会上做精彩发言。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信领域头部
企业董事长，国家电网、中国一重、北
大荒集团等行业应用企业高层也广
泛参与到大会各个论坛中。

——这里有最完整的生态展现。
围绕“筑 5G生态，促共创共利”

大会主题，设置“国际合作”“5G及
数字产业”“技术前瞻”“5G+行业应
用”四大板块，共 14个论坛/主题研
讨会，全面呈现5G蓬勃生态。

——这里有最前沿的创新技术。
重点聚焦和展现产学共促的创

新生态，以“创新驱动下的 ICDT未
来十年”为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院
士专家、企业领袖共同就前沿技术、
5G-A/6G、元宇宙等热点话题进行
广泛交流。

——这里有最活跃的产业应用。

全面展现5G在传统产业和服务
领域的深度实践，推动成熟应用加速
复制推广到千行百业和融合生态共
建。邀请工业、农业、能源、医疗、矿
山、媒体等核心应用领域的院士专
家、龙头企业董事长、运营商高层等
共同遨游5G应用新蓝海。

——这里有最全面的产业展示。
线上展览采用“云展厅+实景还

原+平面展厅+动态展品”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立体式呈现。展品介绍页
面以图文+视频讲解形式展出，同
时，插入互动模块，实现在线洽谈、互
换名片等功能，大众消费品可通过企
业自有京东、淘宝、在线商城等链接
实现在线交易。虚拟展厅整体形式
是将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线下展厅
原景重现，让人身临其境。

——这里有最具示范性的项目
评选。

截至7月1日，组委会共收到来自
30个省、市、自治区及重点企业推选的
432个优秀项目，涉及工业互联网、智
慧城市、智慧健康医疗、智慧矿山、车
联网、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目前已
经完成第一、二轮推选，7月27日将进
行线下终选会，优选出十大5G应用案
例于8月10日上午开幕式发布。

8月10日，我们冰城哈尔滨见！

明日，邀您赴约世界5G大会！

□詹宇 本报记者 孙铭阳

近日，黑龙江联通在全省加快了
网络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步伐，截至目
前，已建设 5G 基站 2.26 万站，2022
年年末将达 3万站，实现县城以上、
省内重点乡镇连续覆盖及重要交通
干线热点覆盖。

在 5G方面，黑龙江联通今年匹
配建设投资8亿元，确定了全年5G室
分建设规模为 2000余套，5G中频室
外站近1000个，低频900M基站4000
余个的任务目标。截至目前，已实现
全省13地市市区、县城、重点乡镇热
点区域5G信号连续优质覆盖。

今年，黑龙江联通完成楼宇覆盖
新建项目，楼宇低速率端口改造项目
近 7000万元，同步建设 10GPON端
口近 4000个，保障了全域千兆宽带
业务无条件受理，形成了支撑全省大
数据产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黑龙江联通还加强了沿边沿线
及重点区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截至7月末，黑龙江联通在全省沿边
沿线及重点区域新安装基站 100余
个，移网覆盖范围和质量大幅提升，
G331 沿线 4G 网络覆盖率达到了
92%，嘉荫沿边沿线、国道G331网络
覆盖率达到了95%。

为以5G速度赋能和保障世界5G
大会，黑龙江联通特别成立网络保障
工作组，以及建设攻坚、优化攻坚、设
备保供突击队。聚焦一个核心——国
际会展中心主会场和八大场景——交
通枢纽、市区干道、高铁高速等。截至
7月31日，黑龙江联通提前完成大会
各项筹备、网络建设和优化工作，打
造形成了主会场展厅超过 2Gbps的
下行峰值速率能力，保障了哈尔滨市
主要宾馆、景区和街道下行速率不低
于 800Mbps，5G 网络服务能力和水
平全面达到或超越大会要求。

黑龙江联通 以速度护航5G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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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峰 本报记者 桑蕾

世界5G大会即将在哈尔滨召开，作为5G新基站的主力军，中国铁塔
准备了390平方米的展厅，将集中展示公司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以共享
推动5G建设，打造“数字塔”服务千行百业，开展智慧能源业务助力“双
碳”战略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见证了我国信息通信跨越式发展历程，
彰显了中国铁塔及所属黑龙江铁塔以5G赋能数字经济发展、服务龙江振
兴战略的责任担当。

数据采集机器人

数字凭证

是精细化协同管理智能装备，具
备数据采集、处理、分级报送、风险预
警等能力，是实现数据防篡改、抗抵
赖、可追溯、按需协同的关键性服务
设施。

是数据要素的载体，主要是实
现数据的资产化封装，将无形的数
据资源变为有形的数据资产，为每
个进入数字世界的主体进行赋能，
通过凭证来证明主体的身份、声明
主体的权益、记录主体的行为，实现
数据资产在数字生态链条中的合规
交易和高效治理。

王小芳介绍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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