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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运营商热火朝天铺5G

广州移动十一前建4500个5G基站，联通和电信通过“4:6”比例进行共建

□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中秋节前夕， 三大运营商先后披露了 5G 基站建设的进展。

这其中， 广州移动通过“5G 覆盖地图” 的方式， 让广州本地用

户可以清晰地查看自己周边的 5G 基站以及 5G 覆盖情况； 而中

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则宣布， 将在广州通过“4： 6” 的比例进行共

建。 伴随着 5G 基站建设日趋完善， 一大波 5G 手机更“滚滚而

来”。

5G基站基本覆盖广州

你家或办公室附近有没有 5G 基站， 或者有没有 5G 信号覆

盖？ 如果你是广州移动的用户， 只需要打开手机看看地图就知

道。 中秋节前夕， 广州移动在网上推出了一份“5G 覆盖地图”。

点开这份“5G 覆盖地图”， 信息时报记者看见全市已经被密密麻

麻的“5G” 符号覆盖： 西边， 5G 信号覆盖到广佛交界； 东边，

5G 信号覆盖到天河儿童公园； 南边， 5G 信号覆盖到南沙客运

港； 北边， 覆盖到新和地铁站附近。

“目前广州移动在 5G 网络建设方面， 突出以网络质量为引

领， 从满足市场需求出发， 在保障各主城区重点区域的连续覆盖

基础上， 从优先满足精品区域和行业应用出发， 按照‘全面提升

5G 覆盖， 着重打造精品区域’ 的原则， 后续将全力打造

各区精品网络， 提升我司 5G 网络覆盖和用户感知。” 广

州移动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 目前该公司在广州全市已

完成 5G 站点建设 3500 个， 计划在 9 月 30 日前完成 4562

个 5G 站点建设。

联通电信将合建广州 5G网络

在中国移动不断在广州加速 5G 基站建设的同时， 中

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也以合作的方式“加码” 建设 5G。

9 月 9 日晚间，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发布公告， 双方

签署 《5G 网络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协议书》。 根据协议， 双

方将采用接入网共享方式， 核心网各自建设， 5G 频率资

源共享的方式建设 5G。 双方均表示， 将联合确保 5G 网

络共建共享区域的网络规划、 建设、 维护及服务标准统

一， 保证同等服务水平。

网络建设区域上， 双方将在 15 个城市分区承建 5G

网络。 以双方 4G 基站

（含室分）

总规模为主要参考， 北

京、 天津、 郑州、 青岛、 石家庄北方 5 个城市， 中国联通

与中国电信的建设区域比例为 6： 4； 上海、 重庆、 广州、

深圳、 杭州、 南京、 苏州、 长沙、 武汉、 成都南方 10 个

城市， 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电信建设区域的比例为 4： 6。

此外， 联通将独立承建广东省的 9 个地市、 浙

江省的 5 个地市以及前述地区之外的北方 8 省

（河

北 、 河南 、 黑龙江 、 吉林 、 辽宁 、 内蒙古 、 山东 、

山西 ）

； 中国电信将独立承建广东省的 10 个地市、

浙江省的 5 个地市以及前述

地区之外的南方 17 省。

5G新品继续发布

伴随着 5G 网络建设加

速， 5G 手机新品也继续发

布。 除了此前华为、 中兴、

iQoo、 三星等先后发布 5G

产品外， vivo 在本周一晚上

举办了 NEX 3 5G 手机的发

布会， 5G 巨头华为将在 9

月 19 日在德国发布 5G 版

华为 Mate 30 系列 ， 小米

则将在下载发布 5G 版小

米 9Pro 和小米 MIX。 第一

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

向记者表示， 随着 5G 网络

逐步完善和 5G 手机全面推

出， 这意味着 5G 落地应用

正式到来。

OPPO Reno2

正式发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近日，

OPPO 在上海正式发布 Reno 系列全新

产品 OPPO Reno2，以及 OPPO 首款无

线降噪耳机 OPPO Enco Q1。 据 OPPO

介绍，相较 Reno 一代，OPPO Reno2 的

影像实力大幅升级， 后置变焦四摄不仅

能轻松应对长焦、广角、微距、夜景等各

种拍摄场景， 结合 OIS 和 EIS 的视频超

级防抖更能稳住生活的每一帧。

据介绍，OPPO Reno2 在屏幕技术

上进行升级，配备一块亮度更高、色彩更

准、 更加护眼的 20:9 阳光护眼全景屏；

Reno2 采用行业最新的发光材料， 日常

亮度最高可达 500 尼特， 比前代提高了

16.2%，当检测到强光时，激发亮度提高

到 700 尼特， 即便在阳光下也能轻松看

清屏幕。

好机严选

推二手手机循环利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二手手

机交易平台好机严选上周宣布， 将与中

国电信战略合作， 携手推进 5G 技术的

应用普及，并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环

保回收等新型技术构建全新的移动终端

应用生态。据了解，好机严选目前注册用

户数已逾 10 万人之多， 在好机严选平

台，只出苹果、华为、oppo、vivo、小米等

著名品牌的 9 成新及以上的原装手机及

相关产品。

怦怦健身

APP

发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广州易

健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怦怦健身 APP

上周在广州正式发布。 据怦怦健身 APP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应用通过对教练、学

员反馈的问题进行梳理， 构建涵盖产品

体系、品牌体系、营销体系、商业体系在

内的品牌建设“四大体系”，拉近了教练

与学员的距离， 希望借此帮助多方价值

的倍增。易健科技董事长萧何会上表示，

健身教练的价值不仅在健身课堂教育

上，怦怦健身 APP 的应用有望助力健身

教练在这一行业内的发展， 为教练所赋

能。

百安居大数据赋能环保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昨日，百

安居宣布平台数据支撑环保设计计划。

据百安居相关负责人介绍， 百安居环保

实验室通过 BIM

（建筑信息模型化）

系统

的开发，根据客户提供的房屋面积、施工

周期以及材料选择、用量，初步计算房屋

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含量，再由 TTS

（语音

合成技术）

系统实现预算同步出具评估

报告，如果发现有污染物超标风险，设计

师会推荐选择环保等级更高的产品。 此

外， 百安居还好在装修启动前引入大数

据资料，检测室内甲醛、苯、TVOC 等污

染物的含量，测评空气质量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