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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全球创新港”坐落于北外滩核心区域，总面积5558平方米，聚焦全球5G信
息科技的发展前沿，集技术展示、联创平台、场景应用等诸多功能于一体。一层为上
海5G综合应用展示厅，分为九大展示区，包括智能中岛、5G网络建设区、5G全产业
链区、5G场景应用区、时空隧道、5G体验区、5G设备展示区、5G直播影院、全息柜信
息博物馆。

二层为5G＋联创中心平台和路演大厅。一批全球和全国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包括华为、纵行科技Zeta联盟、Lora、欧朗、地平线、天维迅达、英翼等）和行业联盟
（上海5G创新发展联盟、长三角5G创新发展联盟）在此集聚，展现以5G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联合创新中心功能。围绕5G综合应用场景开展创新试验，打造智联
万物的平台，其中包括顶尖技术、设备、产品、场景的研发、展示、体验、互动、检测
等。未来这里还将成为华为-上海5G＋VR/AR/MR展示厅所在地。路演大厅为联
合创新平台成员提供定期活动，为企业项目路演、产业融合、资本对接、信息发布与
合作交流等提供服务，体现5G创新应用的商务服务功能。

三层为5G＋VSAT联创中心，积极打造“6G”（即5G＋低轨卫星通信网络）研发
高地，弥补我国在低轨卫星通信上的空白。上海蔚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
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合作，共同在5G＋卫星通信技术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和测
试。建设卫星总装测试空间，推出工程级卫星实验室及创客星座应用实验室。聚焦
星务管理平台、多星测试平台、卫星数据应用平台、时空信息系统等软件系统的开
发、测试、维护，数据挖掘及可视化开发。

四层为5G创新应用在北外滩街道的实践及城市规划展示区。其中，根据虹口
当前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在城市数字基础提升、功能服务、城市管理等方面的需
求，北外滩街道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利用5G＋物联网技术，打造虹口城市数字底
座，打通数据壁垒，推进数据融合，实现数据挖掘、分析与共享，为城市发展的科学决
策提供先进的手段，从而支持政务、交通、警务等各领域实现数字化，创造虹口智慧
城市管理局面。城市规划展示区运用数字媒体全方位立体展示虹口近年来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新情况及城市精细化管理新风貌。

为贯彻落实上海打造“双千
兆宽带城市”品牌、做实“全球双千
兆第一区”的工作要求，推进上海
5G网络建设先行区、创新应用示
范区和产业链企业集聚区的建设，
虹口区积极创建上海5G综合应
用先导示范区。截至8月底，虹口
区成为全市首个提前四个月并超
额完成移动、联通、电信5G基站
年度建设目标的行政区，5G基站
密度全市第一。

率先打响“双千兆宽带城市”品牌。自2017年1月以来，在市经信委的支持下，
虹口区提前布局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铁塔、东
方明珠、上海均瑶等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虹口新型无线城市试点建设；2017
年9月，正式获批建设“极速北外滩综合示范区”，虹口区智慧城市及新型无线城市建
设步入实质性阶段；2018年底，虹口区率先完成固网千兆能力区域全覆盖。2018年7
月，虹口区与华为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19年1月起，为进一步推动以5G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虹口区先后与上海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签
署5G基站建设合作协议；2019年3月30日，建成5G基站228个，其中移动158个，虹
口实现中国移动5G网络基本覆盖。上海市副市长吴清亲自拨通了首个5G手机通话，
虹口区成为“全球双千兆第一区”，率先为上海打响“双千兆宽带城市”品牌。

率先完成5G网络全覆盖。6月30日，虹口区建成5G基站430个，其中移动建
成208个，率先实现虹口5G网络全覆盖。在建设5G网络的同时，虹口区还积极推
进5G网络建设与4G优化融合同步实施的网络布局。通过向全区206个居委发放
宣传海报鼓励市民参与、运营商自查、第三方评测相结合的方式对区政府机关、全
区公益服务场所、重点公共区域及楼宇、社区、园区进行4G网络检测排查及优化补
盲，已解决31处“盲区”。市民移动通信用户感知度水平位居全市前列。

率先体验“千兆上桌面”。为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助力虹口企业更“高
速”抢占市场，虹口区率先在全区重点楼宇（园区）内开展固网提速工程。通过一系
列政策支持三大运营商帮助企业实现固网宽带升级，将“提速降费”落到实处。截
至8月底，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
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等 120多家友好客户已完成网络升级，体验到了“千兆上桌
面”的高速“冲浪”。

率先建成 5G精品网络示范区。截至 9月 6日，虹口区建成 5G基站 610个，其
中移动公司基站数333个，单位平方公里基站数为14.18个，覆盖半径150米，上海
移动5G网络在虹口重点区域已实现城市级精品覆盖。北外滩核心区域（东大名路
沿线）和四川北路沿线（虹口足球场—武进路段）精品覆盖区，峰值下载速率可达
1.6Gbps以上，平均下载速率为 800Mbps以上，平均上传速率接近 60Mbps，实现全
球领先。

率先实现十大场景应用示范。虹口区作为5G综合应用先导示范区，大力推进
应用场景的资源开放，推动5G场景下，基于5G原创技术进行的商用模式探索，聚
焦十大领域场景，将5G双千兆技术赋能城市建设和管理、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以
及经济发展，助力虹口构建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联的智慧城市。

“五个率先”显成效

5G+智慧医疗：市一医院实现院内重点区域 5G覆盖，探索院前急救、远程会
诊、远程手术指导、远程超声联动、院内AR导航等场景应用。完成上海首例5G救
护车院前-院内联动急救演习，实现院内外救护团队协同操作及患者生命体征数
据的零时差传输，做到了患者“上车即入院”，把急诊室“搬上”救护车。

5G+智慧教育：上外附中东校利用双千兆技术，发挥多语种辐射效应，突破地
域界限，与云南文山云师大丘北附中连线授课，分享上海优质教育资源和教学方
式。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启发对口帮扶地区学生对第二语种与多元文化的
兴趣，助力培养国际型预备人才。实现“双师课堂远程共享”。

5G+智慧金融：建行虹口北外滩支行作为上海首家5G特色银行，运用5G+人
工智能，探索网点模式创新，实现5G环境下的客户自助体验。引入上海首台远程
交互智慧柜员机，为客户提供一对一、低延时的云端远程交互服务，为未来网点功
能向社区延伸奠定基础。让“银行”走出银行。

5G+智慧零售：爱趣拿无感支付超市基于 5G+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店内高清
摄像机实时追踪顾客的的各类消费动作行为，及时将高清视频上传到云端人工智
能计算资源池，进行高性能计算和视觉分析。通过云端收银，让顾客体验“无感支
付，拿了就走”的便捷。

5G+智慧公安：虹口公安分局探索建立警务立体巡防体系，借助5G与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可实现单兵智能执法、智能巡逻、警情预警、可视化远程
指挥，具有响应快、覆盖广、警力消耗少的特点，不断提升警务效能，提高公共安全

监管水平。实现“科技添警力、5G助安全”。
5G+智慧消防：虹口消防支队运用无人机开展消防演习，增强消防应急能力，无

人机定点悬停查勘火情，拍摄火灾现场细节，利用5G网络实时传输至中控系统，从而
精准调度资源，选取安全高效的灭火方式。让无人机做到“勇闯火场、火情直传”。

5G+智慧城管：虹口区城管执法局，借助 5G大带宽的特性，实现移动执法新
模式。在执法巡逻车上安装高清全景摄像机，执法人员佩戴执法记录仪，与指挥中
心实现实时监控、即时联动，有效推进5G+移动执法。

5G+智慧工地：虹口区78号地块全面运用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突破传统，实时
对工地进入人员、物料监控、4K高清视频监控等多元化智慧管理。通过5G技术全
面提升了工地的现场进度、安全、质量及成本等各方面的协同管理效能。实现“人”

“物”在线，实时监控。
5G+智慧党建：虹口区科技和金融党建服务中心应用5G+VR技术，整合优质

党建教学资源进行云端渲染，依托5G网络及设备传输到终端，利用5G大带宽、低
时延的特性，达到了沉浸式情景式课堂的效果，成为全市首个开展5G+VR沉浸式
党课的党建服务站。让“红色经典，场景再现”。

5G+智慧体育：虎扑“路人王”采用5G+4K+VR技术进行现场直播，360度全景
高清，同步视角呈现赛事，让画质更清晰，观看更流畅，色彩更鲜明；给观众带来全
方位、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同时实时采集赛场球员运动数据，现场远程指导，实现

“观赛身临其境，数据实时分析”。

 十大场景助创新

 5G 全球创新港

虹口区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虹口区5G网络建设和应用的实施意见》和《虹
口区关于建设5G综合示范区促进5G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通过政策引导、设施
完善、场景开放、技术服务、资本汇聚、项目孵化、产业集聚、生态培育，努力把虹口建设
成为全市标杆、全国一流、全球领先的5G综合应用示范区和5G创新应用集聚地。

虹口加快推进5G创新生态建设，积极布局以“5G全球创新港”为中心，华为-
上海5G+VR/AR/MR创新中心为重点，临港5G科创园、恒升半岛5G众创空间（筹）、
财大5G创新园（筹）、5G+VSAT卫星联创平台、欧朗硬客群等为支撑点的“1+1+X”
的5G载体平台，积极打造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乃至全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策源地”。

在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虹口区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的“华为-上

海 5G+VR/AR/MR创新中心”项目将立足推进 5G产业在虹口的集聚与发展，围绕
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区内企业赋能，同时吸引更多的
5G应用企业落户虹口。虹口将通过华为的品牌优势、资源优势，与其强强联手，共
同打造虹口产业生态链。

华为-上海 5G+VR/AR/MR创新中心将设立 5G产业应用成果展示中心，全方
位展示最先进的5G产业应用成果；建立5G+VR/AR/MR产业发展联盟形成创新产
业集聚，着力打造5G创新策源地建设；联合举办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展会、全球开发
者大赛、主题论坛等创新创业活动，营造5G产业生态环境，助力虹口树立全球化产
业品牌，推动资本链、创新链、产业链、生态链的良性循环发展，逐步形成虹口5G产
业创新高地。

 创新生态促发展

1城管：虹口区城管局指挥中心

2工地：中建八局BIM+智慧工地数据决策系统

3教育：上海虹口—云南文山两地连线授课

4零售：爱趣拿超市人员动作、信息、姿态识别

5消防：虹口消防支队无人机消防演练

6党建：中共四大纪念馆VR视频体验画面

7公安：AR眼镜执法眼镜进行身份信息识别

8金融：建行北外滩支行大厅

9体育：虎扑体育比赛数据实时分析

10医疗：5G救护车及时抢救实景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是中国基础电信运营企
业之一，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通信运营商，长期致力
于推动我国5G技术的发展，自2013年就启动5G网络

的顶层设计，并积极投入关键技术的研究。从标准制定，到
产业推进，并积极构建产业链生态，为2020年实现规模商
用积极奋斗。2016年 2月，中国移动发起成立 5G联合创

新，旨在4G向5G演进过程中，联合通信及垂直行业合作伙伴共
同构建合作共赢的融合生态。围绕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工业能
源、智慧教育、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智慧医疗等6个领域，开展网

联无人机应用、5G+AR/VR互动及视频应用、5G智能远程作业、5G云
端机器人等15类60余项联合项目试点，全方位加速推进5G与各行
各业的创新融合。
中国移动全面支撑国家和上海5G战略建设规划，结合城市政治经

济文化和产业发展特色，在 12个城市进行 5G典型业务的示范与展示，
从而加速5G的商用进程。其中，在上海以建设世界一流的5G试商用网

络为目标，在工信部 5G规模试验的基础上，推进 2019年在上海虹口等
主城区业务热点区域、垂直行业应用区域5G信号连续覆盖，8月底在虹
口全覆盖的基础上，实现部分重点区域城市级精品覆盖。具体是：2019
年2月底完成工信部试验网百站建设与开通；3月底完成虹口示范区开
通入网；8月16日完成329个5G站点开通；9月底将完成全上海5000个
5G站点开通，SA5GC核心网开通向国庆献礼；12月底 56试点标杆项目
落地，为2020年正式商用做好准备。

自2018年11月7日起，中国移动打造了代表着业务全面落地的330
全国首个5G手机通话及全球双千兆第一区的成立，到代表着业务全面
发展的一系列招募及场景落地活动，上海移动在 5G网络覆盖、5G业务
交流、5G应用能力方面已完成初步部署。接下来将重点打造5G应用示
范、树立5G项目标杆为全行业提供5G解决方案，构建合作共赢的5G生
态圈。2019年3月28日，首个5G智慧医院联合创新中心在市第一人民
医院落成；2019年 3月 30日，首个基于中国移动 5G网络的手机间通话
于虹口足球场拨出，助力虹口建成“全球双千兆第一区”。

■ 上海移动全面助力虹口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虹口 5G建设大事记

2017年1月11日
2017年9月
2018年4月

2018年5月

2018年9月

2019年3月14日

2019年3月30日

2019年4月9日

2019年4月13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6月28日
2019年7月2日
2019年8月1日
2019年8月21日

2019年8月31日

虹口区成为上海新型无线城市试点区

虹口正式获批建设“极速北外滩综合示范区”

上海率先在虹口北外滩开通5G试点基站，完

成面向4K高清视频和VR实际应用的5G外

场综合测试

北外滩滨江率先完成首个5G测试站建设和

行业应用测试

虹口区联合华为公司、均瑶集团举办“极速北

外滩”—“超·爱上海”信息亭万兆公益WIFI启

用仪式

正式开通上海移动“虹赤密站”，这是中国移

动首个接入现网，实现4G/5G核心网融合组

网，具备不换卡不换号即可使用5G网络接入

的基站

虹口区完成228个5G基站建设，全国第一个

5G手机通话正式拨通，虹口区成为“全球双千

兆第一区”，并正式启动“5G全球创新港”建设

第二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上海分赛暨

上海5G应用创新大赛正式启动

成立“5G全球创新港”建设指挥部

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杨杰调研“5G全球创

新港”

“5G全球创新港”完成基本调试和试运营

虹口区委书记吴信宝调研“5G全球创新港”

虹口区代区长胡广杰调研“5G全球创新港”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工作党委书记陆晓春调研

“5G全球创新港”

华为-上海5G+VR/AR/MR创新中心落地虹口

5G++，主要涉及元素包括“5G”和“+”号，借用了代表无限的“∞”符
号形象，体现了改变社会的无限可能。

数字 5的收笔和字母G的起笔两端渐变为圆点设计，在增强科技感、
时尚感的同时，寓意中国移动 5G开放、共享的理念和愿景。

“5G”右上角两个“+”号，寓意移动公司 5G+战略将为行业和个人带
来叠加倍增的价值；

两个“+”号从小至大，表达公司不断开拓向前，引领技术发展，改变
社会的坚定信念与积极态度。

虹口5G基站建设情况表

总 数

移 动

联 通

电 信

2019年度计划

576
324
102
150

完成数

610
333
126
151

完成率

106%
103%
124%
101%

注：表中截止时间为8月31日

移动虹口5G基站覆盖情况

日 期

基站数量

覆盖程度

基站密度

平均站间距/米

3月30日

158
基本覆盖（80%）

6.738
434

6月30日

208
全覆盖

8.870
378

8月31日

333
重点区域精品覆盖

14.182
300

注：5G基站的覆盖，考虑上海的城市特点和通信需
求，理想情况下半径200米（即站间距400米）左右可实现
5G全覆盖

1

2

3

4

5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