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９〕９１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数字云南”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 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数字云南”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年)»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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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云南”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设网络强国、宽带中国等

重大战略部署,补齐我省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发展短板,扩大网络

覆盖范围,提升网络质量,实现信息通信服务能力的跃升,全力

支撑 “数字云南”建设,制定本计划.

一、发展目标

力争到２０２１年,围绕 “滇中崛起、沿边开放、滇西一体化”

发展步伐,通过 “补短板打基础、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三步

走,建成高速、移动、安全、泛在、优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础

设施.

“数字云南”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发展能力目标

主要发展能力目标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光缆线路长度 万公里 １５２７ ２２０ ２７０ ３００

互联网出省

总带宽能力
T １６１ ２６ ３３ ４０

重点场所

千兆宽带覆盖率
％ — ５％ ４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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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展能力目标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４G基站 万个 １４６ １９１ ２２１ ２３２

５G基站 万个 无 ０１５ ２２ ５６

自然村 (２０户以上)

４G覆盖率
％ ８０％ ８５％ ８８％ ９０％

IDC服务机架 万架 ２２ ２５ ２８ ３２

注:以上各年发展能力目标均为到达值

———高水平全光网络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互联网出省总带

宽能力达４０T,重点场所千兆宽带覆盖率达１００％,行政村宽带

接入能力达百兆以上,自然村 (２０户以上,下同)光纤通达率

达７５％.

———先进泛在无线网络加快构建.４G网络优化补盲成效显

著,自驾游精品旅游线路、大滇西旅游环线实现４G 网络覆盖,

自然村４G 网络有效覆盖率提升至９０％.５G 基站达５６万个,

打造５G精品网络,全面支撑融合应用示范亮点,逐步实现５G

网络连续覆盖.

———应用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构建高水平物联网,提升物

联网对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智慧农业、产业园等支撑能力.推

进工业互联网企业内外网络改造升级,开展省级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公共服务节点建设,实现与国家顶级节点互联互通.

———辐射南亚东南亚国际通信枢纽业务取得较大突破.完善

优化网络结构,跨境光缆新增中越方向.加快拓展国际化增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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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政企专线业务.建设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推动区域性

国际互联网转接业务实现落地.

二、主要任务

(一)构建高水平全光网络

１加速骨干网优化升级.推进国家级干线、省级干线融合,

实现州、市与骨干网互联大带宽电路一跳直达,降低传输时延,

为５G提供高可靠的承载网络.持续增加光缆出省方向和路由,

提升网络承载能力和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开展骨干传输网络网

格化演进.２０２１年,互联网出省总带宽能力达４０T.

２推进千兆宽带建设.优先在滇中城市经济圈和大理、丽

江、西双版纳等旅游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逐步拓展覆盖

范围,组织开展城乡宽带 “双提升”专项行动.推动教育专网、

医疗专网等从百兆到千兆发展.开展宽带接入网络能力升级和改

造,加快１０G工业无源光网络 (PON)的建设和部署,逐步形

成用户普遍接入千兆宽带网络的能力.２０２１年,交通枢纽、学

校、医院、主要产业园区等重点场所千兆宽带覆盖率达１００％.

３建设乡村百兆光网.推进农村地区城乡宽带 “双提升”

专项行动,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努力实现同网同速.２０１９年,

行政村宽带网络接入能力１００％达百兆以上.引导电信企业逐步

降低贫困地区开展农村电商、产业扶贫等信息化应用业务宽带接

入资费,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宽带网络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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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打通光纤接入 “最后一公里”.持续推进新建住宅小区和

商业楼宇落实国家光纤到户标准.开展城市区域老旧小区改造,

既有住宅小区和商业楼宇采取成片区、分批次实现光纤网络覆

盖.２０２０年,完成老旧小区光纤改造.

(二)提升４G网络服务水平

１继续扩大４G网络覆盖广度.开展交通干线、新增城区和

全域旅游示范区等人口密集区域４G网络深化工程,支持临沧市

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实施 “畅行４G”专项行

动,实现 A级以上景区游客集中区、全省高速公路和自驾游精

品旅游线路、大滇西旅游环线、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等

区域４G网络覆盖,满足 “一部手机游云南”应用需求.组织开

展 “网络扶贫４G攻坚”专项工程,深入实施电信普遍服务４G

网络覆盖项目,并向农村偏远地区延伸,加快边境沿线４G基站

建设.完善直过民族聚居区域和自然村等４G 网络覆盖.２０２１

年,累计新建４G基站及室内分布系统８６万个,自然村４G网

络有效覆盖率达９０％,边境沿线０—３公里人口聚居区、巡逻路

线、学校、卫生室４G覆盖率达１００％.

２进一步提升４G网络质量.持续开展网络优化补点,推进

“４G＋”等演进技术的规模部署,提升４G承载效率和容量.组

织推进网络优化工作,对机场、核心商圈、人流量密集和重要道

路等区域开展拉网测试和再优化,进一步提高用户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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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推进５G网络建设

１统筹５G站址布局.统筹整合全省电信企业５G基站建设

需求,编制云南省５G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重点推动５G基

站站址、天面、机房、管线、电力等设施纳入全省城乡控制性详

细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公共设施

规划.在市政规划、建设用地、基站选址、社会杆塔资源共享、

环评审批、征地拆迁、建设赔补、管道建设、电力引入等方面支

持５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２１年,５G基站达５６万个.

２打造５G精品网络.以应用为引领,以点带面、分步推进

“云享５G”专项工程,打造５G精品示范网络.优先在昆明、大

理、丽江和西双版纳等全域旅游核心区,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昆

船工业园等重点园区、核心商圈以及应用需求迫切区域,按照

“减点、加密、管用”原则布局５G 网络,重点支撑智慧旅游和

智能制造.优选具备基本建设条件的特色小镇、重点文化和旅游

区域及服务场所,实现５G网络连续覆盖,保障大密度客流区域

信号畅通.以创新应用为牵引,推动 “５G＋”十大应用场景落

地,在烟草、先进装备制造、有色等行业开展５G 示范网络建

设.

３推动５G网络连续覆盖.推动５G网络向各州、市核心城

区开展连续覆盖建设,带动产业融合应用发展,支持４K/８K 超

高清视频等应用发展.加快 A级景区、旅游特色小镇５G网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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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支持打造以 VR/AR、AI、直播等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智慧旅

游建设.加快推广５G网络在数字交通领域的应用,在通车路段

的主要中心服务区打造智慧服务区、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等应用.

面向智能装备制造、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等领域加快部署５G网络.２０２１年,５G网络实现县城及各类行

业领域连续覆盖,全面支撑社会各方面的融合应用,为 “数字云

南”建设增添新动力.

(四)提升应用基础设施能力

１持续推进高水平物联网建设.加快窄带物联网 (NB—

IoT)基站建设,组织实施 “智联云南”专项工程,推广 NB—

IoT在智能抄表、环境监测、智能制造、智慧物流和智慧农业等

领域创新应用.继续提升网络覆盖和服务质量,支持昆明、玉

溪、曲靖等州、市建设面向５G 技术的物联网与智慧城市示范

区.２０２１年,全省 NB—IoT网络实现普遍覆盖、业务需求重点

区域深度覆盖.总连接数达３５００万个.

２构建新一代绿色数据中心.充分利用云南区位面向南亚

东南亚、清洁能源丰富、气候冷凉等优势,加强对建设新一代绿

色数据中心的规划布局.大幅降低大型数据中心 (IDC)用电成

本,引导全国网站、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企业选择在云南开展IDC

接入,探索建设中国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互联网应用数

据中心.２０２１年,实现新建机架达１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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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快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高速率、低时

延、安全可靠、灵活组网、时间敏感的工业互联网.推进企业内

外网络改造升级,建设高可靠、低时延、大带宽、广覆盖、可定

制的工业互联网.优化升级骨干网络,初步完成网间互联互通节

点IPv６改造.开展省级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公共服务节点建设,

实现与国家顶级节点互联互通.在重点行业探索基于５G、NB—

IoT、PON、工业无线等技术在工业现场的应用,打造一批工业

内网/外网标杆示范网络.

４提升网络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服务能力.引导基础电信

企业面向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中小企业提供从网

络支撑到资费优惠的差异化服务方案.推进网络切片技术应用落

地,按需适配各种类型应用.

(五)推进国际通信枢纽建设

１全面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通信基础设施.扩容国

际通信出口带宽,进一步完善优化网络结构,加快推进跨境光缆

建设.完成瑞丽 (中缅)、勐腊 (中老)国际出口通道及国际光

缆出口多路由改造,新建河口 (中越)国际光缆及传输系统,新

设中越国际信道出入口局,提升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２０２１

年,国际出口带宽达３４T.

２建设直达国际的互联网信息 “高速公路”.推动建设直达

北京、上海、广州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大幅提升国际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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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访问性能.提高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等国的国际语音业务及国

际互联网转接业务疏通能力,推动区域性国际互联网转接业务实

现落地.聚焦南亚东南亚区域,为国际贸易企业提供大容量信息

网络支撑,力争把昆明建设成为我国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汇聚出

口,强化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信息枢纽辐射中心的地位和作

用.

(六)强化网络空间安全保障

坚持 “技管”结合,提升４G、５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

新技术新业务安全防护能力.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风险评估

等网络安全制度,加强网络安全设施 “三同步”,推动电信企业、

互联网企业加强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能力建设.增强应急通信保障

体系能力,加强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建设.

三、实施项目计划

(一)补齐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发展短板 (２０１９年)

提升宽带和无线网络覆盖质量,优化信息应用基础设施布

局,推进国际通信枢纽建设,补齐发展短板.(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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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补短板、打基础重点任务 (２０１９年)

序号 任务名称 实施项目
推进

模式

１
升级改造

全光网络

(１)骨干网升级改造项目.推进国家级干线、省级

干线融合,实现互联网出省总带宽能力达到２６T
(２)千兆示范小区建设项目.优先在滇中城市经济

圈和丽江、大理等旅游城市部署千兆网络,重点场所千

兆宽带覆盖率达５％
(３)“百兆乡村”项目.１００％行政村宽带网络接入

能力达百兆以上

持续

滚动

２
优化提升

无线网络

(１)优化和提升４G网络项目.推进交通干线、全省

高速公路、自驾游精品旅游线路、大滇西旅游环线、旅

游景区等区域的４G 网络覆盖.持续开展网络全覆盖、
少盲区建设工作,组织推进网络优化工作,对机场、核

心商圈、人流量密集和重要道路等区域开展拉网测试等

工作,提高用户感知.新建４G基站及室内分布系统４５
万个,自然村４G网络有效覆盖率达８５％

(２)５G试点及商用项目.在昆明、大理、丽江、西

双版纳和滇中新区等重点旅游地区、园区、核心商区、
全域旅游核心区优先布局５G 网络,重点支撑智慧旅游

和智能制造

(３)保障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５G项目.加快５G网络在大会会场、重点接待酒店、重点

景区、主要交通场所等全覆盖.新建５G基站１５００个

持续

滚动

３
提升应用

基础设施

能力

(１)高水平物联网建设项目.扩展覆盖范围,增强

覆盖深度,推广 NB－IoT在智能抄表、环境监测等创新

应用,新建窄带物联网基站４０００个

(２)提升应用基础设施能力项目.构建新一代绿色

数据中心

持续

滚动

４
建设国际

通信枢纽

(１)全省国际通信枢纽建设项目.完成中缅、中老

国际出口带宽扩容

(２)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项目.推动昆明

市人民政府提出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申请

持续

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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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高质量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２０２０年)

“以点带面”全面突破,提升网络承载能力和互联网省际出

口带宽,加快千兆宽带网络部署,重点场所千兆宽带覆盖率达

４０％.提升４G网络服务水平,打造５G精品网络,部分重点区

域实现５G网络连续覆盖,推进 “５G＋”应用示范.进一步提升

应用基础设施能力,加快建设国际通信枢纽及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详见表２)

表２　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 (２０２０年)

序号 任务名称 实施项目
推进

模式

１
构建高水平

全光网络

(１)骨干网提升项目.增加光缆出省方向和路由,
持续开展骨干网、城域网扩容,互联网出省总带宽能力

达３３T
(２)部署千兆城市项目.开展宽带接入网络能力升

级和改造,加快１０GPON网络建设和部署,逐步形成用

户普遍接入千兆宽带网络的能力.重点场所千兆宽带覆

盖率达４０％
(３) “百兆乡村”扶贫及打通光纤接入 “最后一公

里”项目.引导电信企业降低农村用户宽带接入资费等.

２０２０年,完成老旧小区光改

持续

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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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实施项目
推进

模式

２
构建高质量

无线网络

(１)４G网络提升服务项目.深入实施电信普遍服务

４G网络覆盖项目,并向农村偏远地区延伸,加强边境沿

线４G基站建设.推进 “４G＋”等演进技术的规模部署,
提升４G承载效率和容量,提升４G网络服务水平.新建

４G基站及室内分布系统３万个,自然村４G网络有效覆

盖率达８８％
(２)５G精品网络建设项目.以应用为引领,以点带

面、分步推进 “云享５G”专项工程,打造５G 精品示范

网络;优选具备基本建设条件的特色小镇、重点文化和

旅游区域及服务场所,实现５G 网络连续覆盖,保障大

密度客流区域信号畅通;以创新应用为牵引,打造 “５G
＋”十大应用场景,在烟草、先进装备制造、有色矿业

等垂直行业开展５G 示范网络建设工作.新建２２万个

５G基站

持续

滚动

３
提升应用

基础设施

能力

　　物联网应用推广项目.支持昆明、玉溪、曲靖等州、
市建设面向５G 技术的物联网与智慧城市示范区.继续

推广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深度融合应用

持续

滚动

４
建设国际

通信枢纽

(１)全省国际通信枢纽建设项目.新建河口 (中越)
方向国际光缆及传输系统,新设中越国际信道出入口局

(２)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项目.推进丽江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申请提交,力争２０２０年申请完

成,组织基础电信企业建设直达国际的互联网信息 “高
速公路”

持续

滚动

(三)整体提升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能力 (２０２１年)

建成高水平宽带网络,全面提升骨干网承载能力和互联网省

际出口带宽,规模化部署千兆城市,重点场所千兆宽带覆盖率达

１００％.进一步加强４G深度覆盖,提升网络质量.实现５G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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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覆盖,全面支撑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应用.全面提升应用基础

设施能力,完成国际通信枢纽及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

(详见表３)

表３　整体提升重点任务 (２０２１年)

序号 任务名称 实施项目
推进

模式

１
全面提升

高水平宽带

网络服务能力

(１)骨干网全面提升项目.继续增加光缆出省方

向和路由,持续开展骨干传输网络网格化演进,互联

网出省总带宽能力达４０T
(２)规模性部署千兆城市项目.重点场所千兆宽

带覆盖率达１００％

持续

滚动

２
构建先进

泛在无线

网络

(１)４G 延伸覆盖项目.进一步加强深度覆盖,
提升网络质量,完善直过民族聚居区域和自然村等

４G网络覆盖.自然村４G 网络有效覆盖率达９０％,
边境沿线０－３公里人口聚居区、巡逻路线、学校、
卫生室４G覆盖率达１００％.新建４G基站及室内分布

系统１１万个

(２)５G网络连续覆盖项目.５G网络实现县城及

各类行业领域连续覆盖,全面支撑社会各领域的融合

应用.５G基站达到５６万个

持续

滚动

３
全面提升

应用基础

设施能力

　　物联网普遍覆盖及应用项目.加快智能家居等

NB－IoT生活应用,全省 NB－IoT 网络实现普遍覆

盖,业务需求重点区域深度覆盖,总连接数达３５００
万个

持续

滚动

４
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

通道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项目.１００％完成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

持续

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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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协同推进机制

成立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副省

长担任,成员由通信管理、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财政、住

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和基础电信运营企

业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通信管理局,牵头推进工程建

设,落实领导小组决策事项,协调各部门工作.各州、市参照建

立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机制.

(二)加大财税支持力度,降低用能成本

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利用国家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契

机,争取中央补助资金,加大对我省农村边远地区建设的支持力

度.统筹财政资金支持５G基站建设及５G、物联网等先进网络

技术在数字小镇、工业园区、重点行业领域的融合应用.支持创

新项目融资模式,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实现投资多元化.用好

用足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软件

企业以及西部大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电力企业要加强供电网络

保障,确保供电稳定.落实好用电优惠政策,对基础电信企业开

放电力交易市场准入,支持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降低用能

成本.

(三)简化审批流程,加强资源共享

有关部门要开辟绿色通道,对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项目用地、

用电审批及土地产权证办理,简化审批程序,按照规定减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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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国企、高校、住宅区、机场、

车站、地铁、展馆、旅游景点等所属建筑物以及路灯、道路指示

牌等公共设施免费开放.推进城乡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与电力、交

通、水利、教育等专用通信网基础管线和各类基站的共建共享.

在确保电网运行安全的情况下,推进电力杆塔资源共建共享.推

动住宅区、地铁等建设项目同步配套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落实建

筑红线内通信管线、杆塔、室分等配套设施建设.禁止任何机构

和个人无故阻碍信息通信设施建设或收取不合理费用.

(四)加强协同推进,强化政策落实

各州、市人民政府要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工作

任务,与数字云南、数字乡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５G应

用等有关文件落实和工作推进相结合,将建设任务逐年细化分

解,定期研究有关事项,切实帮助建设单位解决基站选址难、管

线铺设难、拆迁补偿难等问题.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制定年度建设任务目标,会同有关部门对行动计划中重点任务

和支持政策落实情况适时进行通报.

(五)加强宣传培训,营造发展环境

省通信管理局、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组织开展覆

盖全省各州、市、县、区的基站电磁辐射科普行动,消除群众对

基站辐射的疑虑和误解.有关部门做好基础设施成效宣传工作,

营造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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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