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工信部为运营商划定
了明确时间表： 下月起以短信方
式按月向用户推送账单。 运营商
有无最新表态？截至发稿前，三家
运营商暂无官方表态， 我市各家
运营商也尚未接到最新通知。“我
们将密切关注相关内容， 如有需

要，将第一时间作出调整 。”移动
扬州分公司相关人士说。

我市一家电信领域人士称 ，
目前， 扬州的通信资费已经比较
公开透明， 网上营业厅可以随时
查询套餐使用情况外， 有任何问
题也可咨询营业厅客服。 张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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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45亿元的迪信通智能科技产业园“花落扬州”

“扬州智造”增添新亮点
将建智能机器人生产、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制造等四大基地

自己正在逛
街，而亲戚来家里
串门了，没人开门
怎么办？自己正在
上班，外面突然下
起暴雨，想起家里
的窗户还没关，该
怎么办？未来，这些
情景都将在智能化
的生活场景中得到
解决！记者昨从广
陵区获悉，计划总
投资45亿元的迪信
通智能科技产业园
项目将落户在广陵
经济开发区，将为
“扬州智造”增添新
亮点！

“现在我们国家的手机通讯正在从4G向5G发展，
5G意味着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只需要2秒钟， 这将会为
我们智慧化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逛街
时家里来了亲戚， 现在我们要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开
门，而未来我们轻轻一点手机，门就会自动开启；在炎
热的夏天，你准备下班了，这时候可以打开手机，轻轻
一点，家里的空调自动调到合适的温度，电饭煲自动
进入煮饭模式，等你回家，家里凉风习习，晚饭也煮好
了。”昨天，迪信通科技集团董事长刘东海先生向记者
描绘了一幅未来生活的智慧化图景。

刘东海表示，目前这些生活场景在一线城市的少
数小区已经开始实现，未来这些场景将进入到千家万
户，成为5G时代每个家庭的标配：如果你的家庭有第
二套房子，另外一套不经常住，可以在晴天远程遥控
开开窗户透气，下雨天轻点手机，立刻窗户就关好了，
使得生活更加便捷。

刘东海介绍，此次迪信通将在广陵地区新建的智
能科技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为45亿元，包含“智能
制造产业园”、“智能制造创新服务平台”、“展示门店
及区域贸易结算中心”三大项目，未来这些智慧化的
生活图景，将在扬州进行研发和展示！

此次迪信通智能科技产业园落
户扬州，将有哪些亮点项目？将给市
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我们将打造一个智能制
造产业园，将建设成为迪信通四大核
心产业制造基地，分别包括智能机器
人生产、智能手机、智能家居和可穿
戴设备制造基地。” 迪信通科技集团
副总裁杜军义介绍。

杜军义介绍，现迪信通集团旗下
汇聚了包括香港、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及地区
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 包括韩国排名第二位的
机器人上市公司DST， 其业务横跨工业类机器
人及服务类机器人， 并具有自主研发的核心零
部件， 无论在韩国本土还是中国的智能机器人

制造领域均具有极高的竞争力。

“未来，我们将在扬州做一些教育机器人的研
发和医疗陪护机器人的研发，其中教育机器人可以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量身定制不同的互动学
习课程，寓教于乐；而医疗机器人的功能就更为强
大，平时就是一张床，刚刚动完手术的病人躺在床
上乏味了，想要出门晒晒太阳怎么办？这时候医疗
机器人就会像变形金刚一样， 变成自动的坐椅，带
着病人外出晒太阳， 还能沿途避开各种障碍……”
杜军义笑言。

此外，智能制造创新服务平台，总投资25亿元，
具体建设“两院两中心”，即机器人联合研究院、智
能产业发展研究院、智能制造产业金融中心、智能
制造和智能终端展览展示体验实验中心，创新服务
基地未来将致力高端人才引进及高新技术研发。同
时配套建设“智慧社区”，通过迪信通机器人、智能
家居、智能监控等科技产品的植入和应用，打造智
慧、安全、绿色社区，实现社区的智能网联、平安监
控和智慧管理。

迪信通新零售展示门店及区域贸易结算中心，
将在扬州打造以迪信通机器人、智能终端（智能手
机、智能家居等）展览展示、销售为核心的智能终端
销售门店，以及区域贸易结算中心。

迪信通是首家进入国际市场的
中国手机渠道商，在印度，拥有德里、
加罗尔、海德拉巴等多个繁华城市数
百家门店；在非州深拓市场，成为尼
日利亚排名第一的专业手机连锁销
售商。目前，迪信通还在逐步开拓南
美、东欧等国际市场，这次智能科技
产业园缘何落户扬州呢？

“我们在前期调研时发现，扬州
较早地建立了江苏省信息产业基地，
在信息产业方面具有基础优势，并且
人才优势和区位优势都比较明显，这
是比较吸引我们的； 最重要的是，我
们在前期的洽谈中，发现扬州的招商
人员都非常实在，很多手续办理非常
快， 对企业提供的服务非常全面，我
们也希望借扬州这块福地，让我们迪
信通的发展越来越好！”刘东海笑言。

通讯员 广萱 记者 默然

逛街时家里来亲戚了怎么办？
手机轻点一下，大门自动开

智能科技产业园落户
将建智能机器人生产等
四大基地

智能科技产业园缘何落户扬州？
扬州有产业基础优势
和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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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电话、垃圾短信、账单不明扣费、“黑卡”诈骗

……这些群众呼声强烈的热点投诉，将被重拳整治

了。7月10日，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就手机“黑卡”开

展调查处理。昨天，工信部官网再次发声，大力核查媒

体报道所涉通信服务热点问题。明确表示，近期将组

织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并要求基础电信

企业从下月起以短信方式按月向用户主动推送通信

账单信息，让用户明明白白消费。

关于骚扰电话的问题 ， 工信
部表示， 已联合十余个相关部门
制定了专门方案， 近期即组织开
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 。
将与多部门联合行动， 加强通信
业务和资源管理， 严控骚扰电话

传播渠道， 防止通信资源被用于
营销扰民；强化源头治理，规范各
行业商家的业务推销行为， 整治
营销扰民乱象； 增强技术防范能
力 ，加强骚扰电话的预警 、监测 、
识别和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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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手机“黑卡”问题，工信
部网络安全管理局表示，已约谈
三五互联、中麦控股两家违规虚
拟运营商，要求企业针对实名登
记、渠道管理等方面暴露出的问
题，尽快整改到位。

对微信、 淘宝等电商平台进

行重点监管提示，要求相关平台
企业严格遵守有关管理规定，加
强人员力量， 采取有效措施，组
织对微信 、QQ、淘宝 、天猫等网
络平台进行全面清理，加大对平
台商铺违规销售电话卡及相关
违法信息的监测处置力度。

严查微信淘宝等平台销售“黑卡”

次日，工信部再发声明：近期大
力核查媒体报道所涉通信服务热点
问题。表示针对手机不明扣费，已督
促电信企业立即纠正错收费行为，
并要求从下月起以短信方式按月向
用户主动推送通信账单信息， 让用

户明明白白消费。
针对垃圾短信， 立即核实报

道所涉具体问题和典型案例，已
关停发送垃圾短信的短信端口31
个， 处置涉嫌营销扰民的电话号
码及关联号码82个。

要求运营商下月起短信推送月账单

将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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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 、买房 、抵押 、保险
……频繁打来的骚扰电话 ，
让市民赵奕女士不堪其扰 。
“最近每天都接到各种各样
的骚扰电话，5天加起来有十
来通 。”赵奕称 ，这些电话大

部分都显示异地、陌生号码，来自
山东、湖北、辽宁、山西、北京等多

个省市。“不断的来电， 已经严重
打扰到了我的正常生活。”

市民小郑也有类似的遭遇 。
除了骚扰电话， 垃圾短信也已经
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她笑称自
己每天已经养成了一个 “定期删
除垃圾短信”的习惯。“一天下来，
未读垃圾短信可以攒到一整排。”

五天10个陌生来电，市民不堪其扰

运营商尚未接到通知，将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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