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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移动公司被列为
全国“VOLTE语音解决方
案”首批商用城市之一。所
谓VoLTE，即Voi c eov e r
LTE，是一种IP数据传输技
术，它是基于4G LTE网络
的高清话音视频通话技
术。之前移动4G上网和语
音通话走的是不同的两条
通道，上网的通道是高速
公路，而通话依然是普通
公路。现在VoLTE在4G高
速路上开辟了一条语音专
用道，显著解决了延时、卡
顿、模糊等通话问题，除了
承载高清语音，该条通道
上还能承载所有交互类多
媒体功能，因此用来进行
视频通话，其效果较之0TT

业务将更流畅稳定。从用
户体验看，VoLTE相较2G/
3G语音通话，高清语音和

视频编解码引入将语音质
量提高40%左右，还带来更
低的接入时延(拨号后的等
待时间)，此外，2G/3G下的
掉 线 率 时 有 发 生 ，但
VoLTE的掉线率接近于
零。与普通4G网络相比，
VoLTE技术带给用户最直
接感受就是拨打电话接通
等待时间更短，音质更清
晰(语音质量是原来的2倍
以上)、视频更逼真(分辨率
是3G的10倍以上)。

目前，泰安移动圆满
完成高清视频VoLTE全
业 务 测 试 ，测 试 证 明 ，
VoLTE在各种环境，包括
高铁、高速、商场、居民区，
甚至电梯、车库等各种场
景，都能圆满完成呼叫、接
听、切换、漫游等操作，这
标志着泰安移动已具备

VoLTE商用条件，使泰安
移动实现“下一代融合通
信”的战略目标又前进了
坚实一步。试商用初期，泰
安移动用户可使用华为
MATE7-TL00、三星S6、
HTCM8、中国移动N1这
几款手机体验VoLTE网
络，随着全面商用的推进，
将 会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VoLTE手机供用户选择。

使用VoLTE,呼叫等
待时间更短、音质更好、视
频通话更清晰，更可贵的
是，使用VoLTE网络，资
费仍一如既往的优惠，用
户完全不必有后顾之忧，
基于这些优点，新一代的
移动网络必将为用户带来
更加畅快的服务体验，泰
安移动4G的新时代即将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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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子子一一身身酒酒气气撞撞人人撞撞车车还还想想溜溜
明明爬出驾驶室，却说自己没开车

联通牵手晨晖

共拓物联网市场

10月30日，山东晨晖与泰安
联通物联网项目签约仪式在泰安
联通举行。该项目依托联通集团
物联网平台和先进的4G网络，实
现对仪器仪表数据的实时监控及
传送。

当前，基于互联网等方式的
创业创新蓬勃发展，互联网+成
为推动各个传统行业的新引擎，
而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应用拓展，
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山东晨晖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著名的专
业生产高精计量仪器仪表的公
司，公司致力于打造计量仪器仪
表制造行业一流企业，生产的电、
热、水计量仪表、管理系统在国内
处于先进水平。目前产品销往全
国二十多个省区，年产值2000多
万元。山东晨晖与泰安联通此次
合作的物联网项目是泰安市第一
个专业化物联网应用项目。今年5

月份，联通集团引进国际先进的
Jasper物联网平台，搭建了中国联
通物联网平台。该平台是目前世
界上最领先的物联网卡管理的智
能平台，特斯拉、宝马、奔驰等国
际知名公司均使用该平台。

泰安联通抓住契机，积极与
客户沟通，引起客户浓厚的兴趣。
经省、市联通技术人员的共同努
力，此次联通为山东晨晖提供集
物联网卡一体化的通讯模块，可
实现远端对仪表数据的实时监控
和传送。该项应用可以提升山东
晨晖的产品品质，升级经营模式，
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夺取主
动权，拓展一片新蓝海。同时，也
为泰安联通开展物联网服务提供
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邓金易 高为民)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曹剑) 3日下午3点
半，市民张先生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称，南关十字路口附
近有辆车撞了三人后逃逸，
还撞了多辆私家车。

3点40分左右，记者来
到南关大街和南湖大街交
汇口时发现，路口共有四辆
车受损，一辆黑色东风轿
车、一辆宝马、一辆皮卡，还
有一辆济南牌照的白色轿
车。各车车损都挺严重，其
中东风轿车发动机盖掀起，
轮胎也爆胎了。

现场市民告诉记者，事
故前方100米处，还有一辆
电动车被撞。记者随即赶
到，电动车倒在地上，附近
一摊血迹，还有一双童鞋在
杂物中格外显眼。

宝马车主李双建说，事
发时他自东向西行驶，皮卡
自西向东行驶，济南牌照车
自东向南转弯，黑色轿车从
南向北先撞了济南轿车，又
撞倒皮卡车上，皮卡车反
弹，尾部撞倒宝马车上。

李双建说，肇事车轮胎
爆胎，司机下车后走向被撞
的几辆车，让驾驶员们都别
报警，众人一看司机身上有
醉意，接着报了警。司机也

不承认自己开车，并准备离
开现场，被几位驾驶员紧紧
跟着，一直等交警赶来。

交警赶到后先控制驾
驶员辨认了事故现场，随即
带着驾驶员到医院抽血检
测。事故处理民警李庆泉
说，肇事车里有浓浓的酒
味，司机身上也有酒味，酒
驾的嫌疑很大，具体还得等
检测结果。

而记者从医院了解到，
电动车上当时共三人，驾驶

员徐女士带着女儿和只有
13个月的外孙自北向南正
常行驶，肇事车逆行将她们
撞倒。徐女士女儿为了保护
孩子，头部磕地，左腿小腿
开放性骨折，正在做手术。
而小孩目测无碍，由于受到
惊吓，虽然在大人怀里睡着
依然不踏实。

民警将肇事司机带回
大队审理，等待进一步处理
之中。 (奖励线索人张先
生 100元)

本报泰安11月3日讯
(记者 王世腾) 今冬供暖
临近，各供热公司迎来缴费
高峰，在龙潭路城区热力公
司缴费服务大厅，许多居民
排队1个小时还缴不上费，
泰山城区热力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泰城还有25个
商业银行点可缴纳供暖费，

市民可到银行交钱。
3日，市民刘先生通过

本 报 微 信 公 共 账 号
(qlwbjrts)反映，3日，他去位
于龙潭路的热力公司缴费
点缴纳今冬供暖费，但是等
了一个小时后，还没排上
队。临近中午，刘先生因为
要接孩子就没缴上费。泰山

城区热力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公司与泰安市商业
银行合作，在泰安设立25个
泰安市商业银行的缴费网
点和望岳西路服务大厅、龙
潭路服务大厅两个缴费服
务厅。

根据规定，今冬采暖期
原则上自2015年11月15日开

始，共计120天(具体供热时间
按照政府要求确定)。11月5日
前，全部缴清采暖费的客户，
热力公司将按时进行水压试
验，开栓供暖。11月5日后，未
按时缴清热费的客户，热力
公司将按交费先后顺序按服
务承诺安排供暖，但不保证
11月15日正常供暖。

排排队队一一小小时时缴缴不不上上供供暖暖费费
还有25个银行网点可以缴费

本报泰安11月3日讯
(记者 路伟) 从5日起天
气转阴，一场秋雨开始光顾
泰安，预计6日雨量增大，达
到中雨级别。

3日，泰城的气温明显
回升，不过空气能见度只有

7千米。经历了上次较强冷
空气的影响后，泰安的气温
开始回升。明天开始，这种
场景不会再出现了，一大波
降雨正快马加鞭往泰安赶。

泰安市气象台发布天
气预报，明天天气开始转

阴，小雨先打头阵，到6日，
雨量增大，达到中雨量级。
一场秋雨一场凉，预计这场
秋雨过后，真正的降温模式
被打开，空气也有望被清洗
干净。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预

报为，3日夜间到4日，晴间
多云，南风3-4级，最低气温
5℃左右。5日，多云转阴有
小雨，南风转北风3-4级，最
低气温8℃左右。6日，阴有
中雨，北风3-4级阵风5级，
最低气温10℃左右。

明明天天小小雨雨打打头头阵阵后后天天飘飘中中雨雨
秋雨有望洗净泰城空气

食品安全进校园
新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谷里食药所开展“食品
安全进校园”活动，执法人员
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向师
生讲解食品安全法规和常
识。图为执法人员向小学生
讲解“五毛小食品”危害性。

本报通讯员 郝连杰 燕
云强

更多事件经过扫码请进。

黑色肇事车连撞三车。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泰安中富兴泰置业有限公司

贵公司2014年在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刊登中富宏

泰·泰山国际采购中心广告，广告费累计123500元整(壹

拾贰万叁仟伍佰元整)经多次催款，至今未付。请贵公

司在本通知发出10日内将上述欠款结清。否则，本公司

将保留采取进一步催款措施的权利。

特此通知！

泰安大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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