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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一：网费“减”出获得感

7 月 1 日前全国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
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细心的民众会发现，今年
全国网络“提速降费”制定的目标非常具体，这展现出
中国政府在“提速降费”问题上的决心和信心。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提速降费已经交出一份亮
眼的成绩单。

“提速降费 3 年以来，国内宽带用户的单价下降
90%，移动通信客户的单价下降 83.5%。去年 9 月 1 日，
备受全国人民关注的手机长途漫游费也终于取消。”工
信部部长苗圩表示。

不过，消费者关心的“手机流量漫游费”目前尚未
取消。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则对民众这一关切充分加以
重视，专门提出取消流量“漫游”费。可见顶层设计方
面对民众需求的反应之快、把握之准、力度之大。

“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是互联网时代，
信息技术方便民众生活的生动诠释。据统计，截至2017
年 12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 7.53 亿，网民人均周
上网时长提高至 27 小时。由此可见，网络生活已经成
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而提速降费则有
效降低了社会总成本，带给人民群众更多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比如，从 2014 年底到 2017 年底，用户使用 1GB
流量的平均费用已从139元降到了23元。

流量费用做“减法”，使中国人能在更大程度上从网
络生活中获得便利，进而使生活质量获得看得见的提升。

亮点二：网速“加”出竞争力

在提速降费问题上，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再次显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刚一定下目标，中国网
络三大运营商均做出表态，将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提
速降费政策要求和工作部署，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把提
速降费作为重点工作全力推进。

中国移动表示，将全力以赴抓紧推进高速宽带城乡
全覆盖，明显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费以及
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
30%等措施落地实施；中国电信表示，将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更多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智能信息服务；中国联
通表示，2018年将强力推进与战略投资者的深度合作与
协同，建设精品网络、创新营销模式、降低资费水平。对于
企业而言，“提速降费”虽然在网费价格上做了“减法”，但
从长远来看，却是做了“加法”，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事实上，“提速降费”以来，中国基础电信企业并
没有因为提速降费而减少收入。相反，从 2014 年到
2017 年，中国电信业务收入增速从-1.6%增长到 6.4%。
原因为何？资费降低带动使用量的增加，使得电信企业

的总收入实现了增长。数据显示，从 2014 年底到 2017
年底，中国平均每个用户每月流量使用量则从209M增
长到1.7GB。降费带来的需求量增加有效带动了电信企
业总收入的增加。

同时，“提速降费”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通信行业转
型升级。网速快慢、资费高低是人们选择和评价通信运营
商的重要依据。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运营商之间的
竞争日益激烈，创新能力，服务质量，经营模式成为谁能
胜出的关键，这也有效带动了通信行业的升级。

“提速‘提’的是企业竞争力，降费‘降’的是社
会总成本。”苗圩说，下一步，工信部将重点围绕降低
手机流量费、家庭宽带费、企业宽带费和专线资费等持
续加大力度，让群众和企业切实受益，为建设数字中国
加油助力。

亮点三：经济“乘”出高质量

本质上说，中国推动网络提速降费的举措，植根于
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发展逻辑。目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
中，数字经济在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各大产业
转型升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提速降费”不仅惠及千家万户，更会促进数字
经济发展，发挥“乘法效应”，将网络强国建设不断推
向前进。数据显示，过去3年，提速降费有力地带动了

信息消费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截至 2017 年，中国
信息消费总额达 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数字经济
规模达 27.2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 32.9%。而大数
据、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新业务新业态的加速落
地，则进一步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向世界前列。

如今，中国已全面进入4G时代，正朝着5G时代迈
进。作为光纤覆盖全球最广、光纤宽带用户总量及占比
全球最高的国家，中国需要通过“提速降费”来最大限
度发挥网络基础设施优势，以此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同时，“提速降费”还有效促进了中国传统产业的
转型升级。以制造业为例，2017 年 11 月发布的 《国务
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
指导意见》指出，推动网络改造升级提速降费。面向企
业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网络需求，大力推动工业
企业内外网建设。如今，“提速降费”大力推动国内工
业互联网的建设，从而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
智能制造发展，打造制造强国创造了有利的技术环境。

今年政府报告指出，将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这一方面，通过“提速
降费”，让互联网惠及包括农村和偏远地区在内的更广
大用户，无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对此，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未来工信部将按
时保质保量完成 13 万个行政村通光纤的任务；引导基
础电信企业加快 4G 网络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广泛部
署；进一步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推动农村地区宽带
网络应用普及，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增速飞快危害大

电子垃圾又称电子废弃物，指被废弃不再使用的电
器或电子设备，主要包括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
视机等家用电器和手机、计算机等通讯电子产品的淘
汰品。

根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大学和国际固体
废弃物协会发布的 《2017 年全球电子垃圾监测报告》
显示，2016 年全球共产生 4470 万吨电子垃圾，比 2014
年增加了330万吨，上涨近8%。专家指出，这一趋势在
未来数十年内仍将持续。

1989 年，世界环境保护会议上通过的 《巴塞尔公
约》提出，要减少电子垃圾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
家。但世界上大部分的电子废弃物还都是由加纳、中国
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处理的。除了“洋垃圾”，中国工
信部数据显示，早在2015年，中国每年主要电器电子产
品报废量已超过两亿台，重量超过 500万吨，已成为世
界第一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国。

随着电子产品价格降低、更新加快，从电子产品到
电子垃圾之间的“一步之遥”越来越短暂。电子垃圾中
含有大量铅、铬、水银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如果作为
普通垃圾丢弃或简单填埋，将对环境和人的健康构成威
胁。而长时间与某些电子设备中的金属元素接触，会导
致儿童脑部发育异常，成人神经系统损伤、内分泌失调
和器官功能衰退，危害巨大。

拆解有毒回收难

虽然电子垃圾中含有有毒物质，但同时，电子垃圾
含有的金、银、铜等贵金属，被称为“城市矿产”。欧
盟一项调查显示：每 5 万部废旧手机可以拆解出 1 公斤
黄金、10公斤银，价值相当于 4万欧元，这就是所谓的

“手机主板竟藏‘真金白银’”，并由此催生了电子垃圾
拆解这一产业。

被称为中国“电子垃圾拆解第一镇”的广东省贵屿
镇，是中国最著名的电子垃圾拆解产业聚集地，因为仍
然使用最原始的“洗金”“烧板”等方式进行提炼，贵
屿镇地表水、地表水底泥、地下水、大气、土壤等普遍
受到污染。即使2016年以来贵屿对粗放式经营进行了整
治，循环经济产业园也投入运营，但环境修复依然长路
漫漫。

另外，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工作也亟须加强。根据
《2017年全球电子垃圾监测报告》，电子垃圾中只有 20%
被回收，未被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约4%被直接扔入垃圾
填埋场；其余76%则被不完全处理。

例如，甘肃省目前投产的电子垃圾处理厂有两家，
但这两家企业目前处理的电子垃圾仅包括部分“四机一
脑”（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和电脑）。甘肃省
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主任苏艳芳认为，目
前电子产品的回收仅为收集和简单的拆解，无深度处理
和回收，而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回收体系的建设。

多措并举是良方

目前，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电子垃圾处
理方面回收效率高、产生污染少，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例如，德国电子垃圾回收率超过 45%，建立了至少三种
电子垃圾回收渠道，分别是：市政处理部门开设的大型
回收站、环保公司提供的回收点和销售电子产品的商
店。这样健全的回收体系需要政府、企业、商家和公众
共同努力。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当下电子垃圾处理中值得
提倡的一种解决办法。戴尔、惠普等企业都已建立相对
完善的回收制度。根据苹果公司发布的《2016年环境责
任报告》，苹果推出的用于拆解苹果手机的机器人每拆
解十万台苹果 6 能回收 1.9 吨铝、0.8 吨铜、0.3 千克金、
0.4千克铂系金属、7千克银等，回收的铝将重新用于制
作新的苹果产品。实际上大部分回收的电子垃圾都可以
通过技术实现循环利用。

2016年 1月，中国工信部出台 《电器电子产品生产
者责任延伸试点方案》，格力、TCL、联想、华为等企业
名列之中。中国在电子垃圾管理和处置方面取得了长足
进步，但依然任重道远。

另外，环保教育是一项长期课题。一方面，要提高
居民绿色消费意识，引导公众参与电子垃圾回收，前端
分好类，后端才好“对症下药”进行处理；另一方面，
倡导居民合理消费，不要过度消耗电子产品。

美国森田科技公司是大名鼎鼎的明星公司，拥有
40多项人工智能技术的它蜚声国际。作为森田科技的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巴巴卡·霍加风头正盛。

现年 51岁的霍加出生于英国温布尔顿。1986年到
1995 年，霍加在沙力夫理工大学度过了他的大学时
光，并取得了软件编程硕士学位。1994 年，霍加与同
学在第一届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计算智能会议
上发表了名为 《基于一种人工环境下的学习算法提出
的一种动态问题求解方法》 的论文，受到了业界的关
注。2003 年，霍加以机器智能博士的身份从日本九州
大学毕业。

1998 年起，霍加开始互联网创业。此后，霍加及
其团队掌握的智能体技术被苹果语音助手采用。作为
研发该系统的工程师，霍加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深厚
背景使得森田科技的成立显得理所当然。

2007 年，森田科技正式成立并吸引了大量投资者
的目光，短短几年就收到了 1.43 亿美元的投资，比第
二名高出了50%还多。

近日，优步公司一辆自动
驾驶汽车在美国撞上行人致死
的新闻，再次将无人驾驶技术
安全问题拉入公众视野。

处在风口的无人驾驶，近
两年前进的步子越跨越大。丰
田、沃尔沃等传统车企，优
步、特斯拉等新兴企业都在争
先发展无人驾驶技术，尤其是
后者，梦想着在最短的时间内
取得技术性突破，率先实现商
用化，建立自己在行业内的主
导地位。竞争激烈，各家企业
都怀着“时不我待”的急迫心
情，把计划和时间表提前、再
提前，以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
注。上路测试的企业越来越
多，危险系数也随之越来越大。

然而，无人驾驶的初心不
容遗忘。实际上，发展无人驾
驶技术的初衷，就是为了在保
证驾驶者和行人安全的前提
下，提高行驶效率。保障安
全，是技术的底线和红线。

科技创新的根本是服务于
人类，造福于人类。目前，无
人驾驶的技术尚不成熟，在开
放测试的路段，有几点一定要
做到：明确上路测试车辆的技
术标准和要求，提高道路通讯
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管
理规定和主体责任。保障人的
安全是无人驾驶技术研究的重
中之重，正如乘联会秘书长崔东

树的提醒一样，“撞人事件警示我们，不要浮躁。”
不过，因噎废食也大可不必，无人驾驶的优

势不容否认。从长远来看，路上的无人驾驶车辆
越多，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越低。因为相比于
人类驾驶，无人驾驶的操控系统完全遵守交通法
规，酒驾、疲劳、争吵、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不复
存在。而且，无人驾驶车辆在行驶前还配备了大
量的地图、路况等基础数据，再加上遍布车身的
传感器，可以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灵敏决
断。无人驾驶的最终目标是要比人类驾驶还安
全。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生产商必须保证行车
系统是完全安全、准确的。但目前来看，让自动
驾驶系统达到这样的程度，还需再走一段路。

网上中国

宽带价格3年降90%，流量漫游费将取消

“提速降费”的三大关注
本报记者 卢泽华

“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明显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

和专线使用费，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让群众和企业切实受益，为数字中国建设

加油助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送出网络提速降费“大礼包”，赢得民众一片叫好。中国为何大力推动网络“提速

降费”？“提速降费”又展现出哪些亮点和意义？

电子垃圾亟待绿色处理
本报记者 叶 子

“回收旧手机、电视机、洗衣机……”这走街串巷的吆喝声感觉熟悉吗？虽然这种传统的电子垃圾回收
方式逐渐成为历史，但随着电子消费升级，电子产品更新换代愈加频繁，电子垃圾回收处置问题不容忽
视。如何治理数量巨大的电子垃圾，成为了亟待破解的难题。

云中漫笔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巴巴卡·霍加：

深耕人工智能
海外网 崔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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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无人驾驶巴士已开
始运行。目前，车上配有一名工作人员，确保
乘车安全。 新华社记者 魏学超摄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内，市民在使用手机微信扫码支付门诊费用。 包康轩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