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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一年，不少新潮的消费者换上了5G手机。地铁站、商场里，不到1分钟完成一个游
戏更新、下载热门剧集，5G的体验虽然还比较有限，但仍引来惊叹与艳羡。

而在产业端，从中联重科与中国移动5G联合创新中心湖南实验室正式成立运营，到中国联
通与华为正式签署“5G+智慧交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再到美国高通与中兴通讯合作实现5G
新空口承载语音（5G VoNR）通话……进入2020年，关于5G应用的最新消息层出不穷，让很多
人在新年伊始就感受到了5G快速发展的脚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双升级”从何处着力？5G被寄予广
泛期待。5G的快速发展，不仅能为手机用户带来更通畅的移动互联网通信服务，5G融入生产端
更将促进供给升级，有望创造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催生更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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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化正在发生

——到去年底，中国已开通
5G 基站 12.6 万个，其中北京、
深圳等城市5G基站已超1.5万个

空无一人的小车上满载各式饮料，慢悠
悠地在道路上自动行驶，招招手小车便会停
在你身旁，点点车载屏幕便能自由选购车内
商品……这样的情景不是科幻电影中的想
象，而是在北京朝阳公园出现的真实一幕。
这辆“无人售卖车”的管理者是新石器慧通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从该公司了解
到，这辆无人车配备了摄像头、激光雷达等
多种传感器，其设计、运行与第五代移动通
信技术 （5G） 息息相关。

“通过 5G 网络与无人车连接，无人车在
运营现场采集到的视频、图像、声音等数据
可以实时上传到云端。相比 4G 时代，5G 条
件下云端对采集到的数据经过AI算法处理后
能够更快速地将计算结果回传到车端，从而实
现人与车的同步智能引导和交互，用户体验会
更好。事实上，无人车作为移动的智能终端，可
集成更多智能化设备，而 5G 网络能够保证这
些设备同时高效运转，进而实现移动智能终端
平台化。”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
席运营官颉晶华对本报记者说。

对于 5G 的巨大作用，华为 5G 产品线总
裁杨超斌表示，从国际电信联盟 （ITU） 定
义来看，5G 要达到的基础技术指标包括：
20Gbps 的峰值容量，1 毫秒的端到端时延，
高达 100 倍的网络能耗效率提升以及每平方
公里 100 万连接数等。杨超斌表示，从功能
方面来看，4G主要是面向个人消费者提供移
动宽带体验，5G除了增强个人移动的宽带体
验之外，还将驱动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结
合，促进行业数字化，构建万物互联的未来
世界，可应用于无人驾驶、智能工厂、远程
诊疗等诸多领域。

2019 年被称作全球 5G 元年，超过 55 家
电信运营为约 1000 万客户提供了网速比 4G
高出6-8倍的5G服务。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
中国联通等开通的12.6万个基站更为中国5G
的引领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其中北京、深圳
等城市5G基站已超1.5万个。正如无人售卖车
吸引着大量好奇的目光，很多人都对 5G 可能
给生活带来的改变充满期待。

在北京从事金融行业的武先生表示，5G
为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活场景提供了技术支
持，以后也许声控就能打开电视，东西用完
了，系统会自动提醒购买，甚至连扫地都能
交给智能机器人处理。“5G 来了，未来的家
居生活一定更值得期待。”

上海姑娘小龙认为，5G概念商品刚开始
价格肯定会稍贵一些，但只要是自己能够经
常用到的东西，还是会早买早享受。比如，

现在市场上的智能音箱主要是小爱小度天猫
亚马逊，但各自的生态圈还没有打通，期待
5G能带来更便捷更快速的物联网。

丰富的应用场景

——5G 应用正加速融入千
行百业，在以往 4G 无法企及的
很多领域创造出新的应用空间

事 实 上 ， 5G 推 动 产 业 、 消 费 “ 双 升

级”的能力远不止于武先生、龙女士提及的
领域。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移动的一处展厅时，
5G的各种应用场景集中呈现在眼前：智慧安
防、无人驾驶、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农业植
保、井下设备采集、博物馆导览、互动式教
学……可谓包罗万象。

中国移动研究院测试中心总经理唐本亭
告诉本报记者，就普通消费者基于手机的应
用场景来说，4G通信网络已可以满足目前大
部分业务需求。短期内，5G 与 4G 将形成有
效互补，使中国移动的通信服务呈现“双频

网、双制式、多站型”的特点，不仅可以更
加灵活地满足多场景组网需求，而且可以在
以往4G无法企及的很多领域创造出新的应用
空间。

“一方面，5G 具有大带宽、多连接、低
时延等特征，这意味着信息流传输的通道更
宽；另一方面，人工智能 （AI） 的出现使得
计算机计算分析能力更强，因此‘5G+AI’
可以衍生出很多产业、消费同步升级的场
景，如智能音箱、保姆机器人、安保机器
人、制造机器人、无人车或无人机等。”唐本
亭说，目前中国移动正在大力打造 5G 应用，

使其融入千行百业。
借助两个电视屏幕，记者体验到了 5G

的更多神奇功能。4K 屏幕画面清晰，动感
十足，其显示屏分辨率达 3840×2160 及以
上，是普通高清电视的 8 倍；而 8K 电视画
面逼真得让人身临其境，其分辨率又是 4K
电视的 4 倍。据唐本亭介绍，4K 高清视频
的峰值速率大约每秒 40M，4G 网络中单纯
下 载 观 看 勉 强 能 够 支 撑 ， 有 时 画 质 还 不
好。但如果遇到现场直播，要同时应付数
据上传与下载，4G 网络就难以满足了。相
比之下，5G 网络的峰值速率完全没有问
题，甚至网络带宽要求 120Mbps 的 8K 视频
也完全可以承载，给用户带来更加清晰的
观看体验。

“5G 对生活的改变，本质上是一个从量
变到质变的过程。”唐本亭举例说，一个工厂
往往需要很多传感器，目前不少都是有线连
接的。5G 可以覆盖每平方公里 100 万个连
接，这些传感器之间就完全可以变成效率更
高的无线连接。再如，每一辆共享单车都是
一个终端端口，但交通密集处往往形成潮汐
人流，意味着大量共享单车常常会集中在地
铁口这样一个很小的区域内，这时5G所能承
载的连接数将更好满足共享单车的信息传输
需求。又如，目前球赛中不同坐席位置观看
体验差异较大，在5G技术支撑下，未来可以
通过高清直播设备在场中间看球赛，形成沉
浸式体验。

供求两侧互动升级

——5G 的 发 展 将 为 产 业
端、消费端注入强大动力，改变
消费与生活，推动整个社会的数
字化转型

5G 的发展，更将带动供求两端同升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到2020年底力争实现
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 5G 网络。有机构预测，
在新一年 5G 将成为手机标配，5G 终端将迅
速多样化。

杨超斌表示，新的一代技术，一般会持
续 10 年甚至是更长时间。对于 5G 来说，整
个网络建设、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并不是
一开始全部就绪，在未来 5—10 年里，会持
续不断地演进，持续不断地构筑起来。“在过
去一年多时间里，中国三大运营商已在全国
各城市做了大量实验，为5G商用部署做了大
量准备。还有一个优点，中国基本上所有站
点都是通过光纤到站，实际上为5G建设奠定
了非常好的基础。”杨超斌说。

“5G 技术的发展，不仅将改变消费者的
体验，而且也将深刻影响生产过程和经济发
展方式。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其从促
进国民经济发展转变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组
成部分之一。未来，5G 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变
化，而各路企业也不会错失其中的商机。”唐
本亭说。

颉晶华表示，无人车产品研发的愿景
是 让 无 人 车 成 为 新 一 代 城 市 基 础 服 务 终
端，让大众用户体验到科技带来的便捷生
活。完成这个愿景需要有不断落地的无人车
智能应用，小到触手可及的一杯咖啡、奶
茶，大到随时随地根据人们的需求直达身
边的各类服务，而 5G 恰恰为这些可能性提
供了无与伦比的发挥空间。“当不同场景的
无人车服务大规模落地时，会形成全新的
产业服务升级和消费模式升级，最终形成
多方的共赢。”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
董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具有
深刻的内涵，是平衡供求、提升经济运行
总体效率的重要方面。而促进“双升级”，
一方面要补短板，另一方面要加快创新，以
新技术为引领，为产业端、消费端注入强大
动力。5G 恰恰是当前一个极好的交汇点，
有 望 促 进 生 产 方 式 的 变 革 ， 提 升 传 统 产
业、催生新型业态、带来新的商机，继而
改变消费与生活、推动整个社会的数字化
转型。

到2020年底中国将实现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5G终端有望迅速多样化——

5G，最受期待的升级“加速器”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到2020年底中国将实现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5G终端有望迅速多样化——

5G，最受期待的升级“加速器”
本报记者 王俊岭

◀1 月 8 日，联想公司推出的全球首款 5G 电脑
——“Yoga 5G”在 2020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
展上公开展示，首次将5G连接功能从智能手机领域拓
展到高端计算领域。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参观者在北京举行的 2019 世界 5G 大会上了
解一款5G机器人。 彭子洋摄 （新华社发）

▲参观者在北京举行的 2019 世界 5G 大会上了
解一款5G机器人。 彭子洋摄 （新华社发）

校园食品安全关乎学生的健康与学
校的稳定发展。去年 9 月以来，校园食
品安全问题整治已有明显进展，学校食
堂“明厨亮灶”覆盖率已超过 90%。近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国家
卫健委、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关
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
的 指 导 意 见》（以 下 简 称 《指 导 意
见》），护航校园食品安全。

校园原则上不再设小卖部

“《指导意见》有两个最大的亮点，一
是具备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原则
上采用自营方式供餐，不再签订新的承
包或者委托经营合同。二是非寄宿制中
小学、幼儿园原则上不得在校内设置食
品小卖部、超市，已经设置的，要逐步退
出。”四部门有关司局负责人在答记者问
时表示，为推动中小学生、幼儿养成健康
饮食习惯，通过正餐摄入营养所需，防止

片面依赖零食，《指导意见》要求非寄宿
制中小学、幼儿园原则上不得在校内设
置食品小卖部、超市。

之前相关部门联合印发的 《学校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已规定：

“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
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
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免
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此次

《指导意见》 的出台，意在落实食品安
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学校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管理规定。

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因片面追
求经济利益，一些校外供餐单位、承包
或者委托经营的食堂，容易放松食品安
全管理。在监管执法中，也发现因为主
体责任不落实，疏于食品安全管理而引
发食源性疾病的问题。为有效有力防范
此类安全风险，《指导意见》 要求具备
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原则上采用

自营方式供餐。

整治校园周边无证无照经营

校园周边无证无照经营食品一直是
老百姓的烦心事。为解决此类问题，

《指导意见》 明确，对学校周边用房有
管理权限的学校，不得将周边用房租借
给无证无照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个
人或单位。

同时，《指导意见》 提出市场监管
部门要压实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责
任。一是加大对供餐单位、学校食堂及
校园周边小食品店、小餐饮店等的监督
检查力度。重点检查食品经营者是否取
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业人员是否持
有健康证明，售卖或贮存、使用的食品
是否为“三无食品”、超过保质期限食
品、腐败变质食品，以及不得向中小学
和幼儿园提供的食品品种等；二是严肃
查处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

为，严厉打击校园周边无证无照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等行为；三是强化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
涉嫌犯罪的食品安全案件。

借助科技手段实现智慧监管

目前，学校食堂“明厨亮灶”覆盖
率已超过90%。《指导意见》提出，大力
推进社会共治，充分发挥“明厨亮灶”
作用。

——具备条件的学校要积极借助
“明厨亮灶+互联网”，公开本校食堂食
品加工制作过程，公布查看方式和渠
道，供家长委员会代表查看。

——市场监管、教育行政部门要积
极借助“明厨亮灶+互联网”，随机抽查
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状况，
主动查找、发现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的
食品安全问题及风险隐患。

——市场监管部门要对未实现“明
厨亮灶”的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

“《指导意见》注重借助科技手段，实
现智慧监管。”四部门有关司局负责人
说，“提高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效能，要
求市场监管、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借助

‘明厨亮灶+互联网’，随机抽查供餐单
位和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状况，主动查
找、发现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的食品安
全问题及风险隐患。”

四部门联合发文整治校园食品安全问题——

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孔德晨

2020 年春运京张高铁即将迎来首秀，中铁呼和
浩特局包头客运段动车队组织乘务员从职业礼仪、
客运业务、服务技能、应急处置等方面，切实提升
列车员服务水平，以热情优质服务迎战春运。

唐 哲摄 （人民视觉）

春运，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