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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概述

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外语缩写：
5G 。未来 5G 网络正朝着网络多元化、
宽带化、综合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如今
从业界到公众，都对 5G 时代的到来抱有高
期待，更多是因为这项通讯技术的革命性意
义。过去的 1G 到 4G ，主要以满足人与人
之间通信为主要场景， 5G 网络将满足万物
互联，开启新一轮信息网络革命。 5G 所带
来的不仅仅是直观感受的“快”，更是由人
与人的通信向人与物、物与物通信方向发
展，是真正意义上的万物互联、万物智联。

5G 全球竞赛

全球 5G 前进步伐持续加快。许多国家
(地区)5G 商用服务都已经准备就绪(尽管初
期仅限于特定用户或特定地理区域)。预计
2020 年全球将有超过 40 个国家(地区)的约
80 个运营商能够向其用户提供 5G 服务。
5G 设备的可用性预计将在 2019 年里得到
迅速提升。运营商们正在与行业伙伴合作，
为特定行业提供 5G 服务，同时也为广大用
户提供速度更快、响应时间更短的 5G 移动
宽带服务。

美国：美国威瑞森公司(Verizon)于
2018 年 10 月在萨格拉门托、休斯顿、印第
安纳波利斯以及洛杉矶等城市的部分地区启
动了 5G 毫米波频段(28GHz 和 39GHz)商
用固定无线接入服务。该服务目前基于威瑞
森公司专有的 5G “技术论坛”标准，并将
在符合 3GPP(第 3 代伙伴计划协议)标准的

设备推出后进行相应升级。美国电话电报公
司(AT&T)于 2018 年 12 月在亚特兰大、北
卡罗来纳州、达拉斯、休斯顿、印第安纳波
利斯、佛罗里达、肯塔基、俄克拉荷马城、
新奥尔良、德克萨斯等 12 个城市或其部分
地区，使用 39GHz 频段启动了符合 3GPP
标准的移动 5G 商用服务，该服务需使用美
国网件公司(NETGEAR)夜鹰(Nighthawk)
5G 移动热点终端。

韩国：韩国三大移动网络运营商使用
3420 – 3700MHz 频段，在韩国部分地区
同时启动仅针对企业用户的 5G 固定无线接
入服务(基于 3GPP NR 标准)。

日本： NTT DOCOMO(电信沟通无界
限)公司计划在 2019 年 9 月提供 5G 预商用
服务，并于 2020 年年中为全日本用户提供
5G 正式商用服务。 KDDI 计划在 2020 年
5G 正式商用之前， 2019 年小范围提供 5G
服务。 Softbank(软件银行集团)计划在
2019 年启动有限的 5G 商用部署，在 2020
年为智能手机提供完整 5G 服务。

中国：工信部已经发放了 5G 预商用频
率许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
大运营商都是使用符合 3GPP(第 3 代伙伴
计划协议)标准的设备，在 2019 年启动 5G
技术预商用化进程，并拟于 2020 年正式商
用。

2018 年 4 月， CTIA(美国无线通信和
互联网协会)通过 Analysys Mason(领先电
信咨询公司)对全球 5G 竞争现状进行了研
究和分析，在这场竞赛中，中、美、日、韩
四国发展最快，排在第一梯队，中、美两国

的“ 5G 准备情况”并列第一，领跑世界，
韩国和日本紧随其后。意大利、英国、德
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排在第二梯队。西
班牙、瑞典、法国、卡塔尔、加拿大排在第
三梯队。

自 2018 年以来， 5G 市场迅猛发展，
许多运营商准备推出 5G 服务，其中有些运
营商已经部署了 5G 服务。在 5G 主流市场
中，已经有部分正在开展 5G 前期商业试
点，标注着 5G 市场也正快速地从试点阶段
发展到大规模测试和正式商用阶段。能够与
3GPP Release 15(第 3 代伙伴计划协议第
15 版本)标准兼容的 RAN 设备已广泛使
用，并且将有更多的 5G 智能手机面世。这
样一来用户就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接入 5G 网
络。

5G 终端应用正加快走入人们生活中

今年的春晚，央视率先应用 5G 网络实
时回传深圳、长春等分会场的现场镜头到北
京总台，而这些 4K 超高清视频画面全程流
畅无卡顿，传输效果稳定，充分展示了 5G
的高速率、低时延等特点。春晚的精彩文艺
表演长达数小时， 5G 技术被全面应用在节
目的制作、分发、传输以及改善用户体验
上，成为该台春晚的最大科技亮点，同时也
预示着 5G 技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广阔前

景。
2019 年全国两会召开，在信息传播追

求时效性和速度的媒体行业中，如能利用
5G 的高速度第一时间向外传播会议相关新
闻报道，则能让全国两会的传播效果和观看
体验大大提升。这一切，在 2019 年全国两
会都已变为现实。在两会现场，通过 5G 网
络可将拍摄的高清连线画面、视频信号实时
传回播控端，发挥 5G 网络高带宽、低时延
的优势，极大提升密集接入网络场景的用户
体验，数据并发的速率及时延体验，为新闻
媒体提供更加便捷和高质量的视频回传和直
播报道服务。在各家媒体云集的“部长通
道”内，借助 5G 网络电视台还可进行 5G+
VR 直播，在 5G 网络高速率低时延的环境
下，通过提升 VR 直播的画面质量，为观众
呈现了更好的 720 度实时看两会体验。位
于梅地亚中心的“两会新闻中心”首次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用
4K 摄像机采集高清画面，再通过 5G 网络
将视频流传输出去，利用 5G 网络高速率、
低延迟的特性，把视频数据实时传输回后方
进行直播。两会新闻中心还成功进行了央视
VR 和直播业务测试，在举行大会开幕式时
提供 VR 直播，戴上 VR 眼镜就可身临其境
“参与”大会。 VR 直播中的上传和下载同
样是通过 5G 网络完成的。

今年春晚和两会应用 5G 技术带来前
所未有的视觉盛宴，仅仅是 5G 技术近年
来在商用领域的两次成功探索。之前的
4G 网络很难满足 10M、20M 以上的回传
需求，而借助 5G 网络，春晚实现了稳定的
80M 网速的无线上传能力。实际上，国内
多地正在加快进行对 5G 应用的布局，5G
开始影响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其
带来的巨大价值正在逐步显现。

5G 对经济社会影响

在国家政策和各项资本的投入之下，
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对 5G 的建设热潮。
根据工信部中国信通院《 5G 经济社会
影响白皮书》预测， 2020 年， 5G 间接
拉动 GDP 增长将超过 4190 亿元； 2030
年， 5G 间接拉动的 GDP 将增长到 3 . 6
万亿元。 5G 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主要是来
自于运营商、用户和其他企业在设备和信
息服务等方面的支出，间接拉动则体现在
5G 技术在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现有产业
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
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中发挥
的关键作用。

5G 与无线电频谱

无线电波是频率介于 3 赫兹和 300G
赫兹之间的电磁波，也叫射频电波，或简
称射频、射电。无线电技术将声音讯号或
其他信号经过转换，利用无线电波传播。
无线电波根据不同的波长，可分为极长
波、超长波、特长波、甚长波、长波、中

波、短波、米波、分米波、厘米波、毫米
波。无线电波根据不同的频率，可分为极
低频、超低频、特低频、甚低频、低频、
中频、高频、甚高频、特高频、超高频、
极高频。频率和波长一一对应。频谱资源
属于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为了充分、
合理、有效地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保证
无线电业务的正常运行，防止各种无线电
业务、无线电台站和系统之间的相互干
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
例》、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规则》和我
国无线电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无线电
频谱划分有专门的规定。不同的频段划分
给不同的业务使用。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
不断进步，无线电应用越来越广泛，频谱
资源越来越紧缺。

5G 的实现和其他无线电业务一样，离
不开无线电波这个载体。 5G 之所以能够实
现信息大容量高速传输和处理，是基于电
子技术、云计算的突破进展以及依托更宽
的无线电频带。 5G 信号覆盖，需要更密集
的基站。 5G 基站使用毫米波段频谱，特别
是在 2 . 5GHz 、 3GHz 和 5GHz 频段。在
2019 年能投入使用的多数 5G 设备都将支
持这几段频谱。

万物互联、万物智联都离不开无线电
频谱资源，我们首先要保护好无线电频谱
资源，然后才是合理开发使用，让紧缺的
无线电频谱资源更高效满足我们美好生活
的需求。

桂林市无线电管理处供稿

无线电频谱撑起 5G 网络空间

漓江上城二期项目位于灵川县大圩镇开发新区，建设单位为桂林开元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规划总平面方案委托广东粤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完成并报我局审
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要求，现将该
规划予以公示，公开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其他详细情况请到灵川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咨询。漓江上城二期项目周边群众或利害关系人若对规划方案有异议，请于
公示期内将合理合法的书面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反馈到灵川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联系电话： 0773-6819828 、 0773-6812493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
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逾期不反映，视为无异议，住建局按照程序批准实施。

公示期限： 2019 年 5 月 20 日至 2019 年 5 月 28 日止
公示地点：
1 .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 漓江上城二期项目现场
3 . 灵川县人民政府网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5 月 15 日

漓江上城二期项目规划总平面

调整方案批前公示

据新华社合肥 5 月 19 日电(记者
董雪)得胜鼓、板凳舞，伴随着富有黄
山特色的民俗表演， 2019 年“中国旅
游日”全国活动 19 日在安徽省黄山市
启动，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以“文旅融
合美好生活”为主题举办多种活动，共
计推出 3500 余条旅游惠民措施。

据介绍，这些惠民措施分为景区降
价优惠、旅游扶贫助残、对先进群体实
施旅游奖励等 5 大类。如安徽省有近
50 家旅游景区免费开放，合肥等 10 个

市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人免
费，宿州等 12 个市对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等先进群体免费；北京市 81 家
4A 级及以上景区开展旅游日主题宣
传，多家景区门票优惠；湖北省 125
家景区免费送出 35 万张门票，预计价
值总额达 2770 万元等。

此外，多地也举办了具有当地特色
的旅游活动。其中浙江有近 2 万家民
宿举办各类主题活动和优惠活动，为来
自全世界的游客提供乡村旅游体验。江

西则主要利用红色资源，组织 100
家红色旅游景区，开展 100 项大型
红色文化传播和红色旅游推广活动，
持续 100 天。

在活动现场， 7 位来自旅游行
业一线的志愿者代表共同发出《中国
旅游安全文明诚信黄山倡议》，倡议
全国旅游主管部门、旅游行业协会、
旅游企业、旅游从业者以及广大游
客，共同创造安全、文明、诚信的旅
游环境。全国各地有数十万文明旅游

志愿者在 19 日走进景区，走上街
头，为游客提供文明旅游宣传引导服
务。

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中国旅游日”的日期“ 5 月
19 日”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
日，自“中国旅游日” 2011 年启动
以来，全国各地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
利民惠民活动，引导营造安全旅游、
诚信旅游、文明旅游、快乐旅游的氛
围。

“中国旅游日”全国活动在黄山市启动
推出惠民措施 3500 余条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5 月 19 日电
(记者顾煜 马锴)进入 5 月，新疆喀什
迎来旅游旺季。世界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在有着“丝路明珠”之称的喀什感
受当地历史文化，体验民俗风情。

恰逢“中国旅游日”，19 日一早在喀
什老城景区东门，景区工作人员身着盛
装表演仿古入城仪式，精彩的民俗歌舞

表演吸引游客纷纷驻足观看。集民族音
乐、舞蹈元素于一体的入城仪式，再现了
古城喜迎贵宾的独特礼遇。

“以前每天只有一次入城仪式，今年
为了让游客更好体验老城的民俗，我们
一天举办三次入城仪式。”喀什市旅游局
副局长邓志庸介绍，今年为了迎接旅游
旺季，喀什古城景区通过完善景观和基

础服务设施、提升讲解员业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开展杂技表演活动等方式，
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旅游服务。

老城内，土色的泥墙，各种颜色
的木质门窗，还有精心雕饰过的梁
柱，各家店铺内别具特色的装修风格
让人忍不住进店参观。邓志庸介绍，
为了丰富游客在喀什古城吃住行游购

娱一站式体验，去年 6 月以来，古
城景区在奥然喀依巷打造“喀什印
象”餐饮及文化一条街，现有餐饮
店、酒吧、咖啡、手工艺品店、客栈
等 32 家店铺。

“随着喀什游客数量持续增多，我
们也不断扩展旅游项目，让游客乘兴
而来尽兴而归。”邓志庸介绍，今年 1
至 4 月，来喀什的游客达到 123 . 9 万
人次，同比增长 30 . 8%，其中“五一”
小长假期间接待游客 19 . 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70 .3%，创历史新高。

新疆喀什打造“旅游盛宴”

据新华社成都 5 月 19 日电(记者董
小红)19日是中国旅游日，记者从成都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了解到，由天府绿道串
联的五大主题、100 条“慢游”旅游线路

正式发布，让游客体验成都“慢生活”。
据了解，这 100 条“慢游”线路

包括“文旅天府·博观成都”“锦绣蜀
香·闲趣成都”“尚览蓉城·潮流成都”

等五大主题，涵盖成都市规划馆、天
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崇德里、 88
号青年空间、道明竹艺村、川西林
盘、夜游锦江等全新点位。

“此次推出的 100 条‘慢游’线
路，其实是由成都天府绿道将分散在
全市各地的历史文化、景区景点进行
了串联，游客可以在绿道中‘慢游’，更
从容地体验成都生活美学。”成都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也
是成都加快构建特色化、多元化旅游
产品体系的重要举措。

成都推出 100 条“慢游”路线

 5 月 18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左二)和
家人在议会选举获胜后向支持者挥手。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 18
日晚在悉尼宣布，由他领导的自由党-
国家党联盟在当天举行的 2019 年联邦
议会选举中获胜。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马德里 5 月 18 日电
（谢宇智） 2018-2019 赛季西班牙
足球甲级联赛最后一轮 18 日展开。
凭借武磊的一记进球，西班牙人主场
2 ： 0 击败皇家社会，进军欧战。

西班牙人此前在欧战名额竞争中
处于劣势。本轮主场迎战争夺欧罗巴
联赛资格赛名额的直接对手皇家社
会，武磊再获首发。比赛中，罗萨莱
斯为西班牙人首开记录，武磊则在随
后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助球队登上
积分榜第 7 位。这也意味着西班牙
人拿到了欧罗巴联赛资格赛的入场
券。

上半时第 38 分钟，西班牙人获

得任意球，武磊小禁区边缘的头球攻
门击中横梁弹出，纳尔多将球补入，
但由于处于越位位置的武磊干扰门
将，进球被取消。两队以 0 ： 0 结
束上半场。

下半时，第 58 分钟，西班牙人
借一次角球首开记录，罗萨莱斯禁区
外抽射破网。第 65 分钟，武磊接队
友挑传单刀突进，奔袭入禁区后面对
对方门将冷静推射球门右下角得手，
将比分锁定在 2 ： 0 。进球后脱衣
庆祝的武磊吃到黄牌。第 81 分钟，
武磊被塞尔吉·加西亚替下，并得到
了球迷的掌声。

▲ 5 月 18 日，拜仁慕尼黑队球员、教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当日，在 2018-2019 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中，拜仁慕尼
黑队主场以 5 比 1 战胜法兰克福队，获得本赛季联赛冠军，并取得德甲联赛
七连冠。 新华社发(菲利普·鲁伊兹摄)

德甲：拜仁夺得本赛季冠军

（上接第一版）吸引网民参与。十二是各
类群众性文化活动。组织开展广场舞展
演、合唱节、音乐节等活动，在各地社区
举办邻居节，开展爱心陪伴、邻里圆桌
会、邻里结对帮扶等活动，广泛开展国庆
游园活动，营造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气
氛。十三是精心打造社会公共环境。实施

公益宣传平台传播工程，开展公益广告
宣传。充分利用街头阵地，张贴悬挂展示
标语口号、宣传挂图，打造街头正能量。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握
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团
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要突出思想

内涵，把成就讲足、把经验讲透、把形势
讲清、把前景讲明，进一步振奋精神、鼓
舞士气。要吸引群众参与，坚持热在基
层、热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主体性，引
领广大群众立足本职作贡献、建功立业
新时代。要培育国庆文化，使国庆黄金周
成为爱国活动周。要坚持务实节俭，着力

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成就感、幸福感，让喜庆气氛浸染每
一个社会群体。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坚决防止铺张浪费，注重节俭办活
动，不给基层和群众增加负担，严禁借
庆祝活动搞商业投机和不正之风，严禁
违规制作发放纪念品和集资摊派。要加
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精心实施，充分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务求实效，把安全
责任落实到活动的各个环节，确保各项
活动安全有序、欢乐祥和。

《通知》还同时发布了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宣传标语口号，
供各地区各部门选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广泛组织

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澳总理莫里森宣布

执政联盟在联邦议会

选举中获胜

西甲：武磊锁定胜局

西班牙人获欧联杯资格赛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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