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和合共生”
催生城市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世界移动大会线下全球首秀花落申城

目前， 中国的三大运营商
共部署了近 70 ?个 5G 的基
站， 基础设施部署位居世界第
一， 正在稳步朝着全球最大的

5G 市场规模发展 。 中国的运
营商和其他国家的运营商相
比， 在 5G 独立组网部署方面
更为领先 ， 并且在消费者和
行业应用等方面的探索也处
于前列。

在上海临港产业园区、 陆
家嘴金融区 、 岳阳医院三地 ，

“全球首个双千兆示范产业园”

“全球首个双千兆示范金融区”

及 “全球首个双千兆智慧医
院” 正为上海城市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在宝钢产
成品物流智能仓库， 载重高达

120 吨的无人驾驶重载框架车
与无人仓库、 无人码头默契配
合， 创造了每天 10 ?吨钢卷
周转量的惊人纪录； 在街头巷
尾 ， 遍布全市的超 1.3 ?个
室外 5G 基站、 2 ?个 5G 室内
小站， 随时随地为电信用户提
供 5G 网络的乐趣……

正如本届大会主题 “和合
共生” 所揭示的那样， 依托于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三千兆之
城” 建设的丰硕成果， 各种全
新的智慧生态产品正在申城不
断脱颖而出， 为我们清晰地勾
勒出一条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
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的 “数
字之路”。

云购汤圆
老字号转型“直播间”

“我们七宝老街的本地汤圆个头
比一般的汤圆都要大很多， 所以又叫
七宝大汤圆。 刚包好没下锅时看起来
大， 煮出来?更大了。 每一个都差不
多有鸡蛋大小， 非常实在而且管饱 ，

所以下汤圆时要多煮一会。 此外， 根
据汤圆馅不同， 七宝大汤圆还会 ‘拗
造型 ’。 这种长着尾巴的是鲜肉馅 ，

滴里滚圆的是黑洋酥馅……”

看着直播购物 App 上汤圆店主绘
声绘色的介绍， 还有屏幕上那一个个
令人垂涎欲滴的汤圆， 特地前来参展
本届世界移动大会的王先生， 在展览
会排练现场， 忍不住下单两袋七宝大
汤圆。 “我老家的汤圆都是甜的， 父
母还从来没吃过咸味的汤圆。 今天看
了视频直播， 下单买了一袋鲜肉和一
袋菜肉的给父母寄去。 再过两天?是
元宵节了 ， ?好让全家都尝尝?宗
上海本地风味的汤圆 。” 王先生笑着
表示。

王先生告诉笔者， 作为一名在上
海生活工作多年的 “新上海人 ”， 为
了筹备公司参加世界移动大会的事
宜 ， 同时也为了响应政府 “原地过
年” 的号召， 今年没有回老家与父母
团聚。 “不过好在上海的 5G 建设在
全世界也是领先的， 我每天用 5G 手
机和父母面对面交流 ， 效果特别好 。

这不， 眼看马上要过元宵节了， 我?
好用手机直播购物给父母带去一点儿
女的心意。”

据了解， 上海市场销售的汤圆主
要分为本地汤圆和宁波汤圆两类。 上
海本地汤圆用干糯米粉做皮较有韧
劲， 馅以鲜肉或菜肉为主， 也有甜口
味的， 像豆沙、 芝麻等等。 而宁波汤
圆的历史则可追溯到宋朝， 特点?是
个头小， 只有桂圆大小。 采用水磨糯
米粉做的皮 ， 较干磨糯米粉更加软
滑。 在内馅上一般都是猪油黑洋酥 ，

既有猪油的香气， 也有芝麻和白糖的
香甜。

王先生告诉笔者： “目前上海市
场上销售的汤圆以宁波汤圆为主， 好
的宁波汤圆个头虽然小， 但是依旧能

做到皮薄馅大， 煮熟之后可以透过皮
子看到里面黑色的猪油黑洋酥 。 不
过， 相对 ‘小众’ 的上海本地汤圆?
不好买了， 以前只能去七宝老街游玩
时才能吃到。 好在随着 5G 手机的流
行， 直播购物成为了当下上海市民的
新宠。 像七宝老街汤圆这样 ‘养在深
闺无人识’ 的传统美食， 终于找到了
发扬光大的好办法。”

随着 “直播带货” 的兴起， 让各
类直播购物平台成为了电商行业的新
风口 。 不少传统的实体店也加入了

“直播大军”， 在元宵节当天开启带货
视频通道 ， 让市民轻松在家 “云购
物”。 此外在各大外卖平台上 ， 王家
沙、 乔家栅等沪上知名老字号的汤圆
产品销售势头也同样火爆， 让更多市
民能轻松买到适合自已口味的汤圆。

当然， 除了购买成品汤圆外， 也
有不少市民更青睐自已亲手制作， 更
能体验传统的年味。 上海世茂股份有
限公司的张女士告诉笔者： “我还是

更喜欢吃自已做的汤圆。 刚才在手机
上下单了糯米粉和黑芝麻， 10 分钟后
?送到了。 亲手用土猪板油和黑芝麻
粉等材料调制的汤圆馅， 味道远比速
冻汤圆更香甜。”

张女士打开袋装的水磨糯米粉 ，

加入少许清水揉成光滑的面团， 然后
静置让面团醒一会儿。 随后把汤圆面
团扯成小块捏扁， 然后加入刚才调好
的猪油黑洋酥馅料， 再手搓团成大小
均匀的球状。 然后烧开一锅水， 接着
放入适量汤圆， 注意一定要等水沸腾
时候放， 继续煮， 直至所有汤圆在锅
中全部漂浮起来， ?可以出锅了。 张
女士告诉笔者： “刚出锅的汤圆比较
烫， 最好晾凉一会儿再食用， 这样口
味更好。”

当然， 对于求新求变的年轻人来
说 。 像巧克力 、 香芋 、 水果口味的

“网红” 汤圆， 更是深受沪上 90 后 、

00 后的喜爱。 除了去 “网红” 甜品店
一快朵颐外， 通过美食主播 “偷师 ”

网红餐饮店的大厨技能， 更是不少美
食爱好者的选择。

“先把水烧开后 ， 再下入小元
宵。 煮上 2-3 分钟， 等小元宵浮到水
面?说明熟了。” 看着 5G 手机上， 美
食主播详细地介绍着 《百香果小元
宵》 制作视频， 大学生小刘?手忙脚
乱地制作着自已人生的第一碗甜品 。

“上次同学带我去一家知名 ‘网红 ’

甜品店吃过这道百香果小元宵， 味道
非常特别。 这不快到元宵节了， 我准
备好好磨炼一下自已的厨艺， 让爸妈
也能品尝到女儿亲手制作的美食。”

“网络诈骗”套路多
电信为信息安全护航

“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 ”

“我是检察院 ， 我们发现你涉嫌洗
钱 。” ……网络诈骗骗术五花八门 ，

作为普通市民， 如何做到分得清、 躲
得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程
小姐， 不久前?碰到过这类骗术。 程
小姐告诉笔者： “过年前我?好在网
上买了一条项链， 付款完没多久， ?
收到一条自称来自银行的短信， 提示
我付款失效需要登录提示网站进行网
银验证。 我当时也没多想?点击了短
信中提供的网站链接， 还好我使用的
中国电信 5G 手机实时侦测到该网站
为钓鱼网站， 即刻对我的访问进行了
阻断拦截， 并引导到风险提示页面 ：

‘此网站非某银行官方网站。’ 这才让
我避免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据悉， 这一令程小姐赞不绝口的
反 “网络诈骗” 产品， ?是中国电信
的 “云堤” -反钓鱼防护系统 。 通过
运用中国电信全网大数据资源， 侦测
钓鱼网站， 并通过银行系统对客户资
产进行风险防控， 从而有效控制欺诈
势态。 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测， 可
以随时发现新的钓鱼网站信息。 并在
市民受骗访问钓鱼网站时进行实时 、

有效、 精准的拦截阻断， 极大地保障
企业及个人用户的网络和信息安全。

程小姐告诉笔者： “事后我又认
真了查看了短信， 这才发现诈骗短信
的发送号码并非银行号码。 短信内容
虽然看上去与银行短信很相似， 但提
供的链接也非银行官方网站。 不过这
些网络诈骗分子的伪装都很有迷惑
性， 普通老百姓稍不注意?容易上当
受骗。”

公安部门专家表示， 近年来， 犯
罪分子往往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
理， 通过编造虚假电话、 短信， 地毯
式地给群众发布虚假信息。 给市民的
财产造成了巨额损失。 对此， 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主动利用大数据技术， 对
虚假电话 、 诈骗短信的源头进行封
堵， 极大地保障了市民的财产和信息
安全。

云猜灯谜，
足不出沪品尝“民俗大餐”

元宵节是万家灯火、 月圆人圆的
美好日子。 在政府 “?地过年” 的倡
议之下， 更多的上海市民尝试通过云
上过节的方式， 足不出沪看花灯， 猜
灯谜， 赏诗词， 体验元宵佳节的民俗
文化大餐。

“要想解锁云上过元宵的?确打
开方式， 离不开电信的 5G 手机和千
兆光网。” 上海梅林?广和股份有限
公司的钱小姐表示： “虽然不能回老
家过节， 但是通过 5G 手机， 我?能
和老家的父母一起逛庙会 、 看彩灯 、

猜灯谜， 享受到温馨团圆的氛围和浓
浓的年味。”

据悉， 为了适应 5G 时代老百姓
欢度元宵的新习俗， 全国各地纷纷将
赏花灯、 吃汤圆、 猜灯谜等传统文化
搬到了网络上。 以线下线上同庆元宵
的形式， 给中华传统文化赋予了新内
涵。 以钱小姐的老家四川为例， 通过

“文化赶大集 留牛过大年” 为主题的
四川省 2021 年春节文化惠民服务活
动 ， 精心策划了 10 大套餐 、 52 项 、

上千场文化活动 ， 凑齐一桌丰盛的

“文化年夜饭”。

“小时候， 父母每年都要带我去
参加元宵灯会 ， 给我买上一根糖葫
芦， 观看舞龙舞狮的锣鼓喧天， 欣赏
家乡传承千年的元宵彩灯， 那是我一
年里最快乐的时光。 长大后虽然生活
富足了很多， 但由于工作的关系， 和
父母一起逛灯会的机会却少了很多。”

钱小姐动情地表示： “好在现在家乡
的元宵灯会搬到了网上， 父母也换上
了新款的 5G 手机， 相距千里也能通
过视频通话和父母同游元宵灯会， 重
温儿时的亲情。”

在钱小姐的 5G 手机屏幕上 ， 远
在四川老家的父母边走边聊， 向钱小
姐讲述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 “在
你小时候， 每年灯会的彩灯?是那么
翻来覆去的几种传统式样。 如今， 不
但城市的环境变得更漂亮了， 彩灯的
品种和式样也丰富了许多。 更不要说
我们手里的 5G 手机了， 即便在元宵
灯会这样人流特别密集的场所也丝毫
没有受到影响。 视频直播的画面清晰
而流畅， 效果不比电视台直播差。”

笔者看到， 现场画面里， 灯会现
场人流涌动。 与钱小姐一样， 和父母

视频通话， 或是将美
景拍成视频和照片发
朋友的市民也不在少
数。 如果还在传统的

4G 网络时代 ， 如此
大人流的情况下， 每
位市民的上网速度都
会受影响 。 而在 5G

网络 “超高速率、 超
低时延 、 超大连接 ”

优势护航下， 即便面
对超大人流， 也能保

证每位 5G 用户的?常使用需求。

钱小姐表示： “前年和男友看演
唱会时 ， 他的手机明明信号显示满
格， 但却根本没办法?常刷朋友圈 。

而我的天翼 4G 全网通手机虽然可以
?常上传照片， 但上网速度也比平时
慢了不少 。 在请教了公司 IT 部门的
同事后才知道， 由于 4G 技术的传输
速率和传输带宽有限， 无法满足像演
唱会、 大型体育赛事等人口密集场景
的需求。 好在如今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5G 手机已经得到了普及 ， 这种尴尬
的情形终于不复存在了。”

?当钱小姐为 5G 手机的强大性
能赞不绝口时， 手机对端的母亲又向
她发出了新的邀请： “女儿， 你快扫
这个二维码， 和我们一起参加线上猜
灯谜活动吧。” 原来 ， 这也是今年元
宵灯会活动的一部分， 相比传统悬挂
在彩灯下的灯谜， 线上灯谜不但形式
新颖，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只需用手
机扫一下二维码， ?能参与灯谜闯关
游戏， 免去了在拥挤的人流中四?寻
找灯谜的麻烦。

“元 旦 元 宵 捷 报 频 传 (打 一
成语 ) 。 ”

“?， 元旦元宵都是节日， 所以
谜底一定是： 节节胜利。”

钱小姐与父母边逛边猜灯谜， 一
路的欢声笑语伴随着亲情不断凝聚 。

从舞龙舞狮送吉祥， 到充满乡土气息
的民俗表演……这些搬到了 5G 网络
上的传统节日， 让更多老百姓品尝到
幸福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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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终端产品换机潮开启

“云过年”， 5G 智能终端
产品不可少， 不少消费者趁新
春入手 5G 手机。 苏宁年货节

5G 手机悟空榜显示 ， 近期小
米 10、 iQOO 7 在商品销售
额排名中均有大幅提升， 荣耀
更在 1 月 28 日登顶品牌销量
榜首。

新春促销旺季到来， 换机
潮悄然开启 。 5G 手机销量逐
步攀升， 显示出用户对 5G 网
络和 5G 手机的接受度和认可
度正在提高 ， 5G 引领信息消
费升级。

线上线下掀促销热潮

针对新春市场， 各大手机厂商纷
纷抢发一大波 5G 手机新品， 开始促
销活动。小米 11 全球首发骁龙 888 ?
理器 ，3999 元起限量开抢 ；vivo X60

Pro+微云台双主摄， 购机赠半年碎屏
宝、半年延保；OPPO Reno5 系列以旧
换新额外补贴 100 元；荣耀独立之后，

新款手机荣耀 V40 ?式在各大平台
开 售 ，8GB +128GB

?售价 3599 元。

各大电商平台
也开启 5G 手机购
机优惠活动 。 京东
年 货 节 中 ， 不 仅

2021 元 购 机 神 券
每天限量抢 ， 还有
以旧换新、 购机补
贴等优惠 ， 其中 ，

以旧换新最高补贴
达 3000 元 、 5G 购
机 最 高 高 补 贴

3840 元。

在线下 ， 运营
商则为广大用户带
来花式购机补贴。 在北京， 用户只要
前往电信自有营业厅购买 iPhone12

系列、 华为 nova8 系列、 天翼 1 号系
列 、 OPPOReno5 系列等热销 5G 手
机 ,?可享受终端直降优惠 、 橙分期
免息补贴、 100 元翼支付金以及精美
礼品等购机福利。

5G泛终端全面发展

GSA 统计显示， 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全球 5G 商用终端已达 303 款，

其中包括 205 款智能手机 、34 款 5G

CPE、23 款 5G 模组、16 款 5G 移动热
点、以及 6 款 5G 平板电脑。

此外， 无人机、 头戴式显示器、

机器人、 电视等更多 5G 终端类型也

在陆续出现 。 随着 5G 模组向通用
化、 模块化发展， 5G 泛终端必将全
面提速与发展。

面对泛 5G 终端的快速发展， 工
信部表示， 将提升应用创新能力， 培
育 5G+增强现实、 5G+虚拟现实、 沉
浸式游戏等新兴消费模式。

瞄准 5G 消费热点 ， 不少地方 ，

如深圳， 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市民购买

5G 产品， 进一步激发 5G 消费潜力。

据悉 ， 深圳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安排 3 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深圳居民购
买智能产品， 涵盖 5G 手机、 智能手
环等市场在售的所有 5G 终端产品 ，

补贴活动持续 5 个月。

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

据信通院测算， 预计 2020 年至

2025 年， 我国 5G 商用将带动新型信
息产品和服务消费超过 8 万亿元。

目前， 三大运营商不断探索 5G

终端创新。 如中国电信日前开售自主
品牌 5G 全网通云手机———天翼 1 号

2021 云手机 。 该机最大亮点在于可
实现一部手机变两部———本地端手
机+云端手机， 在云手机模式下， 用

户无需下载即可运行 App、 办公、 玩
游戏， 运行操作通过云端完成后， 推
送至手机。

中国电信 2021 年的发展目标是

5G 终端达到 1 亿 ， 智家终端达到

6000 万， 行业终端达到 3000 万。

除了中国电信 ， 中国联通也推

5G 手机品牌———U-MAGIC， 并同步
发布品牌旗下优畅享 20 Plus 、 优畅
享 20 两款 5G 手机 。 中国联通终端
与渠道支撑中心副总经理陈丰伟预
测， 2021 年 5G 手机市场的份额将稳
中有升， 5G 手机渗透率将超 90%。

随着 5G 手机渗透率增加以及用
户对智能可穿戴设备、 智能物联网产
品等新型消费终端的关注度不断增
加， 将释放终端消费巨大潜力。

■杜峰

■沈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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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 ， “2021

世界移动大会·上海 ”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举办。 三天时间，

与会代表和参会者将
共同探讨 5G 技术和互
联互通如何引领全球
经济复苏。 作为 GSMA

回归线下的全球首秀，

这也展示了世界对中
国在 5G、 经济复苏和
数字化转型方面所取
得成绩的高度认可。

本届世界移动大会上 ， 电信的 5G ?络无

处不在。 图为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移动互联?部

员工正在测试优化 5G ?络。

摄影 王万隆

5G覆盖由广到精
支撑行业数字化发展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日前指
出 ， 2021 年将有序推进 5G

网络建设及应用， 加快主要城
市 5G 覆盖 ， 推进共建共享 ，

新建 5G 基站 60 ?个以上。

由此可见 ， 2021 年 5G

基站建设数量将不再是唯一重
点。 5G 网络更应由规模建设、

广泛覆盖向按需建设、 深度覆
盖推进， 紧贴不同场景需求，

构建高质量的 5G 网络， 有力
支撑 5G 和各行各业的数字化
发展的需求。

“覆盖网”转向“精品网”

当前， 我国 5G 已经初步形成引
领态势 。 在此基础上 ， 独立组网

（SA） 成为 5G 的新目标 。 国内三
大运营商均在加速向 5G SA 方向
演进 。

在坚持 5G SA 发展策略的指引
下 ， 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开启了共
建共享 ， 并且成绩斐然 。 中国电信
于 2020 年 11 月 ， 率先在全球宣布

5G SA 商用 。 截至目前 ， 中国电信
已建成超过 34 万个站点 ， 覆盖全
国 300 多个城市 ， 5G 套餐用户超

8000 万 。

中国移动方面 5G 建设同样突
出。 有公开报道显示， 中国移动已建
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SA 商用核心
网络， 可以支持 1 亿户的个人用户和

2000 万政企行业用户全部同时在线
使用。

毋庸置疑， 在 5G 新基建的加速
下， 中国面向 5G SA 商用， 2020 年
已具备可行性 ， 2021 年将会迎来独
立组网的商用元年 。 5G SA 网络与
各行业数字化发展协同也将不断深
化探索， 届时中国的 5G 网络建设也
将从 “覆盖网 ” 到 “精品网 ” 进行
转变。

掘金 5G to B

    当前， 在 5G 的加速下， 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快。 5G 商用一
年以来， 5G 行业应用已经部分落地。

举个例子， 舟山港是全球最大港
口 ， 也最早将 5G 技术引入生产系
统。 在 5G 远程操作下， 司机可在远
程舒适的办公环境里， 通过监控屏和
操作手柄完成轮胎吊的远程控制。

华菱湘钢的 5G 智慧钢铁项目运
用 “5G+智慧天车” 解决方案， 可在
远程操控椅上实时操作炼钢天车， 进
行卸车、 吊运、 装槽、 配合检修等作
业。 5G 使得远程操控精准高效。 据
悉 ， 远程半自动化操作能节约 23%

的人力成本， 远程监控、 一键启动、

自主运行可节省 20%的人力。

面临的挑战仍不小

虽然 5G 应用实现了小规模商
用， 5G 行业时代来临， 但是从目前
的发展情况来看， 仍面临诸多挑战。

以工业互联网为例 ， 近两年的

5G 行业级应用主要面向 eMBB 应用
场景 。 然而 ， 唯有引入 uRLLC 和

mMTC 等 5G SA 网络技术 ， 才能更
加应用场景需求。 并且， 未来 5G 切
片、 5G+MEC 等技术和方案将被广泛
应用于以电网、 钢铁、 水泥等为代表
的千行百业中， 使能其数字化转型。

随着 2021 年全国 5G 新基建的
进一步大规模铺开，5G 业务逐步向各
垂直行业延伸拓展 ，5G+各行业融合
应用场景也将全面打开。届时，垂直行
业的融合应用将呈现百花齐放的壮观
景象，相应的商业模式也将更加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5G 在垂直行业的
融合应用创新也面临不小挑战。 前几
代移动通信系统主要是满足“人”的通
信、上网、社交等需求，运营商与其它
垂直行业鲜有深入交流， 无法准确获
知各垂直行业的需求，这将对未来 5G

能否有效赋能垂直行业提出了考验。

■叶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