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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铭阳

松花江水载八方风情，数字经济聚
四海宾朋。8月 10日，在悠扬的琴声中，
音乐之都哈尔滨迎来了一场国际盛宴，
2022世界5G大会如期而至，艺术与科技
在这里相得益彰。

从2019年5G商用发放牌照三年来，
5G作为新基建的领头羊和自主创新的
排头兵，在技术、网络、产业应用等方面
实现全面领先，在带动数字经济发展支
撑疫情防控、引领技术产业创新方面发
挥了核心驱动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

在此大背景下，黑龙江主办世界 5G
大会，充分展示了拥抱 5G、拥抱数字经
济的决心。恰如日本第五代移动通信推
进论坛主席田進所说，5G技术凭借其巨

大潜力和内在影响，在世界每个地区稳
步发展。分享交流有关5G的专业知识、
经验和新发现，对进一步加快5G网络在
各个领域包括在垂直领域的顺利部署至
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筑 5G生
态，促共创共利”为主题的 2022世界 5G
大会恰逢其时，引人注目。

自今年 3月，《黑龙江省“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发布以来，发展数字经
济热潮不断：5月，与华为、中兴等 6家头
部企业签约，打响黑龙江数字经济招商
引资“第一枪”；6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
论坛上,一场黑龙江数字经济发展高峰论
坛吸引无数大咖纷纷献策；7月,2022全
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数字经济产业专
题活动上再度发出邀请——欢迎企业家
来解析龙江数字经济的密码；8月，再迎
盛况，20余位院士专家齐聚，展开头脑风

暴，借助大会国际化平台的强大影响力、
号召力，链接5G核心资源赋能龙江数字
经济发展。

在开幕式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沈竹林表
达了对黑龙江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高度
关注，“黑龙江可以在改造升级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上充
分借助 5G 的力量，希望以此次大会为
平台，集聚智慧，凝聚共识，深化东北老
工业基地合作，共同谱写 5G 发展新篇
章。”

随着“5G十大应用案例”的公布，主
论坛拉开了序幕。

“未来，中国电信将在龙江这片 5G
创新发展的黑土地上，加大投入和应用
的推广，赋能数字龙江的建设。我们将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云网融合为基础，

以应用为驱动，不断拓展AI智能、安全可
靠、绿色低碳的5G新生态。”中国电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瑞文率先表达了投
资黑龙江的意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杰也表示，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粮
食生产基地、老工业基地和能源基地，
也是能量信息融合创新的数字沃土。
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指导下，
中国移动联合产业伙伴已经打造了建
三江 5G无人农场等多个标杆应用。下
一步将携手社会各界加速 5G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民生领
域，为实现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
入澎湃的动能。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烈宏在现场分享了中国一重数字
工厂、大国粮仓数字农场等应用案例，并

表示，近年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数字经济，大力发展以5G为代表的数
字技术，数字经济新动能正在黑龙江快
速积聚。中国联通愿携手各方，在黑龙
江这片充满活力、无限可能的土地上，深
化5G务实合作，共创繁荣发展的数字经
济新时代。

“中国铁塔与黑龙江省林草局合作
共同打造的全省森林防火预警指挥平
台，实现了全域多维一体化监控预警、指
挥调度、闭环管理，在森林防火、病虫害
防御、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志勇说，面向未来，中国铁塔将使更多的

“社会塔”成为“通信塔”，更多的“通信
塔”成为“数字塔”，筑牢 5G 底座，共筑
5G生态，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数字经
济、5G应用作出贡献。

在思想碰撞中启迪智慧，在深化合
作中收获成果。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杰成，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奇安信集团
董事长齐向东，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世荣先后结合我
省实际，从油田、农业、矿山等领域进行
了分享，为5G赋能千行百业在我省落地
生根提出了中肯建议。

我国 5G发展已进入关键期，黑龙江
是传统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5G是充
满活力的创新引擎。在黑龙江这片沃土
上，我们期待“老基地”+“新引擎”碰撞出
新的火花，孕育出5G作物。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黑龙江诚邀
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遨游数字经济新蓝
海，探索更多未知新领域。

共游数字经济
来自2022世界5G大会开幕式和主论坛的报道

G时关注

□本报记者 吴玉玺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创
新突破，正在引发经济社会的全方位
变革。”在 2022 世界 5G 大会主论坛
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杰表示，随着信息成为推动文明
进步的主导因素，连接、算力、能力正
成为当今时代的新型生产力，推动能
量和信息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加速融合，不断引领和创造新
的需求。

杨杰介绍，中国移动明确了世界
一流信息服务科技创新公司的定位，
制定实施了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的
战略，全面发力建设两个“新型”——
系统打造以 5G、算力网络、智慧中台
为重点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创新构
建“连接+算力+能力”的新型信息服
务体系，主动开展前瞻业务布局，推
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治理方
式等数字化转型。

“大力发展 5G是中国移动推进
两个新型的关键基础，也是赋能经济
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杨杰介
绍，三年来，中国移动在5G发展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在网络建设方面建
成了全球最大的 5G网络，累计开通

5G基站已经超过100万个，占到全球
基站总数的 30%以上。在技术创新
方面持续引领 5G标准制定，加快 5G
向网络智能化、天地一体化、通感一
体化演进。在应用拓展方面，发展
5G套餐客户已经突破 5亿，推出 5G
消息、5G新通话、云游戏等多项特色
业务。依托 5G专网行业平台，推动
智慧农业、智慧工厂、智慧城市等信
息化解决方案，从样板间向商品房的
加速转变。

杨杰表示，龙江是我国重要的
粮食生产基地、老工业基地和能源
基地，也是能量信息融合创新的数
字沃土。中国移动联合产业伙伴已
经打造了建三江 5G无人农场、一重
集团 5G 智慧工厂等多个标杆应
用。下一步我们将携手社会各界，
加速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
入经济、社会、民生领域，为实现龙
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澎湃
的动能。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杰

龙江是5G技术应用的数字沃土

□本报记者 付宇

“当前，5G已成为推动全球数字
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 2022世界
5G大会主论坛上，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烈宏用一

组数据展示了 5G 带来的发展新变
革。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有86个国
家和地区，部署了220多张5G商用网
络，5G用户数超过 7.4亿，其中中国
5G基站数已经超过 185万个，5G移
动电话数超过 4.5亿个，5G应用覆盖
了国民经济 40个大类。5G商用 3年
来，不仅在稳投资、强产业、促消费、
惠民生、助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更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
能，带动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新的变
革。

刘烈宏表示，对于广大消费者来
说，5G 带来了品质升级的新体验。
由于5G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的特
性，为消费者带来了速率更快、可靠
性更高、连接场景更多的体验。短视
频业务有了爆发式增长，目前中国 9
亿短视频用户，每天刷短视频的时长
超过了1.5小时。而驱动流量爆发增
长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运营商提
供了高性价比的服务。

他举例说，联通为中国一众集
团建设数字工厂，实现了车间高清
视频监控、环境数据采集、车间设备
联网的统一管控，降低了因生产数
据错误造成的返工达到 40%以上，
提升了综合作业效率近 20%。又比
如中国联通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打
造的大国粮仓 5G 数字农场，将 5G
等数字技术贯穿了耕、种、管、收全
环节，解决了黑土地保护两种繁育
及精准种植等问题，实现了节水
20%，每亩增收 200 元以上。5G 已
经释放出赋能产业变革的巨大潜
力，5G应用扬帆起航的局面正在蓬
勃兴起。

“近年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数字经济，大力发展以 5G为
代表的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新动能正
在黑龙江快速积聚。中国联通愿携
手各方，在黑龙江这片充满活力、无
限可能的土地上，深化5G务实合作，
共创繁荣发展的数字经济新时代。”
刘烈宏说。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烈宏

数字经济新动能在龙江快速积聚

□本报见习记者 陈思雨

“2022年是中国广电扬帆起航，
守正创新之年。中国广电作为 5G
移动领域的新晋运营商，今年正式
开网运营，向社会提供 5G服务。”在

2022世界 5G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广
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
起柱表示，今年 9 月底将全面完成
4G/5G 终端对广电网络适配。

宋起柱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广
电和中国移动已共建共享 5G基站
85万座，与电信联通全面实现了互
联互通。

中国广电将着力实施圆心计
划，主抓四个坚持，创新发展共创共
力。一是坚持客户圆心：塑造全新
品牌，打造优质服务体系。广电 5G
将在全新品牌的引领下构筑高质量
创新发展，打造全渠道、全触点的营
销服务体系。二是坚持网络强基：
实施创新驱动，端到端建设智慧
ICT网络。构建数字中心，云计算、
大数据一体的新型算脑网络，为 5G
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业务体验。三是
坚持内容特色：发挥行业优势，构建
新内容，铸造新服务。中国广电创
新发展高新视频领域，推动内容品

质化。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
用，打造4k、8k沉浸视频、互动视频、
AR、VR、MR视频、云游戏等高清视
频内容。四是坚持 5G生态发展：智
慧广电网络，赋能千行百业。中国
广电始终牢牢把握数字中国、文化
数字化等国家重大战略机遇，充分
利用内容差异化优势打造一批智慧
政务、智慧文旅、智慧教育、应急广
播、平安城市等典型行业应用，特别
是为黑龙江打造了哈尔滨政务云、
智慧城市等多样工程。

据宋起柱透露，目前已有127款
手机支持中国广电网络，95%的新入
网手机也可以支持。除了手机，还
覆盖可穿戴设备、平板等。

宋起柱表示，未来中国广电将
进一步发挥广电 5G的网络优势，重
点聚焦电力矿山、海事港口、农林
交通、应急等领域打造可复制的商
业标杆，打造创新融合发展的新业
态。

□本报记者 徐佳倩

“通信基础设施是5G产业发展的
基础，是底座和基石，也是5G生态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5G大会主论
坛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志勇郑重分享道，作为信息通信基
础设施综合服务商，中国铁塔通过统
筹资源、统一建设、深化共享等举措，
全力支撑5G建设发展。

据张志勇介绍，截至目前，中国
铁塔已累计承建 5G基站 158万个，
占全球一半以上（约 53%）。重点场
所室内覆盖面积超过 60亿平方米，
其中97%的5G站址通过共享存量资
源来实现，这不仅加快了网络部署，
也大大降低了建网成本，助力我国
5G达到全球领先。

在当前各地实践中，我国总结出
“政府主导、铁塔统筹、行业协同、社会
支持、共建共享”的 5G建设新模式。
张志勇说：“通过这种新模式来加强
5G深度覆盖，成效非常显著。比如黑
龙江省将沿边沿线网络覆盖作为今年
通信建设的‘一号工程’，规划建设站
址840多个，实现对10个口岸城市的
5G覆盖，目前项目扎实推进中。”

“中国铁塔有全国最多的铁塔

规模，遍布全国各地，这些通信塔上
有5G、下有光缆，中间有机房和不间
断的电力供应，形成了独一无二的
资源禀赋。”张志勇说，中国铁塔还
发挥自己独有的资源禀赋和专业化
运营优势，扩大受益面。通过“铁
塔+5G+AI”，和运营商一起为 40多
个行业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

“智慧脑”，在210万座塔中已有超过
20 万座的“通信塔”变成了“数字
塔”。其中，中国铁塔与黑龙江省林
草局合作共同打造的全省森林防火
预警指挥平台，实现了全域多维一
体化监控预警、指挥调度、闭环管
理，在森林防火、病虫害防御、野生
动物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志勇表示，面向未来，中国铁
塔将使更多的“社会塔”成为“通信
塔”，更多的“通信塔”成为“数字
塔”，筑牢 5G底座，共筑 5G生态，为
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数字经济、5G
应用作出贡献。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起柱

9月底完成4G/5G终端网络适配

G客访谈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未来，中国电信将在龙江这片
5G创新发展的黑土地上，加大投入和
应用的推广，赋能数字龙江的建设。

我们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云网融
合为基础，以应用为驱动，不断拓展
AI智能、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的5G新
生态。”在 2022 世界 5G 大会主论坛
上，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
瑞文表达着未来在龙江的发展计划。

柯瑞文表示，三年来，中国电信积
极推进5G在网络建设、技术、运营、应
用等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向全球通信行业贡献了中国运营商的
方案。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共建共
享，建成了全球首张规模最大、网速最
快的共建共享网络，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双方累计节约投资
2400亿元，每年节约运行成本超过200
亿元，节电超过100亿度，降低碳排放
600万吨以上。针对共建共享网络中
资源公平使用和高效调动的难题，中
国电信率先将区块链技术引入5G共
建共享网络的运营调度，建成了跨运
营商的联盟链，全面提升共维共治的

效率。在实体经济和民生服务领域创
新推出5G的应用方案，全面覆盖了扬
帆行动的 15个重点行业。累计打造
5G定制网项目超过3000多个，5G行
业应用项目近9000个，并形成了智慧
矿山、智慧工厂、智慧城市、智慧医疗
等一系列的典型应用。

针对未来的发展，柯瑞文说，要
共创 5G应用的生态，为千行百业赋
能，不断提升 5G解决方案的交付能
力，实现 5G应用的规模发展。共创
5G AI的智能生态，在AI应用上与应
用服务提供商集成商深度合作，共同
促进5G AI能力的融合，提升社会治
理和企业运作的智能化水平。共创
5G的安全生态，建立国家级的 5G安
全接入标准体系，并开展最佳的实践
工程，在公众应用领域与安全厂家、
应用服务提供商共建可信应用服务
及认证的平台，实现个人及应用的数
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瑞文

在5G创新发展的黑土地上加大投入

□本报记者 吴玉玺

“一般来说，每一代移动通信技
术发展的周期大约为 10年，那么在
6G到来之前，还有很长的时间来推

动 5G继续向前发展。”在 2022世界
5G大会主论坛上，高通公司中国区
研发负责人徐晧围绕 5G演进的方
向进行了展望。

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经有 200
多家运营商部署了5G商用网络，超
过280家运营商正在规划部署5G网
络。预计到2023年，全球5G连接数
将超过 10 亿以上。同时，预计从
2020年到2025年，5G手机的出货量
将超过 50亿。“毋庸置疑，无论是从
技术还是商用的角度来说，5G都是
非常成功的。”徐晧说。

徐晧表示，目前 5G 和 AI 之间
的交互和融合是技术发展的大势所
趋。5G和AI都被认为是能够影响
到各行各业、非常核心的基础技
术。谈到 5G，有三个特点：高速率，
高可靠性和低时延，海量互联。而
AI也正是基于5G的这些特点，实现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徐晧认为，AI要得到广泛的应
用，需要将其很好地拓展到终端上
实现。这些应用场景包括手机、自
动驾驶、VR/XR 眼镜、机器人等。
通过 5G把云和终端有效地连接起
来，能够为这种终端侧的AI智能化
提供非常好的框架。

“5G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
通信手段，而是一项能够推动各行各
业数字化转型的非常核心的技术，赋
能包括交通、智能制造、工业、零售、
能源，以及各类垂直领域的应用。”徐
晧表示，到了5G、6G时代，我们可以
通过这些通信手段，打造出一个数字
世界，从而支持更多数字领域的优
化，比如数字孪生、虚拟世界等等。
实体世界、数字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
合，可以为界面交互带来全新机遇，
提供全新的人机界面。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郭俊
峰摄

高通公司中国区研发负责人徐晧

5G和AI交互融合是大势所趋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勇

筑牢5G底座 筑好5G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