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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6 月
6日，工信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和中国广电颁发“第五代数字蜂
窝移动通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这意味着，我国正式发放了5G
商用牌照，进入5G商用元年。

重庆市民什么时候能用上5G手
机？当天，重庆移动发布消息称：重庆
移动将大力推进“5G+”计划，今年9月
底前将在重庆提供5G服务。到时，市
民可使用5G手机打电话、上网、玩游
戏。

据了解，与4G相比，5G具有高速
率、多连接、低时延的特性，是实现万物
互联、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
去年以来，按照国家和重庆的相关部
署，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
家基础电信企业，在重庆紧锣密鼓地进
行5G组网试验及5G商用的相关准备
工作。

作为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同时开展
全国首批5G规模组网试点的6个城市
之一，重庆目前已在江北区、两江新区、
万州区、涪陵区、渝中区、长寿区、武隆
区和南岸区等多地实现5G连片组网，
并大力开展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
网等跨行业创新应用。全市5G建设
走在了全国前列。

其中，重庆移动已在全市率先完
成 5G全业务承载（语音+数据），具
备了开通5G业务的基础。同时，还
实现了 5G网络对全市 38 个区县的
接通，为5G飞入寻常百姓家奠定了
基础。

据悉，获得5G商用牌照后，中国
移动将加快5G网络部署，打造全球规
模最大的 5G 精品网络，大力推进

“5G+”计划。今年9月底前，将在超过

40个城市提供5G服务。而重庆，就在
这40个城市之列。

在此之前，重庆移动已在5月15
日正式启动了重庆首批5G友好客户
招募。首批体验用户名单将于6月17
日出炉。在为期2个月的体验时间内，
这些用户将率先感受到5G手机带来
的高清视频通话、高清网络直播、零卡

顿手游电竞等业务，并能享受体验期内
话费全免的优惠。

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重庆移动除了面向市民提供5G服
务外，还将按照中国移动统一部署，进
一步在重庆推动5G规模试验，继续开
展5G业务示范试验网建设。重点围
绕移动远程医疗、云端机器人、智慧工

厂、智慧校园、智能电网和高清云游戏
等31个应用场景开展5G业务示范，使
重庆5G网络建设水平保持全国领先
位置。

另据了解，重庆电信、重庆联通
也打算尽快在重庆推出 5G 服务，
但目前，两家运营商尚未明确时间
表。

我国发放5G商用牌照

9月底前重庆市民将用上5G手机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市民想
用手机享受5G服务，必须换手机、换
卡、换号吗？6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运营商处获悉，用户将手中现有手机更
换为5G手机是必须的，但却不用换
卡、换号。

据了解，与4G时代相比，5G需要
用到更高的技术和频率。但目前，4G
手机无法满足这方面技术的需求，也无
法通过升级和更新来支持5G。因此，
市民必须使用5G手机才能享受5G服
务。

不过，与3G过渡到4G时手机用
户需换卡不同，市民不换卡、不换号就
可以体验5G高速上网以及语音业务，
省去了换卡的麻烦。

据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5G
要实现商用，必须是全业务的，即5G
网络既能够用于打电话又能够用于上
网。不过，由于5G是一张全数字网
络，要实现打电话功能，需要专门的新
技术支撑。目前，重庆移动通过努力，
首次在重庆实现了基于现网升级的5G
核心网、业务系统和5G手机的电话互

通，完成了5G终端与网络的优化适
配。因此，能够让用户在不换卡、不换
号的情况下就能够使用5G手机通话、
上网。

但在5G服务推出初期，更换5G
手机的费用却不低。

据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重庆移动已拿到了华为Mate20X、
OPPO Reno 5G 版、小米 Mix3 5G
版、VIVO NEX 5G 版、中兴 Ax-
on10 Pro、三星S10+5G版等多款首
次亮相的各大品牌5G旗舰机。该批

手机单台价值均在10000元左右，尚
未正式面向公众销售。

按照计划，重庆移动将参与“中
国移动5G终端先行者计划”，预计年
内推出超过 30款 5G手机和数据终
端，逐步推动5G手机等终端价格下
降。

据业内预测，到2019年年底，5G
手机价格可能降至5000元左右。到
2020年年底，部分5G手机的价格甚至
有望降至1000元左右。

在5G资费方面，目前运营商都还
没有透露方案。但有电信专家认为，
5G是一次技术上的升级，目的是为客
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通信资费的单价
肯定会降低。5G时代，流量价格有望
比4G时代更便宜，1G流量价格可能就
是1块钱或者5毛钱。

不用换卡换号就能玩5G手机
今年底，5G手机价格可能降至5000元左右

5G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随着我国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

进入5G商用元年，未来5G的应用场
景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关注。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5G应用之广
泛，可能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现在根本无
法准确预测其未来大部分的应用场景。

但据重庆日报记者从运营商处打
探到的情况来看，5G在超高清视频直
播、无人驾驶、远程驾驶、沉浸式体验
及智能化生产线等领域的应用，已在
重庆显示出了端倪。

5G商用元年，这些应用值得期
待——

5G催生沉浸式体验项目

过去，很多人都对VR游戏、视频
感兴趣，但在戴上VR眼镜后，通常都
会感到头晕眼花，不能尽兴地玩。如
今，5G的超高速率，很好地解决了这一
难题，已经在重庆催生了一些VR、AR
（增强现实）等沉浸式体验项目。

譬如，重庆移动推出了“5G技术长
江索道VR超感体验”项目。人们在平
地上戴上VR眼镜后，整个人如在空中
前行一般，可全方位无死角看到“两江
四岸”美景。

重庆联通正联合武隆景区，通过
“5G+无人机+VR直播体验”打造5G
智慧旅游。同时，还在沙坪坝歌乐山
部署5G实验网，运用VR技术与红岩
博物馆进行合作，创新开展“5G+VR+
红色教育”活动。

超高清视频直播想看就看

从3G时代起，移动视频就进入了
人们生活。不过，在3G时代，由于网
速较慢，人们看视频经常遭遇卡顿的
烦恼。4G时代，网速虽然较快，但也不
是想用就能用。

只有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移动
视频才是想用就用，又好用。

这是因为，与4G相比，5G具有更

高的带宽与速率，可以给人们带来流
畅的高清视频体验。

譬如：今年3月31日，2019重庆国
际马拉松赛（下称重马）在南滨路举
行。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
万余名马拉松选手比赛的盛况，通过
5G网络+电视直播技术，以及5G+VR
全景直播方式，呈现在全国观众面
前。无法加入到畅跑阵营的观众，通
过手机、巨幅LED屏或VR眼镜等，把
重马现场的每个角落和每个人的表情
都清晰地收入眼底，看到了不一样的
重马。

业内人士认为，超高清视频将成
为运营商等企业抢先布局的5G应用
领域。未来，人们还将持续欣赏到更
多5G超高清视频。

远程驾驶汽车成为现实

汽车在公路上驰骋，驾驶员却远

在数公里之外——在位于两江新区的
中国移动5G联合创新中心重庆开放
实验室，以往在科幻片里才能看到的
远程驾驶场景，如今已真实地出现在
我们身边。

据了解，这得益于重庆移动联合
长安汽车研发出的5G远程驾驶试验
系统，以及双方打造的用于远程驾驶
试验的车辆及道路。目前的试验情
况显示，在远程驾驶模式下，汽车无
论是转弯、加速、减速还是刹车，几乎
都能和远程驾驶试验台的操作保持
同步，与坐在汽车内驾驶车辆没什么
区别。

除了重庆移动，重庆电信也在推
动远程驾驶。据悉，重庆电信正联合
中国汽车研究院和大唐移动，共同推
动5G智能网联汽车项目。目前，三方
已完成在重庆仙桃数据谷和中国汽车
研究院园区内的5G智能网联汽车行

驶线路的综合设计，并于5月在重庆仙
桃数据谷开放道路开展了5G智能网
联汽车一阶段试点体验。

无人驾驶巴士投入测试使用

没有驾驶员、驾驶舱及方向盘，巴
士车却能依靠5G网络高可靠性和低
时延的特性，在车载激光雷达全方位
探测、车载计算机人工智能算法等新
技术支撑下，准确绕过障碍物，自动调
整前进速度……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移动了解
到，重庆第一台5G无人驾驶巴士正在
该公司内部试运行，标志着重庆无人
驾驶巴士已开始投入测试使用。

这是没有任何人工参与的真正
意义上的无人驾驶。这辆无人驾驶
巴士最多可容纳 12人，最大时速为
20 公里，为纯电动行驶，能实现无
人操作下的行人避让、完成车辆检
测、加减速、紧急停车、障碍绕行、变
道、自动按站停靠、转弯灯开闭等功
能。

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
无人驾驶技术是重庆移动联合华为公
司、东南大学先进车辆与新能源汽车
实验室、法国Easy Mile 联合研发
的。在重庆移动内部测试成功以后，
该技术后续会应用于礼嘉5G智慧城
无人定制公交场景。

智能仓储机器人可能取
代搬运工人

随着5G技术的发展，未来在厂区
及物流行业，大量的工人可能被智能
仓储AGV（移动机器人）取代。

中国移动5G联合创新中心重庆
开放实验室，正在进行基于5G网络的
智能仓储AGV重要实验。实验中的
智能仓储AGV，可广泛应用于零售、物
流行业及港口码头的智能仓储管理，
代替工人从事收货及货物的分拣、入
库、搬运、出库等工作。

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
利用5G的海量连接能力和高可靠性，
每万平方米网络有望接入1万台智能
仓储AGV，并能使智能仓储AGV的
可靠性高达99.999%。

5G商用元年 哪些应用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为隆重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
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近日印
发通知，部署在全国中小学组织开展

“我爱祖国，同唱国歌”活动。
通知指出，“我爱祖国，同唱国歌”

活动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
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组织同唱国歌和爱
国歌曲，在各地中小学唱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营造礼赞新中
国、奋进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
广大青少年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通知指出，活动从5月底开始至
10月底结束，包括组织学唱国歌、校
园歌唱比赛、创作同唱国歌和爱国歌
曲视频作品、优秀作品评选展播等环
节。各地中小学要组织学生学好唱好
国歌，推动升国旗、唱国歌规范化仪式
化。活动将在央视网设立专门网页，
开展优秀视频作品网络评选，评选出
的优秀作品将在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
台以及各类网络平台、社会媒介展示
播放。

全国中小学将开展“我爱祖国，同唱国歌”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记
者 安蓓）积极推进 5G手机商业应
用，大幅降低新能源汽车成本，严禁各
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各地不得对
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三部门6日发布一系列鼓
励消费政策，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
产品等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商
务部近日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
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2019-2020年）》。方案指出，严禁各
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已实施汽车
限购的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交通拥堵、
污染治理、交通需求管控效果，加快由
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结合路段拥堵
情况合理设置拥堵区域，研究探索拥堵
区域内外车辆分类使用政策，原则上对

拥堵区域外不予限购。
方案强调，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

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
消。鼓励地方对无车家庭购置首辆
家用新能源汽车给予支持。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在停车费等方面给予新
能源汽车优惠，探索设立零排放区试
点。

方案明确，巩固产业升级势头，不
断优化市场供给，加快提升新能源汽车
竞争优势，创新发展智能汽车；着力推
动绿色智能家电创新，积极推进5G手
机商业应用。增强市场消费活力，积极
推动更新消费，着力破除限制汽车消费
的市场壁垒，加快老旧汽车淘汰和城市
公共领域用车更新，积极推动农村车辆
消费升级；深入开展家电和消费电子更
新换代。

三部门出台政策

推动汽车、家电等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6月6日，在解放碑重庆移动5G智慧生活馆，市民正在体验5G手机。 记者 罗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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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春 6 月 6 日电 （记
者 薛钦峰）走进吉林省公主岭市玻璃
城子镇重兴村，村路旁绿树成荫，干净
整洁，这里便是抗日英雄马占山的出生
地。村头的水泥路边立着一块石碑，记
载着马占山的生平事迹。

马占山，1885年生于吉林怀德。
1907年，马占山入奉军第六骑兵旅，因
作战勇敢，于1929年被张学良任命为
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1930年任黑河
警备司令。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占山临危受
命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
挥。他说：“我马占山到省，不是坐享其
成，混日子来了。守土有责是本人的天
职，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马占山定为
国家争国格，为民族争人格，必与日本
一拼。”

日军打算通过嫩江大桥向北进犯
当时的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而占领
全省。为防止敌军通过大桥，马占山派
驻军烧毁嫩江大桥桥面并毁坏3个桥
孔。日军在飞机、大炮和装甲的掩护
下，出动4000多人，向嫩江大桥发起进
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江桥战役正式
打响。

中国军队在嫩江大桥及其附近与日
军展开殊死拼杀。马占山调兵遣将，亲
临前线指挥，击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
这次战斗，日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
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受到的首次重挫。

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击日本侵

略的第一枪，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
情。马占山将军“为国家争国格，为民
族争人格”的精神，奋起抵抗并重创入
侵之敌的壮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抗日
运动的高涨。

全国抗战爆发后，马占山任东北挺
进军总司令，组建骑兵劲旅，鏖战西北
疆场，与日军苦战。在西北疆场，马占
山率领的东北挺进军始终与八路军协
同作战。挺进军的有效坚守和伺机主
动出击，使敌人始终未能渡过黄河一
步，为保卫大西北和陕甘宁做出了巨大
贡献。

抗战胜利后，马占山反对内战，身
居北平，称病迟迟不赴东北就任东北保
安副司令长官之职。1948年，马占山
拖着病躯积极奔走，与邓宝珊将军等
人，力促傅作义及其部下接受中国共产
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并宣布起义，为
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
北京，终年65岁。

马占山：为国家争国格，为民族争人格

马
占
山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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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

新
华
社
发

亲爱的孩子，迎着初升的朝阳，
你将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千万名考生
一道，走进考场去作答这份不凡的
考卷。此刻，我给你加油，为你祝
福。我知道，你满怀憧憬，因为未来
人生的长卷正徐徐铺展；我也知道，
你心怀紧张，因为要踏上一个没有
硝烟的“战场”。

在“一考定终身”的年代，“知识
改变命运”被浓缩成了“高考改变命
运”，这句话被说了许多年，以至于

“高考”近乎“命运”的代名词。然
而，仅凭一场考试便定义人生的时
代已渐行渐远。真正能够改变命运
的，不是一场考试、几张试卷，而永
远是眼里有希望、心中有未来。因
此，我更愿意把这场考试看作你解
锁人生的成人礼，我对你最真诚的
寄语就是相信未来，希望礼成之际，
能从你的目光中读到自信与笃定。

相信未来，就是相信不屈不挠
的努力。人生路有千万条，但唯有
昂起头、迈开步，下一站才会更精

彩。不妨列举出你心目中的成功
者，他可以是科技巨擘、商界巨子，
抑或体坛健儿、演艺明星，试着探寻
一下他们成功的秘籍，恐怕写满了
奋斗、努力、拼搏。是的，唯有将明
天的希望付诸今天的努力，汗水酿
成的甘露才会在下一站等你。

目送你步入考场的岂止是父母
期许的眼神，更是斯土斯民对下一
代人的瞩望。离开父母羽翼庇护单
飞的你，是成为搏击风雷雨电的海
燕，还是躲藏在悬崖底下的企鹅，一
切都在一念之间——人生之路绝非
彩虹铺就，理想之舟难免遇到惊涛
骇浪，你有没有向困难进军的勇气？

今天，年轻的你，寄托着家庭的
希望；年轻的你们，肩负着国家的未
来。坐在考场的你，要用十余年负
笈的心血完成学业的答卷；走出考
场的你，将用青春的热情去书写时
代的答卷——以理想信念为笔、以
汗水热血为墨、以祖国山河为纸，尽
情挥洒吧！你怎样，未来就怎样。

再过二三十年，当未来已来，回
望2019年的夏天，希望你能由衷地
说：那场大考教会了我——相信未
来。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相 信 未 来
——致2019高考生

新华社记者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