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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关于5G，市场热度再次升
温。

8月16日，首批在重庆市内面向
公 众 销 售 的 5G 手 机 —— 华 为
MATE 20X 5G版手机，在全市
40家移动营业厅和国美、苏宁等卖场
正式开售。

与此同时，重庆移动推出短期5G
免费体验方案：购买5G手机的重庆
移动客户，可免费获得移动5G体验
包，体验用5G手机打电话、5G高清视
频通话、5G高清网络直播及5G零卡
顿手游电竞等业务，感受5G速度。

5G体验业务面向市民开启，仅仅
是重庆5G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8年智博会期间，5G应用互
动展示就十分亮眼，吸引了广大市民
驻足体验。一年来，重庆积极推动5G
发展，在交通、旅游、医疗、AR/VR（增
强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超高清
视频等多个领域开展应用探索，打造
了一系列5G应用示范场景。

5G应用
示范场景“多点开花”

最先进入市民生活的5G应用，
是5G+VR沉浸式体验项目和5G超
高清视频直播。

今年3月 31日，2019重庆国际
马拉松赛（下称重马）在南滨路鸣枪
开跑。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3万余名马拉松选手参赛，比赛盛
况通过 5G 网络+电视直播技术及
5G+VR全景直播方式，呈现在全国
观众面前。

这是在重庆首次采用5G技术直
播的一场商业赛事。比赛中，重庆移
动、重庆联通和重庆电信纷纷拿出自
己的5G技术，让在网络上观看直播
的观众戴上VR眼镜就能将参赛选手
冲刺终点的360度全景尽收眼底，身
临其境感受重马的魅力。直播全过
程，画面一直非常流畅、清晰。

7月，重庆移动联合市客运索道
有限公司打造的长江索道5G+VR超
感体验项目，正式投入运行。鳞次栉
比的居民楼、轨道公路两用的东水门
大桥、奔流不息的长江……人们在长
江索道超感体验厅内戴上VR眼镜
后，便可以跟随着索道轿厢“飞渡长
江”，在空中欣赏“两江四岸”的美景。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5G应用正

悄然向我们走来。
譬如，重庆电信携手中国汽研、大

唐移动，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内开展
了开放道路上的5G远程驾驶试验。
目前的试验表明：远程驾驶时，汽车无
论是转弯、加速、减速、刹车还是避让
行人和车辆，几乎都能和远程驾驶试
验台的操作保持同步。

重庆联通与武隆景区联手，通过
“5G+无人机+VR直播体验”，以5G
大宽带、高速率、低时延特性助力VR
实时技术发展。人们足不出户也能真
切感受武隆诸多景点的磅礴气势。

重庆联通还联合一家大型医院，
于今年4月成功实现了基于5G技术
的远程心脏手术。据了解，这是我国
西部首例5G+智慧医疗项目。

重庆移动则联合华为、东南大学先
进车辆与新能源汽车实验室、法国
Easy Mile，打造了重庆第一辆5G无
人驾驶巴士。目前，这辆巴士正在重庆
移动内部进行测试，并已实现没有任何
人工参与的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

“2018年以来，重庆积极在无人
驾驶、远程驾驶、智慧旅游、超高清视
频应用、医疗、安防、环保和AR/VR等
诸多领域开展了应用示范，取得了初步
成效。” 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下
称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网络建设
目前建成3550个5G基站

重庆5G应用示范“多点开花”，
得益于5G网络建设的稳步推进。

从2018年初开始，重庆积极争取
各方支持，成功进入国家首批5G规
模组网示范试点城市之列，并成为西
部地区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同时开展
5G示范及试点项目建设的两个城市
之一。

在此基础上，相关政府部门积极
组织电信企业建设5G网络，并重点
围绕全市主要商业核心区、重要交通
枢纽、重要文化旅游景点和重点高校
打造5G网络示范区。

由于5G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
本高（大约是4G的2-3倍），重庆要快
速推进5G网络建设并非易事。

针对这种情况，肩负统筹重庆通
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使命的重庆铁塔
公司，按照市里部署，充分利用已有社
会资源，创新采用“宏微结合、室内外

协同”的综合解决方案，助力运营商降
低5G基站建设运营成本。

比如，在核心商圈，重庆铁塔公司
利用监控杆、灯杆等社会资源进行5G
基站建设，既节约资源又节约建设成
本。在滨江路和普通商圈，考虑到5G
基站密集组网的情况，采用集中供电
方式为5G基站供电，既为5G基站提
供了稳定的用电保障，又降低了5G
基站电力能耗。

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并开通5G
基站3550个，在渝中区、南岸区、两江
新区、万州区、涪陵区、长寿区和武隆
区等地实现了连片规模组网。这为
5G在重庆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网络
支撑。

其中，重庆电信在渝中区解放碑、
渝北区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两江新区
礼嘉、长寿工业园、万州区高笋塘等地
实现了5G连续覆盖，并打造了中山
四路环线、星光五路环线等精品示范
网；重庆移动已实现观音桥等商圈、洪
崖洞及长江索道等知名景点、重庆西
站和部分轨道交通等沿线的 5G覆
盖；重庆联通完成了南滨路、照母山周
边地区5G连续覆盖，以及武隆仙女
山、云阳龙缸、黔江濯水古镇、合川钓
鱼城及两江游等景区覆盖。

按照计划，重庆力争在2019年底
建成1万个5G基站，并用3年时间基本
实现全市主要核心区域5G网络覆盖。

重庆铁塔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
为加快建设5G基站，该公司已参与
到政府编制城乡建设规划及国土空间
利用规划工作中，将5G网络建设所
需的资源及建设形态提前规划进入各
个新建地块中，以便在小区居民入住
之前就将5G基站建成。

政策助力
5G加快融入市民生活

5G全称为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
被认为是实现万物互联、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的关键技术。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5G
发展，将5G作为重庆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
性、先导性、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并
从政策方面进行保障。

2018年以来，我市推动出台了
《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关于推进5G通信
网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意
见》）和《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方案(2019—2022年)》（下称《方案》）
等一系列文件，形成了5G网络建设
和应用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其中，《意见》明确，全面推进社会
公共杆塔资源开放，有效推动“通信
塔”与“社会塔”深入共建和开放共享，
保障5G通信网建设通行权，支持5G
基站规模部署。到2020年，全市5G
基站站址将达到6万座（含宏基站、
微/皮基站）。这为全市5G规模化商
用与应用推广铺平了道路。

《方案》提出，推动5G规模化商
用基站建设，实施一批智能化应用示
范项目，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在政务、教
育、医疗、交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这
又为5G在全市的应用指明了方向。

“正是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重庆5G网络建设和应用均得以快速
推动，发展前景良好。”市大数据发展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市大数据发展局将按照
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依托相关政
策，推动5G逐步在全市实现广泛应用。

目前，该局正在积极谋划“5G+
新型智慧城市”的创新应用发展，拟
以增强移动宽带（eMBB）、海量机器
通信（mMTC）和超高可靠低时延通
信（uRLLC）三大类5G应用场景需求
为切入点，全力推动5G在农业、制
造、物流、教育、旅游、交通、医疗、安
防和环保等众多领域的融合应用，助
力5G进一步融入重庆产业发展和市
民生活。

在5G商用前夕，市大数据发展
局正在联合运营商、相关企业和科研
院所，积极推动筹建5G应用发展联
盟。未来，该联盟将成为重庆5G行
业研究、产业统计、咨询服务、展示展
览、供需对接、人才培训、招商及落地
服务的重要窗口。

此外，市大数据发展局等部门推
动建设的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
通道有望于今年第三季度正式开通。
届时，5G+中新国际数据通道的低时
延高可靠通信、增强型移动宽带、低功
耗大连接等特点，将推动中新双方开
展远程影像、远程手术等应用示范，拓
展市民的海外就医新渠道。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过
去，大量的仪表仪表和设备监控数
据，需要人工现场抄录，并进行复杂
耗时的计算，效率较低；如今，利用
一种名为“智眼”的技术，则可转变
为自动采集数据，节约了时间和人
力，也减少了出错率。8月21日，记
者从重庆锦禹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锦禹云）获悉，其研发的人工
智能技术产品锦禹“智眼”将在今年
智博会上首次亮相。

锦禹云CTO（首席技术官）余长
江称，“智眼”产品基于边缘智能计
算，可以帮助系统自动识别仪器仪表

数据，实现数据的实时流动和功能的
无缝集成。截至目前，“智眼”已在重
庆、上海、内蒙古、浙江等地的电力、
民政、市政等公共服务及生产制造行
业进行了试点示范应用。

他介绍，以锦禹“智眼”在民政行
业的应用为例，我市一线作业部门运
用相关产品，可以为现场作业监控、
巡检、运行监测等提供服务。“智眼”
产品还应用于沿海电力行业，在表计
数据识别、架空线路智能巡检、网络
拓扑智能识别等领域的数据分析效
率平均提升了50%，提升了供电服
务效率。

■渝企“智眼”首次亮相智博会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本届智
博会上，市民可到国博中心S4区长
寿馆打望“黑科技”机器人。8月21
日，记者从长寿区获悉，长寿馆此次
将展出辖区内多家机器人企业的产
品，一批懂得迎宾、消防和书法的多
功能机器人将现场“炫技”。

此次长寿馆由工业互联网展区、
智能家居展区、新一代信息技术展区
等组成。长寿高新区参展负责人介
绍，此次辖区内多家机器人企业都将
展出其最新“黑科技”。比如迪比（重
庆）智能科技研究院公司自主研发的
智能迎宾机器人，拥有高度仿人的五

官特征，实现面部动作控制，具有智
能语音对话功能，可应用到酒店、服
务大厅等众多迎宾场景中；另一款智
能书法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工高效完
成书写、绘图类工作的人形机械臂，
可广泛应用于机器人科研教学、科普
展览和广告设计等领域；一款消防机
器人，可以辅助消防员参与灭火，有
效提高救援安全系数。

此外，长寿馆还将展出一批智能
门禁、智能烟感等家居产品，以及新
款纯电动汽车、北斗高精度位置应用
云平台等，让观众体验“智慧生活”乐
趣。

■长寿馆机器人会迎宾还能写书法

2019智博会长寿馆现场。 （长寿区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崔曜）你听说
过“楼盘字典”吗？它是将某区域（城
市）的楼盘及周边配套信息进行“数
字化”，汇总形成地产大数据平台。
8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贝壳
找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将携“楼盘
字典”亮相2019智博会。

在本届智博会上亮相的“楼盘字
典”，涵盖重庆700多万套房屋及周

边教育、交通、配套设施等的数字化
信息。并且，通过VR（虚拟现实技
术）系统实现了可视化，市民戴上VR
眼镜，可获得“沉浸式”的看房体验。

据了解，“楼盘字典”已成为国内
覆盖面最广的房屋信息数据库之
一。截至2019年7月，“楼盘字典”
涵盖全国325个城市共1.94亿套房
屋的信息。

■重庆700多万套房屋
“楼盘字典”可看房体验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智博
会期间，远道而来的嘉宾及游客们在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附近可吃什么，玩
什么，住哪里？8月21日，由渝北区
商务委、渝北区文旅委共同打造的微
信小程序“渝北消费”正式上线，该小
程序定位为公益性质，除汇集了渝北
区餐饮、住宿、商圈、休闲、旅游等众
多信息外，还将推出“智博会周边美
食住宿打卡攻略”，以方便参展的市
民及外地客人。

据了解，“渝北消费”微信小程序
整合了渝北区线下具有实体店铺的
餐饮、住宿、购物、娱乐、乡村旅游和

节会等商家服务信息，设置了渝北风
采、餐饮、住宿、商圈、休闲、旅游、节
会、特产等8个栏目，目前已有1021
个商家入驻。“渝北消费”小程序对符
合相关标准和条件的渝北区内餐饮
企业、酒店、景区、农家乐实行免费入
驻，但一旦入驻商家出现违规行为，
经查证属实后将通过退出制度退出
该平台。

目前，渝北区已在江北国际机场
和重庆国际博览中心设置了宣传位，
市民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添加“渝北消
费”小程序。此外，市民在微信小程
序中查询“重庆渝北消费”也可添加。

■“渝北消费”微信小程序上线
将推出智博会期间吃住行攻略

智博会·动态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26日—29日，2019智博会将在重
庆国博中心举行，市民可乘坐轨道交通前往。8月21日，轨道集团发
布了轨道交通换乘路径。

轨道集团提醒
目前，我市轨道交通除4

号线一期（民安大道-唐家
沱）运营时间为 7:30—20:30
外，其余线路运营时间均为
6:30—22:30。如遇大客流情
况，车站可能采取限流措施，
请各位乘客听从车站工作人
员指挥。

去逛智博会
这样换乘轨道交通

乘坐6号线或国博
线较为方便的市民，可
选择由6号线或国博线
抵达国博中心站，从1号、
4号口出站，步行约300
米到达国博中心展馆。

从机场、火车站附
近前往国博中心的市
民，可选择乘坐10号线，
在悦来站下车，从1号口
出站，步行约300米到达
国博中心北入口。

6号线
市民可乘坐5号线

至园博中心站，从 3 号
口出站，步行至公交接
驳点，乘坐公交专线到
达国博中心广场。

乘 坐 3 号 线 的 市
民，也可以在园博园站
下车，从2号口出站，步
行至公交接驳点，乘坐
公交专线到达国博中心
广场。

力争年底建成1万个5G基站 应用示范场景“多点开花”

重庆5G发展按下“加速键”
本报记者 黄光红

▲8月15日，在重庆联通5G·Ai+应用展示厅，
基于5G网络，采用MR混合现实技术展示了一个立
体的、可翻转移动的心脏在医疗教学方面的应用。

▲8月15日，在中国电信重庆公司，体验者头戴VR设备，观看解放碑的实时全景。在未来，5GVR将会在
智慧旅游、远程教育、远程会议等多领域应用。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张锦辉摄）

▲8 月 14 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重庆移动
“5G巡洋舰”停靠在此。这是全市首辆大型5G应用
开放体验展示车，市民可零距离感受5G在教育、旅
游、工业、娱乐领域的广泛应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实
习生 袁凯）“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
干劲，为智博会贡献力量，增姿添
彩！”8月21日，2019智博会志愿者
上岗誓师会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举行，1200名志愿者进行了庄严的
上岗宣誓。

上岗誓师会结束后，志愿者们将
陆续进入岗位实战，他们将根据主办
方安排，分别前往国博中心、江北国
际机场、火车站、新闻中心、悦来温德
姆酒店等指定地点开展志愿服务。

本次智博会的志愿者将被分到
综合组、嘉宾邀请组、峰会组、签约组、
展览组、市场化运作组、活动组、大赛
组、接待外事组、宣传组等10余个组

别中。其中，对外语水平有特别要求
的岗位137个，如英特尔大赛FPGA
智能创新全球大赛志愿者要求英语
水平须达专业八级；接待外事组需要
日语、韩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意
大利语等小语种；市场化运作组、宣
传组则要求志愿者为平面设计、广告
策划、市场营销、新闻传播等专业。

市志愿服务工作指导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智博会志愿者招募
工作启动较早，在去年智博会6所定
点高校的基础上拓宽选择面，面向全
市22所学校招募志愿者1166人。
同时，积极探索引导各方力量参与，
委托优秀专业青年社会组织向社会
公开遴选优秀青年34人。

■ 1200名智博会志愿者上岗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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