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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速度更快，还会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

5G 离 我 们 还 有 多 远 ？
本报记者 秦海波

“ 十 三 五 ” 规 划 纲 要 明

确提出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

通 信 和 超 宽 带 关 键 技 术 研

究，启动 5G 商用。5G 到底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离我们

还有多远？

智 能 制 造 、 远 程 医 疗 、

智 慧 交 通 ⋯⋯ 不 妨 想 象 一

下，万物互联将会给生活带

来什么变化？引发何种行业

变革？信息随心至、万物触

手及，你准备好了吗？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在“5G：
信息随心至、万物触手及”分论坛上，
来自中国移动、韩国电信、爱立信、三
星和中兴通讯的高管们，畅谈了 5G 的
技术突破和各种应用蓝图。一时间，5G
炙手可热。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在全球
4G 普及率还较低的时候，有必要开始
讨论5G吗？5G时代离我们还有多远？

我们为什么需要 5G

5G，顾名思义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
技术。在 4G 技术刚刚普及的今天，包
括三星、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中兴
等国内外企业，都已在 5G 技术研发上
积极跟进。据三星公司介绍，4G 技术
更多的是为了提升移动宽带传输峰值速
率和频谱效率，目标峰值速率是 1Gb-
ps；而 5G 会在移动宽带峰值速率上有
大幅度增强，要达到 20Gbps。“更为重
要的是，5G 是对海量连接和低时延高
可靠应用两个新应用场景的性能进行提
升。”三星全球执行副总裁、三星电子
中国产品战略及研发总裁王彤说。

先说海量连接。现在，移动通信
还是以人和人之间的通信为主。随着
个人所携带的个人设备如智能手机、
平板、PC、智能手表、VR 等可穿戴设
备的增加，这些设备之间，这些设备
与家庭物品、社区物品如公共交通和
物流工具等，将来都有望实现连接。
这样移动通信网络需要接入的连接数

将是非常巨大的，对于传统的网络来
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需要一
些革新性的技术来实现海量连接。

再说低时延高可靠应用。进入可以
将一切连接起来的时代之后，为了保障
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防御各种犯罪和
恐怖活动，需要更高层次的安全措施。
否则不仅会造成个人隐私泄露、金融财
产损失，而且还可能威胁到自动驾驶汽
车、远程控制等相关人员的生命安全。
这些如远程医疗、车联网、智能工业控
制等应用，由于它们的特殊性，需要非
常可靠的信息传输以及非常低的传输时
延，这些应用是传统的 4G 系统无法满
足的，将会依赖于 5G 系统进行低时
延、高可靠的数据传输。

中兴通讯 CTO 徐慧俊表示，经常
看到这样的新闻，由于交通堵塞，急救
车没能及时将病人送到医院。那么，怎
么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呢？中兴通
讯正尝试通过无线通信、云计算、物联
网、车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实现跨行业、跨区域的交通数据和
业务的互联互通，甚至对实时路况进行
主动分析。把车与车之间、车与路之
间，乃至更多的道路信息连起来，彼此
分析各自的状态，比如每辆车在哪里、
以多快的速度在行驶、目的地是哪里、
路上有没有积水、前方有没有红灯等，
然后得出最佳行驶方案，提供给驾驶
员，甚至实现安全无人驾驶。“而这
些，都需要 5G 技术的支撑，因为我们

需要尽可能多的感知和尽可能快的交
互。”徐慧俊说。

有哪些技术取得新进展

当前，5G 已经成为国内外通信设
备巨头们加紧抢占的一块科技高地。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
快信息网络新技术开发应用，积极推
进第五代移动通信和超宽带关键技术
研究，启动 5G商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
中国移动从 2012年就启动了 5G 的相关
工作，制订了面向 2020 年的 5G 研发、
规划、候选频率、关键技术研究、试验
验证等一系列工作。中国移动副总裁沙
跃家表示，在未来万物互联的时代，5G
将纵向融合各个领域，如智能制造、远
程医疗、智慧交通等。从这个角度来
看，5G 不是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的生
态系统。为此，中国移动在 2016 世界
移动通信大会上成立了 5G 联合创新实
验室，“我预计全球第一个 5G网络很有
可能会在亚洲出现”。

在今年2月份的2016世界移动通信
大会上，中兴通讯获得了“最佳移动技
术突破奖”和“CTO 推荐奖”两项大
奖。其大规模天线阵列、超密集网络、
多用户共享接入、高频通讯、云感知软
网络等技术，被评委们称为“移动宽带
演进上的颠覆性创新”。特别是中兴创
新的软空口技术，使得运营商具有了从

4G 到 5G 的平滑升级能力，可以利用已
具备商用条件的部分 5G技术，为 4G用
户提供接近 5G 的接入体验。有关专家
指出，这可以将运营商的 5G 商用时间
提前 4 年甚至更久，而且在未来网络升
级时，设备还可以接着用。按照中兴通
讯的计划，2016年就有可能在全球规模
部署数张试商用网络。

在 5G 标准化工作方面，三星公司
走在了行业前沿。三星加入了 3GPP 和
ITU 等全球标准化组织，也在积极推
动 与 政 府 （如 中 国 的 IMT2020 推 进
组、韩国千兆项目、欧洲 5G-PPP） 及
各种领先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三星
电子目前已拥有一系列 5G 核心技术的
创新成果，包括先进的 5G 毫米波通信
技术平台和多连接解决方案。“作为为
数不多的能够提供 5G 端到端解决方案
的企业，三星希望能够对未来中国的
5G，在网络、终端以及芯片方面都作
出积极的产业化贡献。”王彤说。

在 5G 时代，万物互联将会变为现
实，所有家用电器、健康监测终端、
智能终端等都会实现互联，并引发如
医疗、汽车、工业、交通等行业的变
革。徐慧俊表示，在 5G 时代，1 平方
公里内甚至可以同时有 100万个网络连
接，届时人们将会通过无线享用超高
清视频、快捷的云服务、远程医疗检
查和治疗、智能驾驶和无人驾驶等。
在工业领域，依托 5G 高可靠、低时延
的信息传输，智能制造将成为可能。

3 月 17 日，河北邯郸市馆陶县魏僧寨镇轴承小镇的工

作人员在安装轴承。轴承产业是该镇支柱产业，目前已有

75家企业入驻该镇轴承产业带。 胡清华摄

本版编辑 杜 铭 李 景

“在集成电路、半导体领域当中，
不论是市场规模还是市场增速，我国集
成电路产业均处于全球第一，但产业竞
争力还相对薄弱。”在 3 月 24 日举行的
2016 中国半导体市场年会暨第五届中
国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大会上，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介绍说，随着摩尔
定律渐至极限，后摩尔时代即将到来，
我国集成电路的市场驱动、创新要素、
竞争格局正面临着新的转折点，产业也
面临着新的供需矛盾亟待解决。

“十二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产
业实现了平稳快速发展，市场和政府作
用得到更好发挥，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数据显示，2011 至 2015 年，我国集成
电路全行业销售收入从 1940 亿元提高
到 3609 亿元，年均增速达 16.7%，其中
集成电路设计业年均增速超过 25.9%，
成为带动行业增长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我国已建成 8 条 12 英寸

芯片生产线，32/28 纳米逻辑制造工艺
实现量产，先进封装规模占封装业比重
接近 30%，关键设备和材料产业化能力
进一步提升。据统计，2015 年智能手
机芯片出货量超过 3 亿套，占全球市场
份额的 20%以上。此外，企业实力也快
速提升，海思半导体、清华紫光分列全
球设计企业第六位、第十位。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全球集成电
路产业正处于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
问题依然存在，供需两端矛盾突出。

一方面，产业规模小，供给总量不
足。据统计，2011至2015年，我国集成
电路进口额从1702亿美元提高到2299亿
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14%，与石油连
续多年成为我国最大宗的两类进口商品。

另一方面，产品布局存在结构性短
板，市场需求复杂多样与产品结构较为单
一的矛盾突出。从全球集成电路产品的结

构看，消费和通信类占比将近 50%，工
业控制、计算、汽车电子等占据了 50%
的市场。而我国 90%的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和设计产品都集中在消费类和手机芯片
领域，且以中低端为主，在可靠性、稳定
性要求更高的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
域，产品数量少、种类单一。

“面对跨国企业加紧布局工业互联
网、汽车电子、信息安全、物联网、云
计算等领域核心芯片，我国集成电路产
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已迫在眉睫。”怀
进鹏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要紧紧围绕“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大数据发展等重
大战略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相结合，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
推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加快转型发展。

具体来看，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
围绕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领
域需求，研究编制重点领域技术路线

图，推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协同发
展，进一步完善供给和需求的产业政
策；其次要集聚资源推动创新发展，提
升消费类、通信类产品芯片层次，提升
产品性价比，加紧布局工业控制、汽车
电子、传感器等芯片开发，发挥国家集
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形成
多渠道资金协同投入方式推动产业发
展。同时，要强化产业协同创新能力建
设，建设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中心，组织
实施“芯火”创新计划，推动建立资源
集聚、创业者培育和企业孵化的大平
台，支撑“双创”发展。还要紧密围绕
产业迫切需求，加快高端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加快推动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建
设，搭建一批集成电路实训基地。此
外，在标准、知识产权、检测体系等方
面加强建设，引导资源整合，推进国际
化合作，继续为产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
发展的空间。

企业、产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

集成电路产业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文科融合、业态整合、产品复合

旅游景区将迎来4.0时代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以“迈向中国景区发展 4.0

时代”为主题的 2016 劲旅景区峰会 3 月 25 日在上海举
办。业内专家认为，中国旅游市场已迎来黄金发展期，随着
国内旅游人数的快速增长和出游规模不断增大，全国各省
区市大规模的景区开发建设进入新阶段，中国景区经营管
理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转折点。

回顾中国景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作为游客所直接
参与体验的景区产品，从最初的 1.0 观光型产品到 2.0 休闲
型产品，再到如火如荼的 3.0 度假型产品，可谓发展迅猛。
同时，游客对景区产品文化内涵的体验、对休闲度假享受的
需求以及对信息获取及购买效率的要求日增，中国现有大
部分景区产品并不能充分满足游客的综合需求，景区供给
侧改革已势在必行，具有“文科融合、业态整合、产品复合”
特征的景区 4.0时代已经到来。

本报成都 3 月 27 日电 记者钟华林

报道：雅砻江桐子林水电站最后一台机
组今天正式投产运行。至此，雅砻江下
游水能资源开发全面完成。雅砻江流域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宣布，将在稳步推进
雅砻江全流域水能资源开发的同时，着
手打造世界级的千万千瓦级风光水互补
清洁能源示范基地。

雅砻江干流共规划了 22 级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约 3000 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1500 亿千瓦时，在我国十三大水电基地
中位列第三。继二滩水电站之后，国家
明确由雅砻江公司“负责实施雅砻江水
能资源的开发”“全面负责雅砻江梯级水
电站的建设与管理”，雅砻江也成为了我

国迄今为止唯一由一个主体开发的流域
水电基地。目前，雅砻江中游的龙头水
库工程两河口水电站、国家清洁能源重
大工程杨房沟水电站，主体工程建设正
全面展开，雅砻江上游规划和环评工作
也在同步推进。

目前，雅砻江公司总装机规模 1470
万千瓦，成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骨
干电源点之一，节能减排效益凸显。从
2016 年开始，雅砻江每年将有近 650 亿
千瓦时的清洁电能送往川渝和华东，相
当于每年节约原煤消耗约 3000 万吨，每
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360万吨。

据雅砻江公司董事长陈云华介绍，
“十三五”期间，雅砻江公司将在以水电

开发为主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风电、光电
等新能源开发领域，重点推动雅砻江流
域风光水互补清洁能源示范基地建设。

陈云华说，建设雅砻江风光水互补
清洁能源示范基地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是雅砻江是“一个主体开发一条江”实
践的典范，能够充分发挥单一业主的协
调优势；二是风光水互补综合开发能充
分利用雅砻江流域众多水电站的调节性
能，平抑风电、光电的不稳定性对电网的
冲击，有效解决风电、光电大规模集中上
网的消纳难题，破解当前风光资源的随
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弊端。

雅砻江所流经的甘孜州、凉山州、攀
枝花市地处川西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富集区

域，流域沿岸两侧风电、光电资源可开发量
超过 3000 万千瓦，具备良好的风电和光
伏发电建设条件。根据初步规划成果，雅
砻江流域沿岸将布局风电场址约80个，测
算装机容量 1261 万千瓦；光电场址约 25
个，测算装机容量1816万千瓦。上述风电
和光电项目总装机容量3077万千瓦，年发
电量约 519 亿千瓦时，总投资约 3077 亿
元。按照这一规划，雅砻江风光水互补清
洁能源示范基地的总装机将达到6000万
千瓦，有望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风光水
互补清洁能源示范基地。目前，雅砻江风
光水互补清洁能源示范基地建设已纳入四
川省“十三五”规划，并成为四川省打造清
洁能源示范省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计总装机容量达 6000 万千瓦——

我国将打造世界级风光水互补能源示范基地
略微留意一下，近期发布的彩电

新品的看点，主要是价格。宣称高性

价比的风行电视推出65英寸4K电视，

硬件价格实际上跌破了4000元；小米

则将65英寸4K曲面电视定价为8999

元，几乎令目前的市场均价腰斩。监

测数据显示，2015年彩电市场每个产

品尺寸的平均价格都在下降，企业效

益下降。仅从TCL多媒体的情况看，

2015年营业额微增1.5%，但净利润却

同比下降95.9%。据咨询机构奥维云

网的预测，2016年彩电业低价竞争仍

将持续，行业平均净利润率将会降至

1%至1.2%。

面对市场饱和、产能过剩、同质

化竞争，价格战成为彩电企业最无

奈的选择，“烧钱”还能烧多久？

消费电子行业日新月异，企业

基于技术进步和成本控制能力，展

开价格竞争无可厚非，可促进优胜

劣汰，同时让消费者受益。但是，如

果企业把出路仅仅寄托在打价格战

上，将其当作竞争的唯一法宝，全行

业为价格而纠结、在低价上纠缠，那

就“悲催”了！无支撑、无休止、无底

线的价格战，最终将会摧毁产业价

值，输掉产业未来。

不久前，在一个彩电业论坛上，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白为民郑重地提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提供什么

样的电视，我们的产品应该有多少利润空间？如果没有利

润空间，我们还怎么有发展的后劲，还怎么调整结构、怎么

创新？

其实答案不言自明。在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面对消费升级热潮，彩电业必须深入研究用户需求，快速转向

创新驱动，着力打造高端精品，引领市场潮流，实现更高质量、

更好效益的发展。这是大势所趋，也是行业共同的责任。

回顾过往，CRT 电视时代恶性价格战曾让彩电业饱受

重创。痛定思痛，这些年来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彩

电人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更应“取法乎上”、发奋图强，而不

是在价格缠斗中重蹈覆辙。

彩电业勿重蹈价格战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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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山引领传统家居业

从“卖产品”到“卖文化”
本报记者 庞彩霞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 3 月份采购旺季，广东中山市灯
饰和红木家具两大传统家居产业竞相举办博览会。记者发
现，文化性与体验性的融入正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中山市科邦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营销经理黎祁秋告诉记
者，公司每两个月就更新一次产品，融入民族文化元素，给
消费者全新的体验。琪朗灯饰厂古镇中心店经理孙娜娜表
示，该公司正在探索“虚拟环境”系统，“客户把户型图、结
构、面积等资料给我们，我们可以通过电脑系统让客户看到
家居产品的 3D 效果。生产商直接对接消费者，可以最大化
让利，并节省设计费，省时又省力”。

近年来，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使古镇灯饰产业打了个
漂亮的“翻身”仗。2015 年，古镇灯饰业实现产值 176.6 亿
元。古镇灯饰占全国灯饰市场 70%份额，产品出口 1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以古镇为核心、辐射周边 3 市 11 镇区、
年产值超千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

在大涌红木家具博览会上，时尚文化元素的导入使古
老的红木家具产业焕发了青春，“上接文化、下接生活”成为
大涌众多红木家具企业发展的新方向。大涌镇党委书记黄
红全表示，大涌镇谋求文化与产业的“联姻”，打造中国红木
文化旅游名镇；将红木产业与文化旅游业相结合，不仅会推
动红木产业从“卖产品”到“卖文化”的转变，更会“以城促
产”，推动大涌从外观到内涵“脱胎换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