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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
誉，散布在老城区的一些历史建筑与旖旎的海滨
风光相得益彰，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也成为其构
筑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青岛对老建筑的保护愈加重视，以老
建筑为载体，用现代元素，讲述城市的新故事。

张进刚摄影报道

设立于 1899 年的胶海关，是青岛作为北方著

名通商口岸城市的重要见证，现在作为青岛海关

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

有 114 年历史的青岛水兵俱乐部经过修缮，

将打造成青岛电影文创产业平台——“1907 光影

俱乐部”，形成青岛电影文化领域城市新名片。

建于 1930 年的公主楼，是丹麦王子阿克瑟为

他的妻子瑞典公主玛格丽特所建，如今变身为以

安徒生童话为主题的互动空间。

老建筑 新故事

长期以来，各地
城管与流动摊贩之间
的“猫鼠博弈”不停上
演，愈演愈烈，甚至陷

入了越治问题越严重的怪圈。近日有媒体报道的
安徽省宣城市城管执法局推行摊点群“自治管理”
的创新型模式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所谓“摊点自治”，就是根据流动摊贩自身的
特点，设置一些集中摊点群，每个摊点群通过民主
推选产生出摊群长、副摊群长，由摊群长、副摊群
长负责对摊点群乱扔垃圾、乱披乱挂等现象进行
监督管理，确保摊点群环境整洁，经营有序。简单
地说，就是让摊贩们自己管自己。

笔者认为，推行“摊点自治”的好处在于，提升
了摊贩们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了他们参与市容管
理的积极性，使他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得到了强
化。更关键的是，实行“摊点自治”后，摊贩们只要
不遵守规定，或不服从管理，就有可能被逐出摊点
群，失去经营地盘。

“摊点自治”的尝试，不仅可以解决“一管就
死，一放就乱”难题，也得到了广大摊贩的认同，促
进了市容管理的高效推进。这一创新管理模式，
值得借鉴和推广。 （江苏 孙 仲）

多些“摊点自治”式尝试

国际通信标准组织 3GPP 日前公布了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的官方 LOGO，
标志着 5G 时代距离我们又进了一步。从
3G 到 4G，网速的跃升已经让我们的城市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明显的
代表是智能手机日渐成为人们生活乃至工
作的中心，从手机导航到手机订餐，从智
慧家居到视频会议，4G 网速让移动互联
网应用飞速发展，让城市生活变得更智能
更便捷。

5G 的速度和接入能力更加强大，将
跳出移动互联网让万物相连，城市生活包
括交通、安防、教育、旅游等各个方面都
将变得更加智慧。“5G 的速度和接入能力
足以满足未来汽车、无人机、机器人等智
能终端的需要，是未来万物互联的重要基
础，将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新的体验和感
受。”赛迪顾问通信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
吕婵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物物相连可实现

5G 峰值速率可达到 20Gbps，每平方
公里可链接数超过 100 万，链接延时仅 1
毫秒⋯⋯如果要对这些专业数据作一个通
俗的描述，那就是未来的 5G 网络将使得
一整部电影一秒钟就能在互联网上下载完
毕，而且可用于物联网应用、自动语音翻
译服务、超高精细影像服务、3D 影像技
术服务、家用联网机器人支援服务等。

高速率让物物相连成为可能。2016
年 11 月，爱立信、韩国 SK 电讯和宝马实
现全球首个多车辆 5G 测试，在 2017 年 2
月又创世界纪录，在 170Km/h 的进行速
度中实现 3.6Gbps 的下行速率。测试显示
的 5G 性能可以实现多个车联网系统功
能，例如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障碍物控
制和车辆间通信等。

众诚智库总裁杨帆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4G 的强项主要是容
量，但传输语音的品质较差，而 5G 在接
取速度、内容品质和功能整合等方面将比
4G 优越很多，从而让语音、容量和数据
都能更好地呈现。因此，5G 通信技术可
以解决包括视频、语音、即时通信、在线
游戏和虚拟现实等多种多媒体元素在内的
互动需求。

“5G 技术的首要重点是解决了在频谱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能达到很高的速度
以满足未来行动服务需求。5G 网络将提
供全新的技术为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当
然还包括人与汽车、房屋等之间的联系。
而且不管身处何地，这些服务都能马上实
现。可以说，5G 所实现的功能是更具复
原能力的、更加一致的以及更加具备可用
性的网络，它不仅要能支持庞大的数据流

量，还能以远低于今天的成本来交付联网
服务。”杨帆说。

“5G 时代的城市生活、家居及办公环
境里各种设备都将是高度智能化、自动化
的，各种服务可以根据使用者的喜好个性
化定制，同时在出行等很多方面的协同化
程度更高。”爱立信 5G 专家张萌博士向

《经济日报》 记者进一步描绘说：从清晨
开始，智能管家根据你的生物特征在恰到
好处的时间用你最喜欢的音乐唤醒你，这
时咖啡和早餐已经自动提前准备好了，早
餐后无人驾驶的汽车送你去公司，路上的
时间你可以打开 VR 进行远程会议，而不
会注意到马路上的交通灯正根据车流量进
行在线调整⋯⋯

“如果说 3G、4G 移动通信以及互联
网、智能终端的崛起，让通信不再只是满
足人类沟通的基本诉求，而是一跃变成主
角，改变了娱乐、支付、分享、交友等等
的渠道。那么 5G 将会从更大的范围渗透
到人们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提
供更高速率，还包括物联网、车联网、工
业控制、智慧城市等等。”中兴通讯高级
副总裁张建国如是说。

智慧城市添助力

“媒体类业务、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
是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技术手
段，而宽带速率严重影响着这 3 类技术的
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智慧城市
建设过程中的主要瓶颈之一，5G 技术应
用将解决这些问题。”杨帆说。

其中，媒体类业务主要包括视频类、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物联网业务主要包括
工业、医疗、交通等万物互联业务，云计算
业务则主要是数据存储、应用等。以当下
正悄然兴起的虚拟现实为例，目前的主流
虚拟现实设备受限于现有的无线网络传输
速度和传输时延，通常采用 HDMI（高清晰
度多媒体接口）线缆连接，这极大地限制了
用户的使用范围，影响用户体验。而 5G较
高的数据传输速率、低时延和较大的通信
容量，将使用户摆脱线缆的约束，尽情地享
受虚拟现实游戏带来的快乐。

此外，车联网技术也属于低时延、高
可靠应用场景，通过终端直通技术，可以

实现在汽车之间、汽车与路侧设备间的通
信，从而实现汽车主动安全控制与自动驾
驶。公交枢纽站和公交站台还可以把公交
汽车、其他汽车、地铁、飞机等交通工具
的联网信息整合起来，做成智能出行的指
引助手，帮助用户选择用什么方式出行，
也可以提供手机实时支付功能，帮助用户
购票。

杨帆指出，云计算的发展需要安全
的、可信赖的服务运营商支持，这些运营
商要在网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将被
允许进入云计算平台，并被要求在云计算
平台中运用统一的标准创造新的增值服务
与体验。这会使终端用户获得更多的即时
应用，进而更有效地利用 5G 网络。云计
算将大大减少 5G 网络发展中的资本投
入，这意味着，用户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
更多更好的服务。

张建国则认为，在当下智慧城市的建
设中，宽带速率虽然重要，但还不是最关
键的。目前有两种物联网的需求场景：一
种是高数据速率、超低延迟场景，泛称为
宽带物联网；另一种是低数据速率、延迟
较大的场景，泛称为窄带物联网。两种场
景下的标准均有待完善，而 5G 有望利用
弹性和超密集网络、大数据分析、高安全
性的云服务等创新服务于上述两种场景。

“5G 网络可适应不同业务的需求，车
联网、自动驾驶、远程机械控制、VR 等
都有望梦想成真。因而在智慧城市的建设
中，5G 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张萌表示，
5G 时代，更多的机遇将存在于智能手机
之外。大众市场的自媒体与个性化游戏，
在 5G 时代会继续发展，并有更普及更广
泛体验更好的实现。智能驾驶、智能交通
设施、遥控机械等都会在 5G 时代成为现
实。而更加智能的多维度的交互方式，也
将在 5G时代成为我们的日常。

5G 生活并不远

5G 时 代 的 城 市 生 活 何 时 才 能 实 现
呢？据杨帆介绍，我国的 5G 基础研发试
验将在 2016 年到 2018 年进行，分为 5G
关键技术试验、5G 技术方案验证和 5G 系
统验证 3 个阶段。之后将进入 5G 网络建
设阶段，并有望最早在 2020年正式商用。

“目前全球通信业对 5G研究和部署的
竞赛在逐步加速。5G 商用的落地不断推
进 ， 商 用 的 提 速 也 在 倒 逼 产 业 链 的 跟
进。”吕婵说。

张萌也表示，现在来看 5G 的发展步
伐在加快。美国运营商宣布将在 2017 年
推出 5G 试商用，韩国计划在 2018 年冬奥
会推出 5G 商用，日本运营商的目标是在
2020 奥运会提供 5G 商用服务，中国也在
2017 年开始 5G 技术试验的第二阶段，在
2018 年进入大规模外场测试。《爱立信移
动市场报告》 预测，亚太区将成为第二个
5G 用户增长最快的区域，2022 年，10%
的用户将为 5G用户。

5G 或将提前应用，一个典型的表现
是企业纷纷提前布局。“中兴 5G技术研究
区 别 于 以 往 3G、 4G 的 一 个 地 方 在 于 ，
3G、4G 都是标准出来之后才开始研发产
品，而 5G 是我们首次在标准发布之前就
基于 5G 的发展方向，率先进行核心技术
的研究以及原型机的制作。它的好处在于
我们有了大量的技术积累，甚至可以基于
我们的研究成果去推动标准发展，在 5G
标准发布后可以快速地提供可商用的产
品，掀起 5G建设的浪潮。”张建国坦言。

5G 时 代 ， 流 量 的 增 长 是 毋 庸 置 疑
的。《爱立信移动市场报告》 预测到 2022
年，亚太区智能手机用户的月均流量将接
近 10GB。那么资费会怎样呢？“我们可
以回顾一下从 2G 到 3G，从 3G 到 4G，我
们都目睹了网速的飞速提升、流量的翻倍
增长，但整体资费呈下降趋势。所以，我
们还是可以寄希望于一个美好的 5G 时
代。”张萌说。

近期，摩拜、ofo 等共享单车在街头大
量出现，成为不少市民“最后一公里”的出
行首选。同时，其停放问题也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

连日来，记者在上海人民广场、上海二
号线地铁站沿线采访时发现，不少路段都
划上了非机动车停放的停车线，在上海博
物院、西藏南路、云南路以及主要地铁站附
近，共享单车基本能够做到规范停放，不少
区域停放非常齐整。但是，在上海市区其
他路段，随处可见任意放置的共享单车。
让共享单车“停”好，还是有点难。

针对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目前上海
既有“硬”管理也有“软”举措。比如，
在云南路停车点，就有提示牌：“为摆放
有序请把您的非机动车停在指定停车线
内，如有遗失请到南京东路派出所。”而
在位于西藏南路和寿宁路交叉口的临时空
地上，停放着数量众多的 3 种不同品牌的

共享单车。据上海黄浦城管执法局委托的
停车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单车
都是因违法停放才被城管搬运到这里的，
他们会联系这些单车所属的公司，让公司
派人来运走。

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几十位志
愿者在上海虹口嘉兴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
点、瑞虹生活广场、和平公园等人流密集场
所，开展了“单车归队”志愿活动。志愿者
们将停放在商场边、街心花园、盲道上的共
享单车，一辆辆推到人行道边的专有自行
车停放处。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组织青年团员和学生在辖区人流
较为集中的地方，利用课余和休息时间维
护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引导市民文明骑行、
有序停放单车，共同维护生活环境和城市
秩序。

共享单车一方面给市民带来便利，另
一方面也给城市交通秩序带来困扰。面对

这一监管难题，上海自行车协会秘书长郭
建荣对记者说，共享单车虽然发展时间不
长，却暴露了许多问题，比如部分市民乱
停乱放，影响交通秩序；一些违规车辆被
扣留后，处理流程缓慢，造成了公共出行
资源浪费。郭建荣表示，协会对于共享单
车所属的公司和单车使用者都没有强制约
束力，“违法停车的处罚归交警管理，共
享单车的使用权限又由所属企业来规定，
协会只能尽力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但
他透露，上海即将出台 《上海市公共自行
车发展指导意见》，规范公共自行车的
管理。

面对用户乱停、违法骑行、非法占有等
问题，摩拜单车在用户使用规则里都有相
应惩戒条款。但摩拜方面也表示，“目前对
于使用者的交通违法信息，除了用户举报
外，更多的只能靠使用者自觉。此外，由于
无法即时掌握使用者的交通违法状况等信

息，导致后续处理产生滞后”。
管理共享单车不仅是企业的责任，随

着共享单车投放数量的不断扩大，更多的
交通管理问题需要执法部门来制定规则，
引导市民自觉维护交通秩序、文明出行。

上海市市长应勇日前表示，共享单车
目前发展很快，社会广泛关注，上海也很重
视。目前上海有关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制定
相关指导意见。他说：“要加强慢行交通设
施的规划和建设，促进共享单车规范有序
发展。同时还要鼓励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和
规范管理，引导广大骑行者文明使用、文明
停放，并明确相应的管理和执法措施。”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法制办主任王
毅也表示，希望接下来共享单车企业能够
与交警部门合作，例如利用共享单车平台，
让用户在骑行过程中举报交通违法行为，
适当给予一些奖励；交警部门也会在处理
交通违法行为的流程上，向企业提供便利。

有望 2020 年在国内正式商用——

5G 时 代 的 城 市 什 么 样
本报记者 黄 鑫

当人们刚刚适应了 3G 到

4G的跃升，享受着移动互联带

来的新型城市生活时，突然发

现，又出现5G了。科技进步的

速度总让人惊叹，5G的迎面而

来，又将掀开怎样的城市图景，

给城市生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

变化呢——

上海上海：：““硬硬””管理管理++““软软””举措举措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治国李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