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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基建 打造新动能•产业变革 ①

在稳投资、促消费、助升级等方面潜力巨大——

5G建设：作用究竟有多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5G作为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作用突出，也在稳投资、促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

等方面潜力巨大。专家认为，5G投资将直接带来电信运营业、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快速发展，并通过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带动各行业扩大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投资，增强投资带

动递增效应，将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一起，构建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跨行业融合创新的生态系统。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温宝臣 胡达闻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眼下，武汉大学
校园内已樱花盛开，广大网友通过5G超
高清直播，就能身临其境地感受“樱白似
雪，落英缤纷”盛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
召开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其中，5G被认为
是七大“新基建”的领头羊，也是人工智能、
大数据中心等领域的信息联接平台。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5G作为支
撑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
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等方面作用突出，也在稳投资、促
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
潜力巨大。

新基建中的领头羊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通用技
术，5G不仅自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
时还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行业紧
密结合，共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赛迪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会峰说。

在5G建设初期，基础电信运营商是
主力。为了加快5G“新基建”建设进度，3
月12日，中国电信宣布与中国联通在今年
三季度将完成全国25万座5G基站共建工
作。此前，中国移动也提出，计划在2020
年底实现30万座5G基站建设目标。中国
铁塔董事长佟吉禄介绍说，截至3月初，中
国铁塔累计建成5G基站超20万座，今年
计划部署50万座。

5G建设不只依靠基础电信运营商。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无线电管理
研究所副所长彭健分析说，5G“新基建”提
速将给整个5G产业链带来重大利好。一
方面，5G建设将进一步刺激芯片模组、射
频器件、基站、传输设备、主设备等上游生
产制造环节及操作系统、云平台、系统集成
等软件信息服务环节；另一方面，5G网络
基础设施的完善将带动下游个人信息消费
和5G与垂直行业融合应用快速发展。据
测算，5G带动的经济总量将达到10万亿
元以上。

这也正是“新基建”选择5G作为领头
羊的重要原因。2020年开年，我国经济运
行受到疫情冲击，国家需要采取措施对冲
经济下行压力。孙会峰分析说，传统“铁公
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边际效应下降，因而
国家在投资结构优化中倾向于选择具有带
动效应的新领域。5G投资将直接带来电
信运营业、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快速
发展，并通过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带动各行
业扩大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投资，增强投资
带动递增效应。

产业应用非常广泛

日前，远在浙江省人民医院远程超声
波医学中心的专家，利用中国电信的5G
技术，通过手柄远程控制黄陂体育馆方舱
医院的超声机器人，为700公里之外的患
者作了超声检查。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首次运用5G远程诊疗技术为新冠
肺炎患者实施救治。

在此次疫情中，5G以“大带宽、低
时延、广联接”的特性，在疫情防控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运营商联合华为、
中兴等设备供应商为包括火神山、雷神山
在内的全国各地百余家重点医院提供5G
网络覆盖。基于 5G 的全天候“云监
工”、灵活调动医疗资源的“5G+远程会
诊”和人群密集区域“5G+热成像”等应
用，有效支撑了疫情防控。“5G视频直播
与视频监控是5G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
最直观的应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如是说。

“推动5G‘新基建’，将加快5G融合应
用向重点行业渗透，不断推出成熟解决方
案和创新产品，释放新兴消费潜力，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孙会峰说。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认为，
5G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中的基础设施，是
各行各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件。

以5G为首的“新基建”，正在为传统
基建设施装上“大脑”。去年，上海移动携
手华为在上海虹桥火车站部署了5G室内
数字系统，不仅能满足大量人群场景下高
速上网，还支持4K高清视频通话、超高清
多路视频回传等业务。

经济社会深刻变革

5G并非单兵作战，而是与人工智能、数
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一起，构建一个全社
会广泛参与、跨行业融合创新的生态系统。

“5G移动信息网络将进一步与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深度融合，逐
步成为我国的核心基础设施，不仅为通信行
业，而且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信息通信服
务。”众诚智库高级分析师张扬说。

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认为，
智慧城市是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等技术融合的最佳应用场景。作为

“数字基建”中的领头羊，5G对工业互联
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其他“新基建”也
意义非凡。

南京邮电大学教授王春晖表示，5G作
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基本遵循了“二八
定律”，即20%用于传统消费互联网、80%
用于物联网，尤其是工业互联网。

张扬认为，5G和工业互联网都是实现
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5G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发展，将推动制造
业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变。

“5G将广泛深入应用于工业领域。预
计到2030年，我国工业领域中5G相关投
入（通信设备和通信服务）约达2000亿
元。”孙会峰说。

可以说，由于5G技术具备诸多优势，
它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通信领域，而是打
破产业边界，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技术相融合，构成千行百业共同参与的
生态系统。

华为预测，在未来3年内，5G将在智
慧媒体、智慧教育、智能电网、城市安防等
方面产生商业价值；3年至5年内，将在自
动驾驶、智慧工业、智慧医疗、机器人等领
域产生商业价值。在5G与千行百业融合
过程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都有广阔的参
与空间。

3月11日，中国联通与雅戈尔集团启
动了“5G制衣智能制造示范平台项目”，活
动通过联通云视频以“宁波现场+远程会
场”方式举行，双方将打造宁波市第一家5G
智能制衣工厂。

在这家5G智能制衣工厂里，雅戈尔期
望通过5G全面应用，使生产端、营销端、物
流端、研发端的联接更加紧密，反应速度更
加迅捷，沟通更加简洁和精准。中国联通则
要助力雅戈尔将多项新技术深入应用到智
能制造的各个环节，实现业务在线、数据在
线、协同在线和沟通在线。

中国联通致力于推动5G技术与应用
的创新融合，探索5G商业模式，为5G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网络支撑保障。

3月10日，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发布公
告，将共同启动5G独立组网无线主设备联
合集中采购，预计采购规模不少于25万站，

计划在三季度前完成全部建设进度。
自2019年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正式达

成共建共享协议以来，双方致力于在全国范
围内实现5G网络共建共享，合力打造全球
首个共建共享5G精品网，助力我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据统计，双方合力推进5G网络部署，
快速在全国开通5G共建共享，已经实现了
全国50多座城市的5G正式商用。同时，积
极推进5G网络技术演进，开通全球首个5G
独立组网共享基站，通过共用200M带宽，
在5G商用网络中实现了2.7Gbps全球最
高速率。

当前，5G纳入“新基建”范畴，提升了社
会各界对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认可程度，将
有力支撑中国5G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国
联通将加速5G建设，推动5G与各行各业
深度融合，打好5G应用“组合拳”。

5G 以更快的传输速度、超低时延、
更低功耗及海量连接实现了技术突破，消
费主体将从个体消费者逐步向垂直行业和
细分领域全面辐射，进一步赋能工业、医
疗、交通、传媒等行业和领域，更好地满
足物联网的海量需求以及各行业间深度融
合要求，从而实现由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
的飞跃。

作为“数字基建”中的领头羊，5G
对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
意义重大。

5G网络特性能够全面赋能工业互联
网。5G的高传输速率、超高可靠、超低
时延的网络特性，能够在部分场景替代有
线网络，赋予工厂内设备更高的空间自
由，从而节约线路的成本。目前，“5G+

工业互联网”已经在AI（人工智能）、云计算、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下加快融合应
用，同时也将衍生出更多应用场景。比如，工
业智能传感器、AGV自动导航、“5G+AR”辅
助装配专家协助、工业远程控制、资产跟踪、
设备预测性维护、生产设备实时监控、云端机
器人等。可以说，5G满足了工业互联网领域
业务需求，成为助力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新一
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5G还能助力人工智能在边缘计算中的
应用，“5G+人工智能”将催生出更多的新业
态新模式。近年来，人工智能逐渐从过去的
集中计算走向边缘运算，需要进一步增强终
端设备计算能力，降低系统反应时间。

5G支持边缘终端相互间以及与云端之间
实时无缝交互，可以帮助人工智能计算架构

实现云端和终端之间的灵活配比。在智能
安防领域，5G大带宽、低延时、高可靠等
特性实现了超高清视频监控的实时传输，
人工智能则对超高清视频实施人脸识别、
行为识别、目标分类等智能分析，从而实
现安防范围、识别效率及准确率全方位提
升。在自动驾驶领域，5G将“端到端”时
延降低至毫秒级，使得信息交互更加流畅
稳定，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自动驾驶体验
将得到大幅提升。

5G将推动数据采集量呈指数级增长，
让大数据的内涵更加丰富。5G时代，所有
的“人”和“物”都将存在于一个有机数
字生态系统，数据将通过最优化方式传
递。据预测，到 2025 年接入 5G 网络实现
互联的设备将达250 亿台，这些联网设备

产生海量的采集数据。同时，5G的价值有
80%在物与物的连接，个人人工智能助
理、联网无人机、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家
居等各种形态的终端都将成为数据来源。
5G时代将催生智能制造、智慧农业、远程
医疗、虚拟现实等大量新应用，这些新应
用产生的数据又将拓展大数据的边界并升
华大数据价值。反过来，5G对大数据技术
和云数据中心则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数
据量增加和数据类型丰富，大数据领域的
算力、实时引擎、数据处理引擎等将面临
挑战，作为承载运营商基础网络及业务系
统的云数据中心也需要实行模块化和智能
化的升级。

（作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无线电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当好领头羊 赋能新基建
□ 彭 健

联通和电信合力建网——

5G正式商用已覆盖50余城
本报记者 黄 鑫

郭德鑫作（新华社发）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今年年初房地产市场出现“断崖
式”下跌。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不少城市出现了新房和二手房

“零成交”现象，房企破产数量同比上升。基于此，关于楼市即将
崩盘的言论活跃了起来。

实际上，疫情对楼市的影响是暂时的。长期来看，中国楼市
仍将保持稳健，“楼市崩盘论”根本站不住脚。

先看短期，受疫情影响，房地产行业和房企暂时出现了线下
销售停滞、现金流下滑、债务集中到期、复工缓慢等困难。为了
应对疫情影响，各地政府紧急出手，防范楼市风险，帮助房企渡
过难关。一方面，积极为企业解困，涉及支持企业复工，放宽预
售条件，缓解房企拿地投资压力等；另一方面，提振需求维稳楼
市，包括购房补贴、税费减免、调降首付比例等。

从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也可以看出，疫情之下主要
城市房价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定。2月份，4座一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31
座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0.1%，涨幅比上月
回落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与上月相同。
35座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0.1%，涨幅比上
月回落0.3个百分点。

疫情可能导致各城市供需出现短期改变，但不会改变长期
供需趋势。长远来看，我国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9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0.6%。与发达国家普遍75%以
上的城镇化率相比，我国还有15%的发展空间。这意味着，我
国仍有约2亿城镇人口增量，这些都是潜在购房需求。

同时，中国经济虽然已经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高
速增长，但经济增速仍然在全球名列前茅，居民收入还会继续增
加，购买力不会消失。尽管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地调控楼市，但
市场仍然保持增长态势。2019年全年住宅成交总面积18.9亿
平方米，较2016年增加2%。

此外，中国楼市调控长期积累的制度优势也为楼市稳定提
供了重要保障。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确定，要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将成为长效调控机制，这些都将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实际上，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
调控思路下，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不断趋于成熟，投机性需求
已经基本从楼市撤离，全国降温城市不断增多。在商品房成交
量总体上行情况下，房价整体上涨态势得到了有效控制，保证了
楼市的平稳运行。

在中央层面，房地产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夯实城市主
体责任，土地调控机制显著完善、财税制度迈出重要步伐、区域
发展规划不断出台，稳妥推进房地产长效机制试点。从各地来
看，地方政府锚定“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因城、因区、
因时施策，积极主动作为，保持了楼市总体平稳运行。因此，我
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楼市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大家不应被“楼市
崩盘”等不靠谱的结论所蒙蔽。

楼市崩盘？

小心被忽悠了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气温上蹿
切记适当“春捂”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最近几天，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一路回暖，气温如同坐上了
“火箭”，噌噌往上蹿。同时，多地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较常年同
期偏高水平，温暖程度堪比常年4月份和5月份。

专家分析认为，由于往年同期冷空气较强，今年冷空气偏
弱，造成了气温突然之间变暖。本周由于冷空气处于休眠期，我
国大部气温以回升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轮升温浪潮中，多地温暖程度远远超过
3月份该有的水平，比常年同期偏暖8℃至12℃甚至更多。3月
18日，东北、华北、黄淮及西北部分地区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
郑州最高气温升至28℃，相当于当地5月中下旬水平。接下
来，石家庄、成都、南京、武汉、济南、太原最高气温也会达到当地
5月中上旬水平。预计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依旧不强，除青
藏高原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左右外，我国其余大部地
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对于北方来说，虽然最高气温回升迅猛，但最低气温保持低
迷，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5℃，比如太原甚至能达到20℃以上。
未来3天，西宁、银川、兰州、西安、太原、郑州、石家庄、北京、天
津、呼和浩特等城市几乎都是一天两季，白天暖融融，夜里冷飕
飕，一不小心就容易感冒。专家建议，切记适当“春捂”，一般来
说，15℃是春捂的临界温度，超过15℃就要脱掉棉衣。

与此同时，随着气温不断上升，在阳光助力下，空气格外干
燥，再加上北方多地迎来大风天气，华北北部阵风可达9级至10
级，大风天气容易加剧火灾隐患。3月18日北京气温继续攀升，
最高温达23℃。但是下午至夜间，受南下冷空气影响，北京出现
6级大风，阵风风力达到8级至9级，局地伴有扬沙。

与气温不断攀升的北方形成鲜明对比，目前我国南方正在
经历一轮强降雨过程，3月17日起降雨达到鼎盛。据实况监测
显示，云南东部、贵州西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南
部、广西、广东中北部等地出现中到大雨，特别是桂林局地有大
暴雨，累计降水量达到104毫米。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未来多阴
雨寡照天气，将加重部分地区土壤过湿状况，持续日照偏少，不
利于油菜抽薹开花、露地蔬菜和经济林果生长，部分地势低洼的
农田可能出现湿渍害，需要加强田间管理。

不过，专家表示，南方各地近期降雨虽然频繁，但气温也会逐
步攀升，只是相比北方回升更为缓慢，战线拉得更长。从3月18
日开始，江淮、江汉、江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会逐步升至20℃以
上，周末最高气温能达到25℃左右，长江中下游一带昼夜温差也
有所拉大，超过10℃的区域将有所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