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责编 / 余敬存 版式 / 沐晗 校对 / 沐晗 2019年6月9日 星期日时报/国事

（上接A01版）今年4月，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
举办，各方一致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习近平指出，俄罗斯是中国开展各
领域合作的重要优先合作伙伴。共建

“一带一路”同普京总统倡议的“大欧亚
伙伴关系”理念相通，两大倡议可以相互
支持、相互促进、并行不悖，有力推动区
域经济融合，实现共同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可持续发展契合世界
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诉求。中方愿同
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开辟崭新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

第一，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合
力打造开放多元的世界经济。中国将不
断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将旗帜鲜明推
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致力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
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机会。
中国愿同各国分享包括5G技术在内的最
新科研成果，共同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建
设普惠包容的幸福社会。中国将继续打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努力新增就业，大力扶
持职业教育，支持志愿服务、慈善事业健
康发展，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我们愿
同各国就减贫、社保等加强交流合作，为各
国人民带来更大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致力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我们
将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鼓励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大力发展可
再生能源，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和循环利

用，同各方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保护等迫切问题，落实好《巴黎协
定》等国际社会共识。

习近平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
今时代主题，人类的命运从没有像今天
这样紧密相联，各国的利益从没有像今
天这样深度融合，国际社会面临的新课
题、新挑战也与日俱增。人类再次站在
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可持续发展是破解
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中国愿同
各方携手努力，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体
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担当，倡导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共同促进地球村持久和
平安宁，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

普京表示，世界形势目前出现了令人
担忧的动向。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
生以来，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
根本解决，国际贸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内
生动力的功效下降，保护主义抬头。面对
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
影响上升，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挑起贸易
战、推行金融霸权、动辄实施单边制裁和
长臂管辖、阻挠正常教育学术交流等不正
当手段进行打压。个别西方国家对中国
华为公司的打压就是典型的例证。普京
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
模式，各国都有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
利，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
人。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不可能稳定和可
持续。应当在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基础上
探讨新的国际秩序，切实尊重联合国在国
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充分照顾广大发展
中国家发展权益。俄罗斯愿同国际社会
一道，团结应对共同的挑战。

其他与会领导人纷纷表示，全球化是
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对人类社会面临

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单打独斗行不通，各
国必须携手应对。他们表示，中国已经成
为捍卫多边主义、国际规则和自由贸易的
重要力量。各国要坚决反对单边主义，维
护多边主义和多极化进程，维护联合国的
权威和作用。要密切协商对话，完善全球
治理，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各自发展战略
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机制同“一带
一路”对接，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积极探讨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之路，消除数字鸿沟，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平衡、包容、公平、可持续方向
发展，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谐。

在互动交流环节，习近平还就逆全
球化、共建“一带一路”、朝鲜半岛无核化
等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习近平指出，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中
国是全球化最坚定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之
一。当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动
向只不过是全球化潮流中激起的几朵浪
花，阻挡不住全球化大潮。全球化出现
一些问题并不可怕，不能因噎废食，动辄
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能采取
以邻为壑的自私做法。我们要认识到，
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反映的是全球治理
的滞后。解决这些问题，要坚持以开放
为导向，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我们
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完善现行国际
体系。要以公平平等为基础，提升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构中的
代表性和话语权，使治理架构和利益分
配更为平衡合理。要秉持相互尊重的态
度，尊重各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强
沟通协调，妥善处理分歧。

习近平强调，中国致力于做国际社会的
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做架桥者而不是挖沟

者。我们致力于扩大自己的朋友圈，中俄是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国同亚洲、欧盟、非
洲、拉美、南太国家都已成为合作伙伴。中
美之间交往频繁、利益融合，所谓脱钩难以
想象，相信也不是美方各界愿意看到的。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近6年来，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和支持，参
与方已远远超出历史上的“一带一路”范
畴，充分表明这一倡议具有强大凝聚力，
并非中国一厢情愿。“一带一路”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绝不
是有些人所称的当代马歇尔计划。“一带
一路”也并非所谓中国的殖民计划，中国
从来没有过殖民他国的历史。我们将坚
定地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并继续通过共
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
出努力。我们相信这一理想会赢得国际
社会更大共识，也一定会实现。

习近平指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国
际社会要继续鼓励朝美双方通过对话建
立互信，解决彼此关切，合力推动半岛问
题得到妥善解决。中方将继续积极致力
于劝和促谈，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普京在交流互动环节再次盛赞中俄
两国友谊和密切的协调合作，表示俄中
是战略伙伴，两国坚持在相互尊重和平
等基础上推进双边关系，互利合作前景
广阔，在国际事务中的协作富有成效。

普京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给各国带来机遇，中方在推进
这一倡议时从不强加于人。与会的其他
国家领导人也表示，愿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
担忧是不必要的。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上海6月8日电（记者 周琳
龚雯 何曦悦）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
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
放 5G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 5G商用
元年。高速率、低时延、广联接的5G，在
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可以“看得见、摸得
着”了吗？来看这篇Q&A吧。

——看现在
1.哪里已经有5G了？

“我在浦江边，你就像在我身边。”今
年3月30日，基于5G网络的手机间通话
成功接通，通话声音清晰。其实，在技术
基础比较好、应用场景丰富的地方，5G
应用已经在各行各业“尝鲜”。

【“5G医院”】坐落于上海大虹桥地
区的华山医院西院，两台高难度开颅手
术的高清图像，通过 5G网络传输到 20
公里外的上海联通会议室，上海首家5G
智慧医疗应用示范基地也落地华山医
院。上海移动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合
作，打造首个 5G 智慧医院联合创新中
心；与市第十人民医院合作，揭牌成立首
个 5G超声联合实验室……智慧医疗可
以充分带动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有效
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的矛盾。

【5G学校”】5G+MR（混合现实技术，
Mixed Reality）科创教育实验室已在上海
市徐汇中学投入使用。在这个具备多种
现代化教育功能的实验室，可以通过5G
环境，将全息影像与真实物理世界深度融

合，在虚拟现实的沉浸式体验基础上，运
用MR技术实现虚拟与现实内容共存于同
一场景，将相对晦涩难懂的知识直观呈
现，提升中学课堂教育的体验和实际效
果。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实现校园、办
公区、科研区的5G信号覆盖，且5G+人工
智能应用联合创新实验室投入使用。

【“5G马拉松”】上海移动运用5G赋
能2019年上海国际半程马拉松赛，赛期
首次应用5G+智慧健康、5G+高清回传技
术，给赛道安全管理和报道呈现增添更
多精彩，也为今后各项国际化赛事的智
慧运营创造更多的想象空间。

【5G火车站”】室内通讯也是 5G时
代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目前，采用5G
室内数字系统建设的全球首个 5G火车
站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启动建设，将使用
5G技术展示 4K高清回传（安检），并为
乘客提供高清视频通话，推动火车站进
一步向智慧火车站转型。

【“5G银行”】上海现已推出了 5G+
智慧银行网点，厅内人脸识别、无线秒杀
权益、4K高清视频理财顾问，让客户服
务“锦上添花”。

【“5G产业园”】6日，G60科创走廊
5G科创产业基地在上海松江成立。从上
游芯片，到中游的产品、网络和服务，再到
下游行业应用，一条完整的5G产业链未
来有望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诞生……

“我们希望能率先探索出一些原创

性的应用。有了互联网，才诞生了谷歌、
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企业；5G时代，一些
原创性的企业会诞生在哪里？”上海市经
信委信息基础设施管理处处长钱晓说，
希望能在智能制造、医疗卫生、教育、城
市管理、车联网、智能交通等多个领域，
探索5G场景应用。

2.个人可以去哪里体验5G呢？
据上海电信介绍，上海电信通过线

上线下渠道对5G友好用户进行招募，在
现有套餐基础上为友好用户提供 5G极
速体验包，提供 5G体验终端，可以不换
卡、不换号、不换套餐直接升级为 5G用
户，优先体验5G网络。上海电信还将与
5G合作应用客户、5G创新应用开发者、
5G发烧友，全面开启 5G友好体验招募
工作。同时还在张杨路、漕溪北路、振泾
路、江苏路、莘东路、横浜桥等六家营业
厅安排了5G体验专区，用户可以去体验
5G+VR、5G+云游戏、5G+高清视频通话
和5G+云桌面等5G应用。

——看未来
1.哪些城市可能率先成为5G城？
上海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陆

雷说，5G在前期的投入成本还很高，并
不是所有地方都能“一步到位”，三大运
营商也有重点投入，例如北上广深等城
市人口密度大、应用场景多、技术基础
优、消费能力强，就会成为优先重点布局
区域。

2.5G未来会很贵吗？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龚达宁说，回顾移动通
信发展历程,每一代技术应用初期，终端
价格一般都比较高，这是产业发展的自
然规律。此前4G手机时代，全球用户也
经历了手机价格昂贵到亲民的过程。随
着用户规模不断增加，研发成本摊薄，预
计 2020年到 2021年左右，5G手机价格
将会迎来较为明显的下降。

3.上海会做哪些探索？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张建明表示，5G技术是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上海要强
化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充
分发挥5G的网络支撑和应用赋能作用，
打响“双千兆宽带城市”品牌。年内上海
将建成超过1万个5G基站，到2021年将
累计建设超过3万个5G基站，实现5G网
络深度覆盖。政府部门将做好顶层设
计，从编制5G专项规划、制定建设计划、
建设 5G 示范区等方面入手，大力推进
5G网络建设与应用探索。

4.5G的下一步会如何铺展开？
中国信通院华东分院首席规划师贺仁

龙说，5G牌照发放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从消费者角度看，用户要使用5G网络，需要
换手机，5G终端会在今年下半年实现量产。
从产业角度看，相比 3G、4G面向个人，5G
将掀起一场数据工业的革命，其意义在于与
工业设施、医疗仪器、交通工具等深度融合，
实现万物互联，为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提供
丰富的“燃料”，驱动着生产力的发展革新。

5G应用已经在各行各业“尝鲜”

习近平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