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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 5G 技术、标
准等初步建立竞争优势

当前，全球 5G 正在进入商用
部署的关键期。坚持自主创新与
开放合作相结合，我国 5G产业已
建立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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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技术标准方面，我国倡导的 5G
概念、应用场景和技术指标已纳入
国际电信联盟（ITU）的 5G 定义，
我国企业提出的灵活系统设计、极
化码、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
等关键技术已成为国际标准的重
点内容。

截至 2019 年 5 月，全球共 28
家企业声明了 5G标准必要专利，
我国企业声明数量占比超过30%，
位居首位。

在产业发展方面，我国率先启
动5G技术研发试验，加快了5G设
备研发和产业化进程。目前我国
5G中频段系统设备、终端芯片、智
能手机处于全球产业第一梯队。

记者此前从工信部了解到，在
产业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
5G 技术和产品日趋成熟，产业链
主要环节已基本达到商用水平，具
备了商用部署的条件。

我国 5G研究推进吸
纳了全球智慧

多年来，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
球通信标准组织、网络建设和产业
推动，为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
做出贡献。我国 5G研究、推进过
程中，也吸纳了全球的智慧。

龚达宁说，我国一直秉持开
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全
球 产 业 界 携 手 推 进 5G 发 展 。
2013 年，我国成立了 IMT-2020
（5G）推进组，爱立信、诺基亚、
高通、英特尔、罗德与施瓦茨
等多家知名国外企业都是推
进组成员单位。基于推进组
平台，国内外企业联合开展技
术研究、技术试验和产品测试
验证，共同制定技术规范和测
试规范，并积极参与测试。

在技术试验阶段，诺基亚、爱
立信、高通、英特尔等多家国外企
业已深度参与。

全球系统设备、芯片、终端、测
试仪表等企业相互合作、共同促
进，为加快我国 5G产业链的发展
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欢迎国外企业积极参
与我国5G网络建设

龚达宁说，全球移动通信产
业发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格局，各国企业通力合
作、互利共赢。4G 时代，多家国
外企业即已参与我国移动通信市
场，并与我国电信运营企业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我国移动
通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
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龚达宁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欢迎国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
络建设和应用推广，继续深化合
作，共谋5G发展和创新，共同分享
我国5G发展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十余年
时间累计献
血 量 超 过

2000毫升，这是我省外卖小哥李峰的别
样“成绩单”。

5月 30日，中央文明办在北京发布
5月“中国好人榜”。经地方推荐、集中
展示和网友点赞评议，来自河南洛阳的
美团骑手——李峰和他的父亲李艮桥因

“义务献血十余年”先进事迹感动全社
会，获得“中国好人”荣誉称号。

1982年出生的李峰是洛阳市龙门石
窟管委会龙门村人，他和父亲李艮桥的血
型都是被称作“熊猫血”的Rh阴性A型。

“2008 年，我和父亲成为洛阳市近
2000名Rh阴性血献血志愿者中的一员。”
李峰介绍，为了不错过“稀有血型微信群”
的每一条求助信息，他给这个群设置了“置
顶聊天”，总是在收到求助信息后“秒回”。

十多年来，李峰先后紧急献血8次，
献血量超过2000毫升，李艮桥先后献血
11次，献血量超过4000毫升，他俩也被
血站工作人员亲切地称作父子“熊猫
侠”。李峰的女儿今年8岁，几年前也被
确认为Rh阴性A型血。“希望女儿长大
后也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李峰说。③8

经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报道后，这场
答辩在朋友圈被刷屏，网友纷纷点赞：坚强
如你，不言放弃。

网友“耶露也”：人必须认真，也必须变

通，师和学相辅相成，得到尽是人间美好！

网友“赵子云龙913”：好感人啊，一是

“病人”如此坚强，已超越精神；二是导师们

把考场设置到病房，是对强者的大爱。

网友“老树新花”：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

挫折，我们都要好好的，路还那么长，坚强如

你，不言放弃。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祝传鹏 整理）

河南外卖小哥获
“中国好人”荣誉称号

信息安全不会改变。今
年，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在全
国范围内组织开展APP违法
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
治理工作，范围涵盖了电子商
务、地图导航、快递外卖等多方
面。我国也在就 APP 违法违
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
方法征求意见。今后，个人信息
保护的法律体系将越来越健全。

以人为本的服务、创新理念也不会改变。专家认为，
5G是万物互联时代，但不意味着人类会面对更多冷冰
冰的机器，在享受智能生活的同时，如何拓展人与人之

间的互动方式，将成为互联网企业的终极追求。

资料来源：新华社

从从44GG到到55GG
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消费生活新变化消费生活新变化

虞城县乔集乡：“借网生财”巧开“致富门”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王支援

盛夏时节，暖风轻拂，抬头即是蓝
天白云。随着车辆驶入虞城县乔集乡
的地界，成片成片茂盛的果树进入眼
帘，放眼望去，犹如一片绿的海洋。

“这些树全是苹果树，乔集是远近
闻名的苹果之乡，20余年来，就是这
一个个小苹果让群众过上了好生活。
现在，我们乡村村都淘宝，户户有电
商，群众‘借网生财’,不用出门就把苹
果卖到了全国各地及国外，坐在家中
把钱挣。”乔集乡党委书记王琪说。

乔集乡是虞城县北部边缘的一个
农业乡镇，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拥有
苹果、步梯、服装加工等八项产业，紧
跟时代步伐，抓住网络优势，大力实施

“互联网+农产品”“互联网+金属制
品”等进村工程，把电子商务与企业发
展及扶贫工作相结合，不断完善电子
商务服务体系建设，让电商成为乡镇

发展的新业态，拓宽了村民发展致富
新路子。

农特产乘“电商快车”走出深闺

“各位老铁，看看，这是绿油油的
麦田，不打药无公害，苹果哥正在给大
家挑选最好的新鲜麦穗……”5月 28
日，40岁的侯庙村村民赵东勤正在地
头进行网络直播销售新鲜麦穗。

两部手机，一台支架，夫妇二人连
着直播三个小时，几十箱麦穗就这样
被卖到全国各地。

赵东勤是该乡远近闻名的“红苹
果”，因其淘宝名“庄家红苹果”而得，
其丈夫则人称“苹果哥”。家种 15亩
苹果，4年前，为销售苹果而接触淘宝
等网络平台，并在网上开店销售。随
着二人名气的扩大，他们不仅销售苹
果，也销售各种新鲜时令的农特产，还
帮村民代售。

“现在我们卖的有村民自制粉条、
变蛋等，但主要还是苹果。虽然苹果

没下来，但我们也去苹果地直播，全程
记录苹果生长过程，很多网友看到后
都在网上预定，现在我家苹果基本都
被网友预定完了。”赵东勤笑着说。

淘宝、直播在该乡已经不是什么
新鲜事。甚至部分村民还当起了“苹
果经纪人”，专帮村民在网上销售苹
果。

该村“苹果经纪人”之一刘奎元告
诉记者，侯庙村是该乡最早种植苹果
产业的村庄，由当初的不敢种、尝试
种，到现在家家都种，逐渐成为全乡的
主导产业。如今，该乡栽植苹果面积
达 2.6万亩，被评为“中国优质苹果基
地百强乡镇”，苹果成功获批“中国地
理标志”。每到苹果收获季节，来此收
购的大车络绎不绝，现在大部分苹果
通过网络销售，大车也越来越少。“我
每年帮群众销售苹果的收入大约 20
万以上，村民真是足不出户挣大钱。”

电子商务解决了农产品难卖问
题，帮村民增收致富。近年来，乔集乡
加大了对农村电商的推进，各种物联

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逐渐向小农户
覆盖，让小农户搭上信息化快车。当
地政府还积极帮助小农户合理安排生
产计划，鼓励小农户开展网络购销对
接，促进农产品流通线上线下有机结
合。如今，中国邮政、申通、圆通等品
牌物流延伸到全乡的数个行政村，19
个行政村共有物流 20多家，每天每个
物流点销售苹果8吨以上。

乡村产业因电商熠熠生辉

电商不仅让农民网上销售农产品
越来越方便，而且让农民的钱袋子越来
越鼓，还促进了乡村产业的跨越发展。

走进乔集乡高范庄村的步梯生产
厂，工人们正在分装步梯，一车车步梯即
将被送到全国各地，实现它们的价值。

“我们的步梯全部都在网上销售，
根本不够卖的，哪还能线下销售。我
这个厂有 140多名工人，贫困户三四
十人，年销售额达 200多万元。这样
的厂我们大约有四五个，都是网络销

售。”该厂老板刘贺说。
据刘贺介绍，他是该村村民，原本

在县城做销售，其亲戚刘熬经营电商
生意，销售步梯产业，生意非常火爆。
2014 年，他返乡创业开办了步梯厂，
生产的产品全部运送到县城库房，然
后通过刘熬运营的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各地。

在乔集，生产步梯的厂子有十几
家，或自己当老板创立淘宝店，或让其
他电商代为销售。因为该乡步梯生意
的发展壮大，辐射带动了邻近乡镇开
办了多家步梯配件厂。目前，该乡正
在建立占地 30亩的电子商务产业园，
延长步梯生产产业链，辐射带动更多
配件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逐步打
造“中国梯具之乡”。

“电商让更多人返乡创业，也带动
了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乔集乡六庄
村村民刘训长告诉记者。

刘训长可谓是一名专业的新时代
“电商人”。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的
他，曾在外地开过书店和培训班，2011

年回乡创业，建立了家庭农场，并在县
城创办了兴诺电子商务中心，拥有
400 余名员工。除了销售农特产品
外，他还进行电商培训等服务。

在乔集，“互联网+”已经渗透到各
个村庄，新时代“电商人”越来越多。
乔楼村的张凯把钢钢网做向了世界；
高范庄村的刘熬步梯销售连续 5年在
天猫销量第一名；数十名村民把家里
的辣椒、红薯等农产品通过物流发向
了全国……

“电子商务进农村是一项助力乡
村振兴的民生工程，让农民享受互联
网带来的便利，让更多人实现创业梦
想，也为广大农民增收致富打下了基
础，为乡村振兴插上了‘互联网’翅
膀。”王琪说，该乡将紧抓区域内产业，
积极构建产业平台，专人负责谋划发
展，提供配套服务，努力把乔集乡区域
产业做成品牌，实现乔集产业发展进
入快车道，将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
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陈冠男

舆情暖焦点

患病多年女子穿婚纱
出席“人生告别式”

融媒工作室 出品

新闻事件：鹤壁的贾楠2013年被查
出患有乳腺癌，如今癌细胞已扩散到全
身。丈夫为了让她笑着走完人生最后旅
程，不仅带她去海边旅行，5月 31日还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为她举办了一场特殊
的“人生告别式”，贾楠穿着婚纱出席。

为给生病父亲捐骨髓
11岁小男孩猛增肥

新闻事件：辉县的路炎衡被查出患
白血病，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经过
骨髓配型，只有11岁的儿子路子宽是合
适人选。为给父亲捐骨髓，只有30公斤
的路子宽努力增肥，3个月内增长了十
多公斤。他希望自己能早日胖到 50公
斤，给父亲捐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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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04分，梨视频
微博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新浪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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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数据：

59 万

6月 3日 14
时 04分，梨视频
微博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新浪视
频、大河客户端、
鹤壁新视界等多
家媒体转发相关
报道。截至6月3
日 17时，视频播
放量达59万次。

传播数据：

59 万

6月 3日 16
时 08分，看看新
闻 首 发 相 关 报
道。此后，人民日
报、每日商报、近
报融媒等多家媒
体 转 发 相 关 报
道。截至6月3日
17时，视频播放量
达55.9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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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尹沅沅

“程艳芳同学，答辩小组全体委
员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你的毕业
论文合格，通过答辩！”6月 2日上午，
河南省人民医院病房内，来自华东政
法大学的商丘籍学生程艳芳通过了硕
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顺利毕业。
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导师、家乡高校的
老师以及医院领导共同参加了这场特
殊的答辩会，见证了这个重要的时刻。

程艳芳是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法制教育与传播专业硕士研
究生，一个多月前，她在开封参加应聘
单位的面试途中不幸遭遇车祸。

这次车祸，让程艳芳的颈椎和头
部遭受严重创伤。研究生答辩迫在眉
睫，程艳芳非常焦虑，多次向学校表示

“要如期参加论文答辩，正常毕业”。

在得知程艳芳突遭车祸后，华东
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也在第一
时间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并组织全院
师生开展爱心捐款活动。为了满足
程艳芳的愿望，经过学校与医院沟通
协商、对病人身体状况作出充分评估
后，华东政法大学决定联合郑州大
学、河南省人民医院共同为程艳芳举
办一场特殊的答辩会。

为了好好准备这场论文答辩，身
体无法挪动的程艳芳让父亲每天将
保存在手机里的论文内容及相关资料
一页一页翻给她看，看累了就让父亲和
弟弟念给她听、帮助她手写论文要点。

“我姐说，一定要好好准备这场答辩，不
能因为情况特殊，就让答辩质量打折
扣。”程艳芳的弟弟程浩告诉记者。

6 月 2 日上午 9 时，答辩开始。
尽管不是在学校，但这场答辩的程序
一环也不落下。程艳芳躺在移动的
病床上，通过夹在领口的扩音器，向
坐在对面的 5位答辩委员会的专家
陈述论文内容。虽然声音微弱，但思
路清晰。她的弟弟则站在病床旁帮
助她把论文翻页。接着，专家们各自
针对论文内容提出问题，程艳芳一一
进行解释阐述。最终，她以“优秀”的
成绩完美结束了这场病房里的答辩
会。③9

一场病房里的论文答辩会引来网友纷纷点赞

坚强如你 不言放弃

55GG来了来了，，颠覆你想象颠覆你想象

无人机应用
5G 将 推 动 其 在 农

业、消防等方面应用，获取
4K 乃至 8K 高清视图，帮

助发现着火点等

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近期将发放

5G商用牌照，我国将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我国5G在哪些方面具备竞争优势，5G商用建

设是否对国外企业开放？专家回应，将一如既往地欢

迎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

广，共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

从“二维”到
“三维”、虚实对
接更精准、更多
痛点解决

[ 升级 ]

在线教育
引入AR、VR，支持场景化“一

对多”教学，解决目前在线教育普
遍存在的缺乏同伴交流

地图
高精地图的

精度将达到厘米
级，不仅提示哪
条路堵，还将提
示第几条车道堵

通过 5G直播高清
4K画面，即时清楚了解
衣 服 有 没 有 拉 丝 起
球、水果是否新鲜等

[ 不变 ]

购物

程艳芳同学，答辩小组全
体委员经过充分讨论，一
致认为你的毕业论文合
格，通过答辩！

温情添一缕生活暖色

6 月 2 日，一场特殊的研
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在河南省
人民医院病房楼内举行。参
与者不仅有学生和导师，还有
紧随身边的医护人员。②4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祝传鹏 摄

参观者在第二
届数字中国建设成
果展上体验5G轻量
化演播室。新华社发

制图/周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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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网谈焦点网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利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