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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军智慧城区，布局 5G“试验场”

豫园九曲桥上人流过密，

探头及时捕捉到这一画面传回
了后台系统，系统对画面识别后
发出预警，九曲桥附近工作人员
立即启动了人流控制预案；话剧
《红白玫瑰》的剧中人物“走出”

剧院，出现在了上海音乐厅大草
坪的前方， 进行了一段精彩演
出， 带给路人全新的观演体验；

医疗专家坐在上海医院的办公
室，通过传输而来的高清手术画
面， 对远在云南的一场手术，做
出了精准的指导……借助 5G

技术，这些场景未来在黄浦区实
现不是梦。

5G 是深刻影响全局的新
一代基础设施。作为“中国领
军智慧城区”， 黄浦区正积极
在 5G 商用上发力，抢占先机，

进而扩大优势。 今年 2 月，黄
浦区启动 5G 商用建设， 目前
在南京东路、淮海中路、外滩、

人民广场等重要区域已实现
5G 信号的覆盖， 今年底将实
现全区 5G 信号覆盖， 一批智
慧医疗、 智慧直播等 5G 应用
场景也已率先在黄浦区落地。

■ 本报记者 唐烨

5月 18 日，南京路步行街开通 5G 信号。在 5G 环境下，

一个市民通过 3D眼镜观看高清画面。 杨建正 摄

上海最繁华街区
开通 5G信号

今年 5月 18日， 上海最繁华的街区———

南京路步行街正式开通 5G信号。当天，在黄浦
区支持下，上海移动将首场“友好客户招募活
动” 设在了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世纪广场。“5G

是什么？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应用场景？会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专业人员耐心回答市民、游
客提出的问题，还引导他们现场“尝鲜”：使用
5G样机网上冲浪， 感受不一样的速度； 戴上
AR眼镜欣赏名画，细腻的勾勒在 5G环境下看
得真切； 一些企业也派出团队， 现场体验“5G

办公”带来的种种便捷。

5G 是深刻影响全局的新一代基础设施，

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加快 5G商用的步伐，抢占
5G的发展红利。 上海正在努力打造 5G千兆、

宽带千兆的 “双千兆宽带城市”， 为助力上海
“五个中心”建设、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作出更大贡献。黄浦区努力抓住 5G机遇，

抢占先机。今年 2月以来，黄浦区协调移动、联
通、电信、铁塔等运营商大力推进 5G等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在区域内布局。

除南京路步行街，目前外滩、人民广场、淮海
路、豫园、黄浦区政府周边等室外区域，一大会址
纪念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部、置地广场、华狮
广场商务楼宇等室内区域也已相继实现了 5G

信号覆盖。截至 7月 10日，黄浦区已建成 5G宏
基站 159个，预计年内将建成 5G宏基站 480余
个，基本实现全区 5G网络全覆盖，同时结合 5G

场景应用，重点覆盖新世界商城、老介福大楼、淮
海剧汇、世博最佳实践区等商务楼宇和园区。

黄浦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非“平地而
起”。早在 2015年底，黄浦区就完成了淮海路、

南京路总长 4.7公里的基础硬件设施、WiFi建
设， 在淮海路、 南京路实现了免费上网。2017

年，区科委和区规土局合作，编制完成《黄浦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并获得市政府批
复纳入上海城市规划体系，明确了区内通信机
房、通信管线、通信基站、WLAN等设施的总体
布局和建设要求。去年以来，黄浦区完成了外
滩地区通信杆与路灯杆、 路牌杆合杆工作，提
升基础网络承载能力，对全区 126处公共场所
的移动信号开展排查和优化， 为 5G商用在黄
浦区的建设与开展创造了条件。

区领导说，黄浦区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

打造以 5G为引领的“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高
品质通信网络，加快全区高速光宽带网、无线通
信网以及新一代物联感知网络的深度覆盖，率先
建设“双千兆宽带城市”示范区，满足未来物联
网、车联网等各种应用场景下的网络需求。

整区域都可作为
5G应用“试验场”

5G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 5G

应用场景的构建与创新提供支撑， 从而实现 5G

商用模式的有效探索。如今，在黄浦区构建的
5G基础设施之上，一些“5G+”的真实应用场
景业已呈现，并展现出改变未来的端倪。

“今天这台手术， 节省了至少 10%到
20%的时间， 由于图像更清晰且镜头有更好
的景深与立体感，有助于手术者操作。”今年
7月，在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刚为一名 63

岁女性患者实施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的
上海市微创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郑民华这
样说。当天，手术室外的会议室内，近 20名微
创外科 PLUS精工坊的学员们或戴上 VR眼
镜、或直接观看 4K超高清大屏幕，患者腹腔
内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地映入眼帘， 医疗培
训效果大幅提高。 这是瑞金医院在国内首次
实现 5G+4K/8K+VR的腹腔镜手术直播。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5G时代来
临以后，将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环节，改变我们
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认识， 甚至可以改变生产
要素。” 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主任沈浩涛说。

就拿瑞金医院的 5G+4K/8K+VR的腹腔镜手
术直播来说，已构建出未来“5G智慧医院”的
雏形。

在这场直播开始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南区电信局布设了 3 个 5G 微基
站。在此基础上，借助 4K 的 VR 传输，手术

医生获得了清晰的大画面、大视野；借助 8K的
VR传输， 学员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主刀医生的
所有操作。“未来，当 5G技术更好地铺开后，还
可以通过裸眼‘3D+VR’技术替代大屏幕，节省
更多手术时间；而通过成熟的 5G技术，专家无
论身在何处， 都能获取高清同步的实时画面，

带来更精准的手术指导。” 有专家说，5G将给
医疗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

“作为上海中心城区的核心区， 黄浦区拥
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巨大的市场需求、海量的
应用数据，这些都是 5G商用所需要的。黄浦区
整区域都可作为 5G场景应用的‘试验场’。”区
科委负责人说。

黄浦区正积极利用各种机会， 推动 5G与
各个领域深度结合。

“连明星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看得清！”今
年 6月， 第 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在
上海大剧院举行，当晚，不少守在电视机前的
观众观看直播时这样说。原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 4K超高清频道对盛典进行了“5G+4K”现
场直播，这是我国运用最前沿的媒体技术直播
国际性大型文化活动的首个案例。高清晰的呈
现、超流畅的速度、超逼真的现场，向观众展现
了一个不一样的金爵盛典。

南京路步行街东端， 上海最繁华的街口，

华为全球旗舰店确定落址这里，已完成方案设
计， 未来这里将建设成华为全球领先的 5G和
人工智能新品发布、互动体验展厅，打造成为
上海市 5G应用的一张靓丽名片。

区领导说，黄浦区探索 5G应用场景、基于
5G技术的创新应用，将重点聚焦经济发展、城
区治理、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让用户全方位
地体验到快速、优质、便捷的 5G网络，为区内
金融、医疗、教育、商业、商务等机构和企业，提
供更加丰富的 5G终端产品， 不断提升公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努力把黄浦区打造成为国际
一流的 5G技术创新应用示范区。

近期，由国家工信部、上海市政府举办的
“首届全国新型信息消费大赛”（NICER） 决赛
与数字经济峰会将在黄浦区拉开帷幕。“届时，

将会涌现出更多消费信息领域的 5G技术创新
应用。”区科委负责人说。

从 5G商用建设中
寻找发展机遇

“我们正在探索‘无人厨房’的全新商业模式。

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帮助下， 将食材烹饪成美
味佳肴，减少人力操作，也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消
费体验。如果能有 5G技术作为支撑，‘无人厨房’

背后的智能硬件、软件系统肯定会‘跑’得更快，流
程监控更及时，体验更顺畅。”再惠科技是落户黄
浦区的一家创新型企业，其负责人这样说。

如再惠一样，有不少在黄浦区发展的创新
企业， 正从黄浦区推进的 5G商用建设中寻找
新的发展机遇。

“5G技术能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经济的
信息技术支撑， 通过企业推动 5G技术与实体
经济的深度融合，从而加快区域产业、经济与
民生的全面升级。”区领导说，所以我们要服务
好企业， 要紧紧抓住优化营商环境这一核心，

让黄浦区成为最适宜创新企业发展的热土。

去年以来，黄浦区在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方面下足了功夫，逐渐形成了如“一网通办”

“窗口服务”“包容创新” 等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与亮点。

目前，黄浦区达到“最多跑一次”标准的网
上审批事项占比 100%， 全程网上办理事项数
量位列全市第一；针对金融服务、科技创新、食
品餐饮等 14个领域 187个行业，跨部门、跨领
域“打包”整合相关经营许可，打造“政务店小
二”主题式服务。在全市率先设立“出口食品备
案企业综合服务”专窗、“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
受理”以及“商标品牌指导”专窗，解决了一批
企业难题；承载着“一网通办”等业务功能的
“智能店小二 2.0”进驻了商圈、楼宇，让企业办
事不用出楼宇。探索包容审慎监管，首个共享
餐厅、 机器人主题咖啡店、24H智慧便利店落
户黄浦区，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充
分、有序的发展空间。

眼下，黄浦区正在大力推进新型智慧城区
建设， 这将为 5G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提供更多应用场景，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多
展现的舞台。

在新型智慧城区建设方面，黄浦区一直走
在全国前列。2017年， 黄浦区邀请华为制定了
智慧城区顶层设计方案；去年，黄浦区出台了
《关于加强新型智慧城区顶层设计的实施意
见》，提出了“两网一云、一中心、五平台、N 个
项目”的总体框架，从基础层、资源层、平台层、

应用层明确了城市光网、无线城市、政务云、大
数据中心，以及城区运行管理等重点跨部门协
同平台的建设任务；去年 7 月，黄浦区发布了
《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黄浦城区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的实施意见》， 明确了黄浦区下一
步改革发展的方向，提出要打造智能普惠的智
慧城市标杆示范区，构建“物联、数联、智联”三
位一体的智慧黄浦城区大脑，实现基础支撑全
球领先、政务服务高效协同、城市管理智慧精
细、信息惠民普惠高效、兴业服务创新融合；去
年 11月，黄浦区被国家信息中心授予“2018中
国领军智慧城区”称号，全国仅上海黄浦区与
深圳龙岗区两家获此殊荣。

“黄浦区将进一步营造最优的创新服务生
态，加强政策引导、产业扶持、聚合产业力量，

促进消费升级、双创升级、产业升级，支持更多
创新型企业在黄浦区集聚与发展，让发展新动
能不断迸发。”区领导说。

更多智慧城区的场景将在这里展现
有了坚实的 5G 基础设施，

一系列智慧城区的场景将在黄
浦区徐徐展现。接下来，黄浦区
将结合智慧商圈、 智慧展馆、智
慧教育、智能制造展示、智能城
市公共安全等领域，探索推动更
多 5G+应用场景落地。

在南京东路、淮海中路等黄
浦区重要商圈，覆盖 5G信号后，

市民、 游客上网速度会更快，街
头与商场内将出现更多能给市民
游客带来感知交互体验的设施；

每年迎来 4500万人次大客流的
豫园景区， 将开展 5G智慧升级
等项目，项目集成客流预警、消防
预警、人脸识别等功能，实现应急
处置的控制、协调与判断。

文化演出场馆在 5G商用建
设中也是受益者。在中共一大会
址智慧展馆项目建设中， 通过
5G泛感知及智能化平台监控管
理，可实时监测展馆柜台内温湿度，文物
保护及展览监控将更加高效科学；在以人
民广场区域为核心的“演艺大世界”内，演
出精彩纷呈， 试想运用全息虚拟影像技
术，中国大戏院上演的话剧《红白玫瑰》、

上海大剧院上演的歌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 出现在上海音乐厅的大草坪前……

5G技术让演出呈现有了更多想象空间。

在 5G环境下， 课堂教育还可以换一
种“玩法”。今年 8 月中旬，在黄浦区将举
办基于“5G+MR”技术的上海、北京、成都、

青岛四地远程直播教学活动。身在黄浦区

的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佩戴“MR眼
镜”共同学习公共课程，体验全息
3D教学内容并展开讨论， 通过生
动立体的画面展示，学生可以快速
理解抽象的课程内容；远在其他三
地的教师，因为有了 5G技术，可以
无延时地观看授课全过程。

5G可以改变生产环节、 完善
生产过程。 在未来自动化生产线
上，将布满各种机械手臂，因为在
5G的环境下， 后台系统对机械手
臂的操控会非常流畅……在黄浦
区将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位于北京
东路的“科技京城”将建设工业机
器人展示贸易厅和体验基地，重点
展示 5G 网络零时延控制机器人、

虚拟现实 VR实时远程操控工厂等
应用场。

5G 技术还将对公共安全、城
市管理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在外
滩、人民广场、南京东路等重要区

域，因为有 5G技术，不仅数据非常庞大的城
市公共设施可以连接到网络上，前后端大数
据测算、分析、研判等将更为便捷，这意味着
探头可以更大、更清晰，交通信号灯可以更
智能，城市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得到进
一步提升。

外滩区域已覆盖 5G信号，今年底黄浦区将实现全区 5G信号覆盖。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