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倒排工期力争年内建成6000座5G基站

借助移动借助移动55GG网络技术网络技术，，市民足不出户市民足不出户，，便可通过便可通过55G+G+360360°VR°VR
摄像头身临其境摄像头身临其境““云游览云游览””日月贝日月贝、、香山湖香山湖、、爱情邮局等珠海爱情邮局等珠海““网红打卡网红打卡
地地””；；利用联通利用联通55GG网络低时延网络低时延、、大带宽优势建设的超级充电站大带宽优势建设的超级充电站，，充电时充电时
间可比普通充电站缩短一半以上间可比普通充电站缩短一半以上，，且充电安全性更有保障……随着更且充电安全性更有保障……随着更
多多““55G+G+””技术的推广应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带来的新变化正在给人们的生带来的新变化正在给人们的生
活带来更多便利活带来更多便利。。

为加快为加快55GG建设建设，，我市专门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我市专门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大力推动公共资大力推动公共资
源免费开放源免费开放、、切实降低切实降低55GG基站用电成本基站用电成本，，解决解决55GG基站建设面临的站基站建设面临的站
址缺址缺、、用电贵等难题用电贵等难题。。据初步统计据初步统计，，截至截至88月底月底，，珠海移动已完成约珠海移动已完成约
16001600个个55GG基站的建设基站的建设，，珠海联通与珠海电信共完成约珠海联通与珠海电信共完成约15001500个个55GG
基站的建设基站的建设。。据此推算据此推算，，三大电信运营商在我市建成投用的三大电信运营商在我市建成投用的55GG基站基站
累计超过累计超过30003000个个，，全年建成全年建成60006000座座55GG基站的目标已完成过半基站的目标已完成过半。。

目前目前，，我市我市55GG建设已开启建设已开启““倒计时倒计时””：：各电信运营企业和中国铁塔各电信运营企业和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正挂图作战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正挂图作战、、对标对表对标对表，，倒排工期确保按期倒排工期确保按期
完成完成55GG基站年度建设目标基站年度建设目标。。

明年底实现明年底实现55GG 网络全覆盖网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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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网络建设扶持政策，最高
奖励2000万元

“加快建设5G网络新型基础设
施是国家战略部署。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5G建设，力争上游，制定了今
年建设5G基站6000座、明年继续建
设11000座的目标，到明年底实现全
市5G网络全覆盖，比省原规划时间
提前2-3年。”近日，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副局长张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
绍说。为加快推进5G建设，市5G建
设专项推进小组每月举行例会，研究
部署相关工作。

今年6月10日，市政府办公室正
式印发《珠海市促进5G网络建设及产
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从7个方面（4
项政策、3项措施）对我市5G网络建设
和产业发展给予专项政策支持，争取
到2020年底实现全市5G网络基本连
续覆盖和横琴新区全覆盖。

《若干措施》提出，对按期完成
省、市下达年度5G基站建设任务的
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每建设开通一个
5G基站给予最高1万元奖励，每年单
个企业奖励上限2000万元；对按期
完成省、市下达年度5G铁塔站址建
设任务的铁塔公司，每建设一个5G
铁塔站址给予最高2000元奖励，每
年奖励上限1000万元。

“我市是全国第一批5G商用城
市之一，现有5G个人套餐用户约60
万户，用户规模持续增长中。从去年
开始，我市就开始培育支持‘5G+’融
合应用创新。”张根介绍说，目前，我
市在工业制造、医疗卫生、交通运输、
4K/8K超高清视频、VR/AR等领域
形成了一批5G应用场景，共有4个项
目入选国家、省级5G应用示范项目，
9个项目入选市级5G应用示范项目。

为支持垂直行业5G创新应用，
《若干措施》提出，将重点在工业互联
网、无人驾驶、医疗、教育、超高清视
频、AR/VR、农业农村、安防、能源等
领域中支持一批产业带动作用明显
的5G新服务、新产品、新业态、新模
式示范项目，给予每个项目最高100
万元奖励，每年支持的示范项目数原
则上不超过15个。

“我市5G产业发展初具规模，是
省级5G产业园。产业规模约300亿
元，规模以上5G产业链重点企业29
家，已形成了以5G基础器件研发生
产为重心、应用终端及场景优化升级
为牵引的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
张根介绍说，珠海市将加快推进5G
研发、生产和应用园区建设，打造特
色鲜明、功能完善、企业聚集的5G产
业集聚区。

《若干措施》提出，对完成5G网
络全覆盖的园区给予最高100万元
奖励，支持企业在 5G核心设备、芯
片、器件、模组及终端等领域开展产
品研发及产业化，对5G产业发展项
目给予最高200万元事前资助。同
时，加快5G产业招商引资，重点支持
围绕5G产业链的基础材料、核心零
部件、设备、终端等关键环节开展产
业招商。

推进公共资源免费开放，缓解
5G基站选址难

近日，记者在香洲区政府大院篮
球场附近看到，几名技术人员正在对
绿地上的一处5G基站进行维护作业。

“这是公共资源免费开放后，我
们在香洲区政府大院最早建设的一
个5G地面基站。”珠海铁塔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冯程告诉记者，目前，
珠海5G基站建设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是对原有4G基站站址进行升级改
建，另一种是从头新建站址，而站址
短缺是制约 5G 基站建设的一大难
题。

据了解，我市原有4G基站站址
约3300个。5G基站建设采用先易
后难的步骤进行，前期主要是对原
有4G基站进行升级改建，实现4G、
5G双网协同。目前已建成投用的5G
基站，绝大部分系在原有4G基站站
址上升级改建而成，新建站址相对较
少。

“老百姓对5G基站建设存在一些
误解，怕辐射，进小区新建站址面临较
大难度。”冯程介绍说，实际上，5G基
站距离人体10米之外其辐射值比手
机还要小，对人类和动物的影响甚
微。市体育中心羽毛球馆附近的一处
5G地面基站上，甚至还有喜鹊在天线
附近筑巢育雏便是明证。“鸟类对辐射
的灵敏度比人类高出许多，它们都不
怕5G基站，说明5G基站辐射的影响
非常小。”

张根表示，由于技术特性，5G基
站安装密度相比4G基站更高，因此，
建设5G基站需要更多的站址资源。
针对新建站址选址难问题，我市已大
力推进公共资源免费开放给5G建设
使用，免费开放的公共资源包括各级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医院和学
校）、国有企业的办公场所和物业、公
园、广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
等。另外，对于私人物业和小区的5G
建设入场困难问题，全部落实到具体
单位负责协调解决。

7月初，经各区（功能区）、市直各
业务主管部门积极发动，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梳理发布了支持5G建设公共
资源免费开放清单（2020年第一批），
合计2296个公共物业、公共设施全部
免费向5G建设开放。

清单发布后，珠海铁塔公司在8
月上旬迅速完成了430个点位的勘
察，其中151个点位已纳入建设计划。

“香洲区政府大院5G地面基站
的正式开通，为公共资源免费开放用
于 5G 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作
用。”冯程透露，目前，市政府大院内
5G基站选址正在规划之中，各镇村公
共物业、公共设施免费开放正在有序
推进。7月22日，斗门区莲洲镇政府
正式开通5G基站，基站使用镇政府
办公室楼顶天面，是斗门区第一个公
共资源开放示范站。

据统计，截至8月20日，珠海铁塔
公司在全市完成建设 5G站址 2279
个，完成全年目标的57%，其中在原存
量站址改造数为2221个、新址建设数

58个。
“新建
一个大的
5G地面基
站站址通常需
要2-3个月时间，现
在离年底只剩下 3
个多月，时间紧、任务
重，我们将全力以赴，倒排工
期，争取按时保质完成新建
站址目标任务。”冯程表示，
除了继续加大公共资源免费开
放外，也希望小区居民理解支持5G
基站建设，共同为国家的新基建战略
做贡献。

加快推进“转改直”工作，降低
5G基站用电成本

“5G的速率高，5G基站的耗电量
也相对大一些，大约是4G基站的3-4
倍。”冯程表示，除了站址短缺，用电
贵也是制约5G基站建设的一个重要
元素。

为切实降低5G基站用电成本，
我市加快推进“转改直”工作。6月
16 日，市发展改革局、市市场监管
局、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局联合发
出《关于5G基站用电价格及清理规
范转供电环节有关收费的通知》，进
一步明确5G基站用电价格、清理5G
基站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加
大转供电环节用电价格监管及处罚
力度。

6月24日，市市场监管局向全市
各转供电主体发出提醒告诫书，要求
各转供电主体严格执行5G基站转供
电环节收费政策，不得通过转供电盈
利，要求转供电主体开展自查自纠，
并对首批30个物业进行了检查，对
电价高于政府定价、擅自加价的公共
及私人物业进行约谈并要求整改。

7月 9日，市发展改革局召集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南方电网广东珠海
供电局、电信运营企业、铁塔公司等
单位开会，对简化基站用电报装流程
和手续、加快推进“转改直”、出台我
市5G基站用电价格指引等问题进行

交 流 和
研 究 。
会 后 ，市 发
展改革局联
合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市场监管局、
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
局编制《珠海市5G基站
转供电用电费用价格指引》。

根据 8 月 5 日印发的《珠海市
5G 基站转供电用电费用价格指
引》，转供电主体应按公布的目录
销售电价向转供区域内的 5G 基站
用户收取电费，不得在转供电环
节 加 价 牟 利 。 如 有 高 于 政 府 定
价、擅自加价等不执行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行为的，均属于价格
违法行为。

记者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
到，通过规范电价标准、5G基站用电
统一按一般工商业电价执行，全面推
进5G基站用电“转改直”工作，可以
使5G基站用电成本普遍从原来的1.2
元/度下降20%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8月我市5G基站
建设速度较7月有所提升，但对比全
年目标倒排工期8月应完成目标数仍
有较大差距。各区（功能区）、各电信
运营企业仍需加大工作力度，在剩下
的3个多月时间进一步提高建设速
度，确保12月底完成6000座5G基站
的建设目标。

“以后在日月贝举办灯
光秀等大型户外活动，市民
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5G+360°全景VR摄像头，
身临其境看直播。”9 月 4
日，珠海移动网络部副总经
理赵永峰指着日月贝附近一
处 5G 基 站 介 绍 说 ，5G +
360°全景VR摄像头实时直
播正是利用了5G网络大带
宽和低时延的技术优势得以
实现。

据了解，今年，珠海移动
计划建成3000个5G室外基
站，当前已开通1600个5G室
外站，香洲区、高新区、横琴新
区及西区核心城区已实现5G
连续覆盖；并打造了长隆旅游
度假区、横琴新口岸、港珠澳
大桥等5G精品网络区域，下
载速率最高达到1275Mbps，
是4G速率的20倍。此外，珠
海移动在横琴口岸部署了新
型5G室内分布系统，打造了
全国首个5G口岸，通过5G+
助力横琴口岸安全、高效、智
慧的运行。

目前，全市重要公共场
所、重点高校、三甲医院、主要

交通枢纽等已覆盖移动5G。
在日月贝、香山湖公园等热门
景区，珠海移动部署了5G+
360°全景VR摄像头，全国
各地游客只需下载广东移动
粤享5G APP，即可通过云旅
游栏目实现360°游览，随时
可以看到景区白天、黑夜景
色，为游客带来全新的“云旅
游”体验。

在 5G 融合创新应用方
面，珠海移动携手魅族、汤臣
倍健、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
司等知名企业共同打造“5G+
工业互联网”示范项目；携手
央视春晚节目组，实现了全国
首个5G+8K/4K/VR创新应
用。今年8月，珠海移动在我
市率先实现了日月贝、香山
湖、爱情邮局三地 5G“云同
唱”。此外。在庆祝珠海建市
40周年大型光影焰火秀、日
月贝灯光秀、长隆《龙秀》等文
娱项目都有通过移动5G进行
高清直播。

下一步，珠海移动将继续
加速5G建设，加快实现全市
5G连续覆盖，为SA商用、5G
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珠海移动：

5G+360°全景VR摄像头
带来“云旅游”新体验

“以前在其他地方充电要
一个多小时，在这里充电用时
少了一半，运营的时间多了，
收入也增加了。”9月初，正在
前山岐关超级充电服务站为
车辆充电的珠海青年客运有
限公司李师傅满意地说。

据悉，这处由珠海联通携
手岐关新能源打造的我市首
个“5G+智能充电站”，自7月
初投入运营以来，日均为约
300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捷、
安全的充电服务。

珠海联通网络部经理、高
级工程师王洁正介绍说，珠海
联通采用华为技术，主建联
通+电信的5G网，截至目前，
已在全市范围内建成5G基站
约1700个，同时与市卫生健康
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
高新区、高栏港区、富山工业园
等多家政企单位签署了5G创
新应用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本
地5G产业发展。目前，珠海联
通5G信号已基本实现党政机
关、医院学校、交通枢纽、道路、
商圈、景区等重点场所全覆
盖。接下来，珠海联通将继续

推动完成年内建设3000个5G
基站的目标，实现室外全覆盖。

在“5G+新能源”“5G+工
业”等方面，珠海联通与格力电
器、三一重工等多家龙头企业
开展了合作。2019年9月，联
通与格力电器联合中标工信部
5G创新应用标杆项目：面向家
电制造行业的5G工业互联网
应用推广服务平台。该项目同
时了纳入国家、省“5G+工业互
联网”512工程。今年，华为、
联通、格力三方在格力园区进
行了全球最先进的5G端到端
切片技术应用以及MEC专网
建设，这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
企业类5G切片网络实际应用。

未来，珠海联通还将利用
“联通+政府+企业”的合作模
式，并以成立5G创新应用联
合实验室等方式，聚合政府、
龙头企业资源，开展5G创新
应用试验，着力推进珠海工业
制造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同时，积极通过5G网络
及其网络测试环境建设和创
新应用开放来带动我市5G产
业发展。

珠海联通：

“5G+智能充电站”省时又安全

采写采写：：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振华郑振华
摄影摄影：：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钟钟 凡凡

“我市是全国第一批
5G商用城市之一，现有5G个

人套餐用户约 60 万户，用户规
模持续增长中。从去年开始，我市

就开始培育支持‘5G+’融合应用创
新。”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根

“香洲区政府大院 5G 地面基站的正式开
通，为公共资源免费开放用于5G建设做出了表率

和示范作用。”
目前，市政府大院内5G基站选址正在规划之中。

7月22日，斗门区莲洲镇政府正式开通5G基站。
——珠海铁塔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冯程

“以后在日月贝举办灯光秀等大型户外活动，
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我们的5G+360°全

景VR摄像头，身临其境看直播。”
——珠海移动网络部副总经理赵永峰

“以前在其他地方充电要一个多
小时，在这里充电用时少了一半。”

由珠海联通携手岐关新
能源打造的我市首个“5G+

智能充电站”，自7月初
投入运营以来，日均

为约300辆新能源
汽车提供快捷、

安全的充电
服务。

中国联通(珠海)大厦楼顶平台的5G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