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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晖 郭哲涵）

“黄埔速度，5G飞扬！ ”昨

日下午，广州市委常委、黄埔区委广州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周亚伟从该区科学

广场展厅拨通粤港澳大湾区第一通5G

电话，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江智

涛接听，这是当天举行的广东省5G示范

区共建签约暨广州高新区、 广州开发

区、黄埔区5G示范网络开通活动上具有

历史性意义的一刻，标志着该区正式迈

入5G时代。

活动现场，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共同签署《共建5G示范区合作协议》，广

州开发区产业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共同签订《5G广州高新区、广州开

发区、黄埔区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

“广州市黄埔区5G示范网络” 同期宣告

开通。

广州开发区年内建设万座5G基站

据介绍，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

黄埔区正加快网络布局，预计2019年底

建成3500座5G基站，在全市计划占比逾

三成———广州计划按照“重点部署，连

片覆盖” 原则， 年内建设5G基站10000

座，打造大湾区信息枢纽，力争今年率

先实现5G试商用。

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黄埔区

是全省首个面向5G技术的物联网与智

慧城市示范区，是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国家顶级节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产

值超过2000亿元。 未来，该区将继续强

化政府在站址规划、共建共享、公共资

源开放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全面布局5G

网络建设。加快5G试验进度和关键技术

的验证， 加强5G与智慧灯杆的结合，进

一步扩大5G试验网络范围。

广州是全国首批5G试点城市之一，

当前，三大电信运营商已在广州国际生

物岛、 广州科学城等地率先布局5G基

站，建成5G基站近百座。其中，广州联通

2018年率先在生物岛完成5G基站的建

设部署，实现5G网络连续覆盖；广州移

动针对区内重点区域开展5G基站的选

址规划， 并在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园、

黄埔海关、海格集团等建设垂直行业应

用试点；广州电信在科学城构建智能制

造产业园示范网，并已完成5G网络基站

部署，实现连片组网。

5G+高清视频会议是一大亮点

在当天活动现场的5G超高速体验

区，与会嘉宾争相参观体验5G鹰眼监控

场景、5G智能可穿戴电梯装备管理场

景、16路同步高清视频、5G+VR全景直

播等5G创新应用场景， 近距离感受5G

与家居、汽车、生产等传统行业融合所

带来的无限可能。

展厅内，一名工作人员正坐在模拟

驾驶座位上，面对三个屏幕，远程遥控

生物岛路面的一台无人驾驶车辆。 这是

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无人

驾驶企业文远知行参展的一款应用，

“当无人驾驶车在路面发生意外时，可

通过后台将汽车接管，确保安全驶离。 ”

据文远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5G信号的

高速率、大带宽、低延时特性使远程无

人驾驶更加精准安全。

在展厅外部停放的珍宝5G巴士上，

5G信号通过广州电信提供的首款5G商

用终端，直接转换为WiFi信号。 车上还

可享受5G+4K高清IPTV，点播电视直播

节目、高清电影全程无卡顿，快进快退

零缓冲。 5G+高清视频会议也是一大亮

点，据广州电信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巴

士上发生应急突发情况时，调度指挥中

心可直接与巴士进行视频连线调度。 ”

该技术还可广泛运用于商务领域，最多

可支持同时进行16路高清连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

昨

日，第12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

幕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

行。 记者获悉，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保

持稳定，总面积为118.5万平方米，展位

总数60651个， 境内外参展企业25496

家，其中境内参展企业24846家。 本届

展会继续分三期举办，预计超过210个

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与会参观采购。

本届展会将继续分三期举办

据广交会新闻发言人、 中国对外

贸易中心副主任徐兵介绍，第125届广

交会展览规模保持稳定， 总体格局不

变。展览总面积为118.5万平方米，展位

总数60651个， 境内外参展企业25496

家，其中境内参展企业24846家。 在境

内参展企业中， 民营企业有21126家，

占85.03%， 成为广交会最大的参展主

体。本届展会将继续分三期举办。预计

超过21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与会

参观采购。

本届出口展按16大类商品设置51

个展区，展位总数59651个。 其中，品牌

展位12125个， 占20.33%； 一般性展位

47526个， 占79.67%。 出口展参展企业

24846家，第一期参展企业8708家，第二

期7511家，第三期8627家。

广交会已成为“卖全球买全球”的

国际公共平台。 今年继续在第一、三期

设立进口展， 展览总面积2万平方米，

共设6个产品区，展位总数1000个。 共

有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家企业参

展，有10个国家和地区展团，还包括美

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行业标

杆和国际领军企业。

将举办广交会（俄罗斯）国际

市场论坛

广交会是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

作的重要平台， 在推动我国构建对外

开放新格局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

用。据徐兵介绍， 本届展会上，“一带一

路”沿线企业为进口展最大参展主体，

共有2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的383家企业

参展，沿线企业占比达到六成。 在本届

广交会招商中， 广交会分别与乌克兰

工商会、乌克兰中国商会、马耳他中国

商会、摩洛哥企业家联合会、挪威中国

商会、阿根廷亚太商会等6家在当地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新机构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

目前， 广交会已与33个沿线国家

的47家工商机构签订合作伙伴协议，

双方在招商宣传、 团组互访、 信息交

流、 与会服务等领域进行深入的交流

与合作。 广交会计划，在两至三年内与

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

本届广交会还将组织20场主题论

坛，涵盖全球贸易形势分析、贸易风险

控制、设计创新、检验检测、品质控制、

色彩趋势等多个领域。 其中，以中俄建

交70周年和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

元为契机， 将与俄罗斯驻穗领馆、《财

经》杂志合作举办广交会

（俄罗斯 ）

国

际市场论坛， 探讨中俄贸易热点及商

机。

770家贫困地区参展企业享免

费展位

为推进商务精准扶贫， 本届展会

免收贫困地区参展企业展位费， 预计

将有来自22个省市的770家企业免费参

展，覆盖45个展区。 同时，继续设立贫

困地区特色产品展区， 展位数量190

个， 共有来自22个省市的170家企业参

展，展示服装、箱包、食品等相关题材

的特色产品。

此外， 广交会第三期首日还将举

办贫困地区特色产品专场推介活动，

免费宣传推介该展区的企业和产品，

并继续为贫困地区参展企业提供免费

翻译服务， 支持其开拓国际市场。 同

时，继续对所有参展企业按照第119届

降低后的标准收取展位费， 继续减免

23项现场服务项目费用， 免费统一铺

设地毯，切实为企业减负降费。

本届展会还继续深入推进智慧广

交会建设。 推出网络无感知认证功能，

优化改进无线上网体验； 开通手机终

端报送成交统计功能， 参展企业可以

通过微信小程序填报当日成交情况；

改进办证系统、引入人脸识别技术、试

点采用新型“非接触”IC卡验证机，使

进馆验证流程更加便捷高效。

第125届广交会今日开幕，展会将分三期

民营企业成最大参展主体

广州开发区5G示范网络开通

粤港澳大湾区第一通5G电话接通

第

125

届广交会分三期举办

工作人员

坐在模拟驾驶

座位上， 面对

屏幕远程遥控

生物岛路面的

一台无人驾驶

车辆。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昨日，志愿者为外宾提供指引。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第一期

举办时间：

4 月 15 日～19 日

主要展出：

电子及家电、照明、

车辆及配件、 机械、 五金工具、建

材、化工、能源类产品

第二期

举办时间：

4 月 23 日～27 日

主要展出：

日用消费品、礼品、

家居装饰品类产品

第三期

举办时间：

5 月 1 日～5 日

主要展出：

纺织服装、鞋、办公

箱包及休闲用品、 医药及医疗保

健、食品类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