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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作为

全球知名的科技创新盛会， 全球移动

互联网大会

（简称 “

GMIC

”）

已走过十

年时间。日前，主办方长城会在广州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GMIC 2019 将于

7 月 25 日~28 日在广州举行。

长城会副董事长郝义表示， 之前

10 届 GMIC 大会都是在北京举行，此

次第 11 届 GMIC 大会不仅将在广州

举行，而且今后都将在广州举办。

据介绍，本次大会将有囊括院士、

图灵奖得主、 全球知名高科技企业首

席科学家等来自全球的 100 名顶尖科

学家汇聚羊城， 为科学家量身定制了

“G-Summit全球科学家智库峰会”、“科

学家大讲堂”、“青年科学家论坛”等交流

平台。

除了科学家， 如今已明确参加

GMIC 广州2019的主要参会企业和展

商，有 Facebook、腾讯、中国联通、Twit－

ter、Snapchat、创新工场、汉王科技、深诺集

团、Talkingdata、蜜蜂科技 Bee+等，还有

故宫文创、长江商学院等跨界机构。

主办方还将在科学小镇内举办各

种趣味横生的科学活动和沉浸式互动

体验， 并与广州的科学馆联合主办不

同主题的现场活动。 GMIC的场地扩大

到广交会(琶洲馆)、广交会威斯汀酒店、广

州塔、广州白天鹅宾馆等场馆，同时与科

学馆、 海珠湿地等同步举办各种活动，达

到全城联动的效果。届时参会者可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 自由选择相应的场馆

参会。

三星全新

Galaxy A

系列产品亮相广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日

前， 三星 Galaxy A 系列新品亮相广

州， 分别有 Galaxy A80、Galaxy A70、

Galaxy A60 及 Galaxy A40s， 还在拍

照、AI 智能以及产品配置等方面，带

来了诸多创新， 为中国年轻消费者带

来了更丰富的产品选择。

三星 Galaxy A80 搭载三星首款

180°炫转三摄， 拥有全新的滑动和旋

转结构， 实现了 4800 万像素主摄像

头、800 万像素 123°超广角镜头以及

3D 景深镜头三摄像头。

Galaxy A70 搭载的 6.7 英寸

（直

角）

。 绚丽 U 视屏采用 20:9 的屏幕比

例，屏占比有了很大的提升，且屏幕色

彩艳丽，画面清晰逼真，为用户呈现出

众的视觉体验。在交互上，采用光学屏

下指纹识别技术， 让屏幕解锁更加安

全便捷。

三星 Galaxy A60 搭载了超清影

像黑瞳全视屏， 是三星首款采用屏幕

振动发声技术

（仅限于语音通话）

的智

能手机，实现了听筒功能，减少机身开

孔，进一步提高了屏占比，使设计更加

简洁。

三星 Galaxy A40s 拥有强劲的续

航能力。 所搭载的 5000mAh

（典型值）

长效电池， 成为了手机重度使用者的

福音。同时，出色的快充能力可有效减

少充电时间， 让年轻用户有更多的时

间去创作，真正做到“创作，不断电”。

淘宝吃货开启“吃货元年”：

携手

150

个城市

打造“一城一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日

前， 淘宝吃货品牌战略发布会在杭州

举行。 阿里巴巴集团营销平台事业部

总经理刘博表示， 未来将汇聚阿里经

济体全域力量， 让每个中国人都成为

资深吃货。据介绍，淘宝吃货将作为一

个全新的品牌，聚合淘宝、天猫、农村

淘宝等资源， 通过线上线下全方位满

足消费者对美食的需求。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好吃得放心实

惠，淘宝吃货将发力升级供给侧，推出

一系列商业赋能计划：今年发布150个

城市美食地图，与全球500个美食产业

带达成战略合作，帮助超过500个全球

食品品牌在3年内实现巨额销售额。

作为淘宝吃货战略的落地项目，

“淘宝吃货”频道4月17日在手淘上线，

大牌爆款美食、时令基地直供生鲜、海

外进口食品、一城一味特色美食齐聚，

让吃货们足不出户即可大饱口福。

根据合作计划，“淘宝吃货” 上线

后，梨视频将依托全球最大拍客网络，

用短视频版的“舌尖上的中国”展示各

地美食，以温暖、美好、真实的美食故

事刺激受众味蕾， 从而实现带货的可

能。“淘宝吃货”IP，也有望成为国内日

均产量领先的美食内容生产方。

数天内争相与大学签合作协议

运营商展开广州5G争夺战

相关报道

5G

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全球100位院士、图灵奖得主云集

GMIC�2019将于7月在广州开幕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 记者 潘敬文

尽管 5G 尚未全面启动， 运营商

的争夺战却已打响。上周，广东移动和

广东联通几乎同时宣布与多间大学校

园进行 5G 合作，并向市面推出 5G 展

示终端。 分析认为，2019 年是 5G 元

年， 全球运营商对 5G 部署的积极性

要远高于 4G。 但目前 5G 仍未进入实

际商用， 市民真正可以使用的 5G 产

品仍需等明年。

面向校园：频繁签约圈地

5G 未动，校园市场的圈地运动已

正式展开。 4 月 18 日，广东联通与广

州中医药大学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暨

5G·智能校园启动仪式。 广东联通表

态，倾力支持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发展，

以教育信息化为抓手， 打造“5G+教

育” 多元化的业务体系， 打造全国的

“5G+智能教育”标杆，让 5G 新兴技术

点亮中医药之光。

无独有偶，同日，广东省教育厅与

广东移动签订基础教育信息化融合创

新合作协议。据广东移动介绍，双方将

携手推动全省中小学校园宽带超 200

兆，共建 100 所智慧校园典型示范校，

并积极推进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

用融合创新，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落地生效。

紧接着，4 月 19 日， 广东工业大

学与广东移动签订了 5G+智慧校园战

略合作协议。在签约仪式上，全国首个

5G+智慧校园赋能研发中心以及 5G+

新云融合学习空间正式揭牌。 广东移

动在一份新闻资料中表示， 这标志着

国内高校首家 5G+智慧校园落户广东

工业大学。 根据协议，在教学应用上，

广东移动将推出远程 4K 高清直播互

动课堂、AR/VR(

虚拟现实

)教学应用、

仿真远程实训、5G 远程全息投影教

学。

面向市民：展示 5G终端

除了面向学校高调展开“圈地运

动”，面向普通市民，移动和联通两家

运营商也争相展示 5G 终端以吸引市

民的注意力。

4 月 17 日， 中国联通用于 5G 友

好体验的首批合作 5G 手机全部到

位，并在广州和深圳 4 个营业厅展示。

据中国联通介绍， 首批 5G 友好体验

终端有 12 个品牌， 共 15 款 5G 手机，

包括 OPPO、vivo、华为、小米、中兴、努

比亚等知名品牌。

同一天， 广东移动发出新闻稿宣

称“广东移动率先完成多品牌 5G 终

端测试”。 广东移动表示，在中兴设备

的 5G 非独立组网环境下， 广东移动

对中国移动自主品牌终端先行者一

号、 华为 MATE 20X、 中兴 Axon 10

Pro、OPPO Reno、vivo NEX 等 5 款

5G 终端进行了接入、移动性以及业务

测 试 ， 实 测 峰 值 下 载 速 率 高 达

1.4Gbps。

针对中国联通宣称“已在全国 17

个重点城市部署搭建 5G 网络， 进行

了规模化的网络试验”， 广东移动表

示， 公司正积极推进各地 5G 网络建

设，全省 21 个地市均已开通了 5G 基

站。

专家：运营商建5G积极性远超4G

在近日的 Qualcomm 人工智能开

放日上，Qualcomm 中国区董事长孟

樸

表示，在全球范围内看，从 4G 过渡到

5G 的速度， 比 3G 过渡到 4G 更快，

“4G第一年的时候，有 4家移动运营商部

署网络，3家终端厂商发布 4G产品；再看

下 5G，目前已有超过 20家运营商宣布了

5G网络部署计划，同时将有超过 20 款

5G 终端在今年发布。 ”

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国联通 5G 专

家蔡超表示，2019 年被称为 5G 元年，

今年运营商就有几百亿投入到 5G 网

络， 明年投入更可能增长数倍， 这让

2019 年 5G 就具备了预商用的条件，

同时也开始有 5G 商用终端的出现。

但 5G 真正应用仍需等明年。 蔡

超表示， 其实国内三大运营商的步调

一致， 都在 2019 年完成业务示范和

5G 预商用网络，2020 年才推出 5G 商

用网络。 如果要用苹果的 iPhone 5G

手机，可能要等到明年的下半年。

广东联通与广州中医药大学举

行

5G

·智能校园启动仪式。

市民体验

5G

终端产品。

根据高通公司近

期发布的《

5G

经济》报告，

5G

全面商用，将在

2035

年前赋

能众多行业，并产生高达

12.3

万亿

美元的商品与服务；到

2035

年，仅仅

5G

的价值链就能创造

3.5

万亿美元的

收入 ， 支持

2200

万个工作岗位 。 到

2022

年， 在企业级领域 ，

5G

催生的

AI

衍生的商业价值将达

3.9

万亿

美元， 全球收入水平将在

5G

和

AI

的共同作用下实

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