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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何宇扬

通讯员 陈佩妍 许贵彬

7月9日上午， 由佛山三龙湾管委

会、 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南海区

政府共同主办的佛山三龙湾5G建设启

动暨南海片区规划发布会在南海片区

举行。 在发布会上， 随着三龙湾南海

片区与中国铁塔佛山分公司、 中国电

信佛山南海分公司、 中国移动佛山南

海分公司、 中国联通佛山南海分公司

和广东省广电佛山南海分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着三龙湾即将

进入5G时代。

利用升级“佛山制造”

5G是通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敲

门砖。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中

国5G价值链将在未来10年内达到3.6万

亿元，新增工作岗位800万个，并带动多

个万亿级规模的新兴产业。“4G改变生

活，5G改变社会。”中国移动佛山南海分

公司总经理周文向记者概括了5G的价

值。 他认为，5G在创新型产业的应用场

景较多，而三龙湾作为佛山高新产业的

集聚地，5G对整个南海片区， 乃至整个

佛山的高新产业发展，都将起到很大推

动作用，尤其是工业互联网领域。

一直以来，制造业都是佛山经济的

脊梁骨。 改革开放初期，佛山通过大力

发展制造业来带动经济发展，其中南海

区成效显著，涌现大批优秀企业，使其

一跃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 然而随着

社会发展， 我国已进入“存量土地”时

代，土地开发强度大，劳动力成本高昂

等因素，成为限制南海制造业发展的枷

锁。 因此，南海制造业要谋求新出路，就

得从效率，技术等方面入手，围绕“工业

互联网”概念，把设备、生产线、工厂、供

应商、 产品和客户紧密地连接融合起

来，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跨越发

展，使工业经济各种要素资源能够高效

共享。 而要实现这一过程，5G的高速数

据传递特性不可或缺。

政企合作培育商用

5G

土壤

基本编制完成的 《三龙湾南海片

区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显示，

规划涵盖片区30.3平方公里， 围绕5G

网络配套设施建设及应用进行规划，

包括通信基站、 配套设施建设及智慧

灯杆应用拓展， 重点对三山大道等16

条城市道路、 文翰湖等9个重点区域进

行站点布局， 一共规划建设宏站98座、

微站638座合计736座。 计划分五个阶

段推进， 南海将率先投资2.05亿元推进

第一阶段， 选取文翰湖公园、 季华实

验室以及魁奇路东延线、 港口路为启

动区。 同时， 各大运营商也积极投放

资源， 预计到2020年底在片区投放5G

基站设备总计550个。 预计2020年中可

完成启动区5G信号的覆盖使用， 到

2021年底实现全区域覆盖。

2019年是5G商用元年， 针对5G商

用“土壤” 培育， 南海区正密锣紧鼓

地推进5G应用场景化， 通过优先实现

片区政府机关、 医疗机构、 学校以及

重点产业园区、 高端科研平台5G信号

全覆盖， 围绕VR超高清视频、 智能监

控、 工业互联网、 医疗健康等5G重点

示范领域， 带动企业参与5G应用创新，

加快5G应用场景化， 让5G经济在南海

找到最佳生长“土壤”。

以中国移动佛山分公司为例， 其

联合九江英儒启航孵化器， 打造南海

首个5G信息化体验中心及参与研发基

于5G网络的高速率， 低时延特性的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运行监测， 实现车辆

运行过程中的轮对尺寸、 受电弓状态

的远程操控与大数据处理分析。 依托

5G优势予以配合轨道交通有关单位展

开本系统应用、 改良、 升级的技术合

作。 据周文介绍， 中国移动佛山南海

分公司将继续侧重工业互联网， 未来

将在三龙湾投入超20亿元， 用于5G网

络的基建， 并最快于年底建成252个站

点， 推动三龙湾高新产业发展。

5G

将推动高质量发展

发布会上， 南海区区长顾耀辉表

示：“5G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

的重要方向，对于构建万物互联的基础

设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有重大意义。 ”为

迎接5G时代到来，三龙湾南海片区率先

布局，在未来数年，三龙湾南海片区将

推进48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1725亿元，

每平方公里投资强度高达58亿元。 在此

背景下，三龙湾南海片区将把握5G技术

的风口，精准发力，瞄准5G技术的上下

游产业， 加快引入和培育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媒体、电竞等新兴

产业，加快打造5G产业集群，全力抢占

5G应用及产业发展新高地，为南海实现

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三龙湾是佛山改革开发再出发谋

篇布局的一个“棋眼”，南海片区是三龙

湾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 目前，该片区已集聚季华实验

室、清华大学新材料研究院、香港城等

一大批重点项目，正成为引领广佛高质

量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 顾耀辉认为，

5G技术与三龙湾南海片区的相遇，必将

会催生出强大的“化学反应”。

今年7月， 南海区政府印发 《佛山

市南海区“腾云计划” 发展行动纲要

（

2019~2021

年 ）

》， 正式启动“腾云计

划”， 将工业互联网作为“腾云计划”

的重点内容大力推动， 积极与华为、

阿里、 中国信通院等行业巨头开展战

略合作， 抢占工业互联网发展制高点，

先后引入了阿里、 京东云及全国首个

工业互联网标识二级

（ 行业）

节点等

一大批工业互联网， 及高端云平台。

对此， 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钟瑞章表示： “5G让工业变革从单点

的信息技术应用， 转变为全面的数字

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 其将成为南海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

7 月 11 日， “智能+” 学院工业

互联网系列培训广东站在佛山市南

海开课。 这是全国工业互联网系列

培训的第四站， 也是广东省唯一一

站。 来自全国的近 300 家工业互联

网相关企业现场参与了此次培训。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

节点·‘智能+’学院”是由工业互联网

产业联盟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起，与各地方政

府相关部门、 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

工业互联网标杆企业等产业界各方，

共同打造工业互联网系列培训，满足

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人才需求。 已先后

在贵阳、长沙等地成功开展。 此次培

训是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培训系列课

程首次来到南海。

据介绍， 本次培训重点围绕工业

互联网的网络

（ 含标识）

、 平台和安

全三大体系， 突出工业互联网的核

心技术问题， 通过实践案例、 全球

经验等的分享， 推动工业互联网创

新应用发展， 并促进更加广泛的交

流学习。 制造企业是工业互联网发

展的原动力和主要的参与者， 此次

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广东本

地制造业企业对工业互联网的国家

部署、 具体应用、 未来前景有更为

清晰的认识。

去年， 佛山出台了 《佛山市深化

“互联网+先进制造” 发展工业互联

网实施方案

（

2018

—

2020

年）

》， 大

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 今年南海

在佛山率先出台了支持工业互联网

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佛山市南海

区 “腾 云 计 划 ” 发 展 行 动 纲 要

（

2019~2021

年）

》， 对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进行系统性规

划， 大力度推动制造业企业接入工

业互联网。

佛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霍平表

示： “接下来， 佛山将全力把握工业

互联网发展良机， 立足佛山是制造

业大市， 也是互联网大市的实际 ，

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加

快形成叠加效应、 聚合效应， 推动

新旧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转换。”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三龙湾启动5G建设

预计2021年底实现5G全区域覆盖

“智能+”学院工业互联网培训佛山开课

三龙湾南海片区

5G

网络建设应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