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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点 Economy

■ 陈凯茵 高畅

“基本没感觉到下载开始就已经结束

了。”不久前，一个名为《有多快？5G 在日常使

用中的真实体验》的测评视频火了，北京邮电

大学的大二学生何同学拿着 5G 手机到了有

5G 网络覆盖的北京邮电大学西土城校区，感

受了一把快到飞起的进度条。它直观的画面

让大家对于 5G 不再是停留在抽象的前沿研

究想象中。

10月 20日到 22日，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

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现场,记者看到 5G元素

已经是无处不在：无人驾驶微公交、5G 高清直

播、5G+VR 警务巡逻、5G 高清机顶盒、5G 互联

网医院……各种黑科技闪耀乌镇，触手可及。

站在4G时代畅想5G

在 5G 商用到来之前，这些应用大部分看

起来仿佛只是如同科幻片的一些畅想，令人

向往但又充满距离感。但是乌镇告诉我们，技

术的发展进度和方向确实让我们惊喜连连。

回想 4G 刚刚到来的时候，大家能想象

4G 可以看高清视频，但是没有人预测到后来

短视频平台的爆发；大家都知道 4G 能帮助记

者进行新闻直播，却没有预料到全民直播时

代的到来；大家都明白 4G 将推动移动支付的

普及，却没有预测到二维码的方便快捷。

在乌镇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记者

还体验了可感受水流力量和温度的交互系

统，以及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在智慧博物院

体验互联网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让我们穿越

回古代，感受古人是怎样生活的；在 5G 自动

驾驶的微公交上，目睹当车辆遇到障碍物以

及红绿灯的时候，它能紧急做出的变速、变道

以及停车、避让动作……这些应用都为未来

生活勾勒出美好图景。

从 4G 到 5G，经历告诉我们，通信技术的

革新可以深刻地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改

变商业形态和社会形态。

让更多人触碰到5G

时间回到 2019 年 6 月 6 日，工信部正式

发放 5G 商用牌照。此后，5G 商用仿佛按下了

“快进键”。

基础设施率先部署。数据显示，北京预计到

2019年底，全市将建设 5G基站超过 1万个；上

海计划 2019年将建设 5G基站 1万个，2020年

累计建设 5G 基站 2万个；广州明确 2019 年完

成不低于 2万个 5G 基站的目标，2021 年建成

5G 基站 6.5万个；深圳规划 2019 年底将累计

建设 5G基站 1.5万个。而海南走在了最前列，

截至今年 9 月，海南已实现全省所有市县 5G
网络全覆盖，包括三沙市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在

全国率先实现了县县通 5G。
运营商也不甘示弱。9 月下旬以来，中国

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陆续开

启“5G 预约”活动，用户可通过线上线下等多

种手段预约成为 5G 商用客户，并获得在手

机、套餐、业务等方面的多重优惠和体验。根

据三大运营商客户端预约界面数据显示，截

至 10 月 10 日 17 时，三大运营商 5G 预约用

户数接近 1100 万，其中，中国移动近 635 万、

中国电信超 223 万、中国联通近 225 万。

手机品牌也在全力冲刺。近日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布了 2019 年 9 月国内手机市场以

及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发展情况的研究报告。报

告显示，2019 年 9 月，5G 手机出货量达到 49.7
万部，环比增长达到 127%。该机构此前发布的

数据显示，8 月中国市场 5G手机出货量为 29.1
万部，7月为 7.2万部。共计 78.7万部。据了解，

华为刚刚推出的 Mate 30 系列智能手机的 5G
版本为全球首款第二代 5G手机。

“希望在未来，速度会成为 5G最
无聊的应用。”

实际上，用手机感受 5G 可能只是当下大

部分用户对于 5G 最初的感知，并且将会是

5G 技术应用很小的一部分。8K 流媒体视频、

无延时的在线手机游戏、VR 直播、自动驾驶

等这些技术已经近在眼前。5G 的应用场景，

虚拟现实影像的传输、无人机、工业互联网、

车联网、远程医疗等将进入人们真实生活中。

未来 5G还将一步步改变我们工作生活的

方式，我们将迎来一个万物互联、新物种爆发的

时代，而这些都是处于 4G时代所无法想象的。

小米创始人雷军在抵达乌镇以后，首先

做的是测试 5G 的网速。从其晒出的测速图上

看到，乌镇 5G 下载速度达到了 425Mbps，上
传速度约为 47Mbps，远高于 4G 网速。据互联

网大会组委会介绍，本次大会期间，乌镇景区

和镇区已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雷军在企业家

高峰论坛上表示，5G 正在成为数据通讯发展

的加速器，是通讯产业，也是互联网的大事。

这既有机会，又有挑战。

“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在 5G 初

期是否有好的应用产生。我认为 5G 的应用在

2C 方面更重要，比如高画质的视频、语音游戏

等等。”雷军说。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在本

次世界互联网大会全体会议的演讲中表示，

智能经济将在三方面带来重大的变革和影

响：首先是人机交互方式的变革，未来 20 年

将是人们对手机依赖程度不断降低的 20 年，

智能终端会远远超越手机的范围；其次是智

能经济会给 IT 基础设施层带来巨大的改变，

新型 AI 芯片、便捷高效的云服务、开放的深

度学习框架等，将成为这个时代新的基础设

施；第三，智能经济会催生很多新的业态，交

通、医疗、城市安全、教育等各行各业正在快

速实现智能化，新的消费需求和商业模式将

层出不穷。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朱永涛

在“5G，开创数字经济新时代”论坛上表示：“相

比 4G网络，5G 实现万物互联，可产生海量数

据，与 AI、大数据、云计算结合会使得行业的发

展如虎添翼。当前阶段，比较成熟的 5G应用将

集中在移动监控、高清视频、云 VR 游戏上，未

来将在远程医疗、智慧交通、网联无人机、自动

驾驶等方面产生‘杀手型’应用。”

畅想未来，也许，正像何同学在测评视频

中说的那样：“希望速度会成为 5G 最无聊的

应用。”

乌镇新观察：5G，从畅想到触摸再到畅想

集粉碎与气流分级双重功
能于一体
浙江丰利气流式涡旋微粉机
破解纤维性、热敏性
有机物料难以粉碎难题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丰利粉碎设

备有限公司吸收消化国外微粉粉碎先进

技术再创新，研制成功的新一代气流微

粉设备———气流式涡轮微粉机，获得国

家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 专 利 号 ：

201120387557.7）。该专利具有粉碎效率

高，可自由调节产品粒度，分级效果理

想，进料量均匀且可调节，散热性能好，

操作简单，清理方便等优点。适合加工多

种物料，对热敏性和纤维性物料均能胜

任，产品粒度均匀，能粉碎到微米级和亚

微米级粒度，是当前性能好、效率高的节

能理想微粉生产设备。这是该产品在获

得国家重点新产品，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后的又一荣誉。

目前，该机已广泛应用于化工、医药、

涂料、染料、饲料、塑料、橡胶、烟草、植物纤

维、食品、农药、冶金、非金属矿等行业，超

微粉碎莫氏硬度 4耀5级以下的多种物料，

是一种高细度、低噪声、高效率的节能理

想型粉碎机。产品主要指标性能达到国外

同类设备水平，可替代进口，而价格仅为

进口设备的 10%。产品畅销全国，远销欧

美、东南亚，深受用户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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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10 月 17 日上午，“2019 己亥年酒祖杜康

封坛大典”在杜康·汝阳酿酒基地盛大举行。

来自五湖四海的名人政要、商界精英、专家学

者等 1500 余名宾朋，齐聚古都洛阳，同拜酒

祖杜康，在欢快、热烈、庄重、豪迈的氛围中，

共同见证中国酒业领域的年度盛典。

洛阳杜康控股总经理王鹏在“秉承工匠

精神，扛起时代担当，以文化自信引领豫酒复

兴”主题致辞中表示：

从 2012 年以来，金秋封坛已经成为杜康

人每年都要过的重要节日，今天，我们举办

2019 酒祖杜康封坛大典，就是要共同见证杜

康美酒的封藏盛举，同时发布 2014 版的时间

之醉———酒祖杜康小封坛的新品。杜康人坚

持匠心酿好酒，品质提升不急不躁，根据地市

场打造，稳扎稳打，注重基础，不盲目追求速

度，尤其在酒祖杜康小封坛的酿制和市场操

作上，更是体现了杜康人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本源的匠心精神。

10 月 16 日晚举行的封坛大典欢迎晚宴

上，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亦铿锵

致辞，他强调，2019 年是杜康控股实现转型发

展的关键之年，我们按照“全力提升品牌，持

续夯实基础，实现稳健增长”的发展策略，牢

牢把握“豫酒振兴”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

遇，确立了“新三年，新模式，大变革，大未来”

的新三年规划蓝图，围绕产品升级、品质提

升、品牌塑造、市场创建、人才储备等五方面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发挥酒祖文化的力量、品

质的力量、品牌的力量，为建设出彩中原、传

播中国白酒故事凝聚力量。

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茅盾

文学奖得主、“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

章”获得者刘震云封坛开讲，讲述他与中国美酒

的情缘，他表示：杜康精神是河南精神的一部

分。我是一个河南人，故乡的味道已经成为我作

品的一部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杜康，既能解

忧，又能解闷。伟大是一个过程，杜康作为酒祖，

作为中国好酒，需要的是时间、耐心、细心、创

新，希望杜康在未来的几年成为中国最好的酒！

2019 酒祖小封坛，历经 180 天双轮发酵，五年

地窖坛藏，1800多个日夜的时光流转，藏出醇

美原浆酒。今朝开坛，由中国著名白酒专家梁邦

昌、中国著名白酒专家赖登燡、河南省酒业协会

总工程师赵书民、省食品工业协会秘书长万保

建等重量级鉴酒嘉宾受邀登台品鉴 2014 年封

坛酒，并给予高度评价。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从诗仙太白、诗

圣杜甫等文人墨客对杜康酒的赞美，到周恩

来总理“复兴杜康，为国争光”的殷切期望。从

一开始，杜康便注定了是不朽的传奇。它不仅

印证了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更成为了中国

白酒的代名词。

“梦之蓝外观很时尚、口味柔和简单，没

有其他烈酒的纷繁复杂，我很喜欢！”一位电

影编剧在品尝洋河“梦之蓝”后情不自禁发出

的感叹。这是 10 月 16 日晚，在“2019 平遥国

际电影展·荣誉之夜”晚宴上的一幕。作为本

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官方合作伙伴和特别赞

助商，“梦之蓝”以独特的绵柔口感款待世界

各地电影人，收获好评无数。

今年以来，从携手央视《足迹》讲述“新中

国故事”到跨越千年“对话耶路撒冷”、再到

“闪耀世界知识论坛”等多场国际大事件的晚

宴，梦之蓝的“文化使者”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从老“八大名酒”
到“新国酒”角色转换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很多事

物都走在世界的前列，酒也是一样，有着它自

身的光辉篇章。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

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

中国也因此被称为“酒国”，而江苏洋河镇，在

清朝乾隆年间便成为当时中国最兴旺的酿酒

区域，被称之“酒都”。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第三、四、五届评

酒会上，洋河连续摘得“中国名酒”称号，成就

了白酒史上一个重量级的“三连冠”。直至今

日，消费者对洋河的品牌认知中，仍带有对

“八大名酒”价值的充分肯定；“八大名酒”如

同一枚钢戳，在洋河品牌的身上烙下了看不

见的印记。

但是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洋河原本

的包装也逐渐趋于传统，许多年轻消费者表

示，“我非常喜欢洋河的品质，但在外观上它

和我们的审美是有出入的”。

在“一切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营销理念

下，洋河通过突破和扬弃，继续弘扬蓝色文

化，开发了高端白酒———梦之蓝；产品以蓝色

大海和天空的蓝色为产品包装色，成为海洋

文明的一种呈现和更容易沟通世界。

在品质上，洋河传承工匠精神，紧紧把控绵

柔“三低工艺”：低温入池、低温发酵、低温馏酒，

就像煨汤时讲究的“小火慢炖营养好”，小分子

及健康物质多，赋予梦之蓝更好的品质。

2012 年，洋河梦之蓝独家摘得中国白酒

“最佳质量奖”“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等大奖，

为中国白酒的品质升级与换代树起一座丰碑。

“我们不仅需要老工匠，更需要产品在传统意义

上完成当代的创新，无疑梦之蓝做到了…… ”

一些 80、90后消费者网上纷纷留言。

用独特品牌诉求占据文化战略高地

目前，作为中国白酒前三甲的洋河，在品

牌打造过程中，既坚守文化自信的底气，又不

墨守成规、虚夸自负，而是注重文化持续创

新。在这样的理念及背景下，“一切为了梦想”

成为洋河独特的品牌主张，也正是这句话，让

洋河向新时代发出了最强音。

事实证明，“一切为了梦想”的品牌文化

诉求，具有广泛的接受度和持久的品牌生命

力，无论是国家的繁荣昌盛，还是中国品牌走

向世界舞台，都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梦之蓝和

所有的追梦人一起，不断奋斗，一路同行。

近年来，随着《梦之蓝·敬我最尊敬的人》

《梦之蓝·经典咏流传》《梦之蓝·国家宝藏》

《梦之蓝·一封家书》《谢谢了，我的家》等一系

列文化栏目的推出，“梦之蓝”已成功占据文

化品牌的战略高地，其品牌内涵被进一步放

大，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活力。

与此同时，一场场关于梦之蓝品牌认知

大战早已悄悄打响：2016 年 9 月，梦之蓝成为

G20 峰会指定用酒，同年 11 月成为世界互联

网大会晚宴用酒；2017 年 5 月，梦之蓝摆上

“一带一路”峰会餐桌；2018 年 6 月，梦之蓝亮

相上合青岛峰会……

此外，洋河一直走在公益事业的前端，彰显

有责任担当的企业及品牌形象，从主动发起成

立“梦之蓝公益基金”到牵手央视开展“寻找最

美乡村医生”，再到冠名央视大型公益节目《梦

想星搭档》，为了给更多贫困学生送去温暖，帮

助更多的人圆梦，洋河近 7年累计投入“梦之蓝

公益基金”超过 1.5亿…… 渊若 尘冤

进博会展现
中国市场开放魅力

■ 乔继红 陈恃雷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1 月初将

在上海拉开帷幕。这一盛会将成为全世界企

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展现中国市场的魅

力，以及中国更加开放的胸怀。

广阔的贸易平台

官方资料显示，第二届进博会共有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家企业参加

企业商业展，其中世界 500 强和龙头企业超

过 250家，展览面积达到 30 多万平方米，超

过首届。与此同时，国家综合展进展顺利，已

有 60 多个国家确认参展，法国、捷克等 10 多

个国家确认担任主宾国。

主宾国之一意大利将有约 150 家企业参

展。日本已报名的参展企业数量也超过首届，

其中医疗展区的企业近百家，比首届明显增

多。

外国企业参展热情如此高涨，看重的正

是进博会提供的广阔贸易平台。日本花王集

团企业传播部门公关部科长吉野日和子认

为，进博会是一个接触中国消费者的绝佳机

会。在大量意大利企业眼中，进博会也是一个

做市场调查的好机会。意中基金会首席运营

官、意中商会秘书长马可·贝廷说：“博览会期

间，我们的企业不仅有机会接触中国商家，还

能参加各种研讨会，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企

业建立联系。”

巨大的市场机遇

在全球贸易遭遇保护主义逆风的背景下，

中国将进博会机制化，扩大进口的努力势必推

动全球贸易需求增加，中国不断开放的巨大市

场也给全球企业注入成长动力和宝贵信心。

贝廷说，在全球贸易增长几近停滞的时

期，中国举办第二届进博会的意义更为重要，

发挥的作用也将更加积极。德国莱茵 TUV 传

讯高级副总裁哈特穆特·米勒-盖尔博斯也

说，进博会为国际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出

口市场并支持他们在中国成长，这将为各国

企业发展创造新需求，给世界经济注入动力。

本届进博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将组织约

160家日本企业参加。该机构企划部负责东北

亚地区战略的中井邦尚说，日本企业、特别是

中小企业希望通过进博会拓展中国市场。

开放的无限魅力

智利知名经济学家曼努埃尔·阿戈辛说，

中国再次举办进博会，向世界释放了扩大对

外开放的明确信号，彰显了中国对自由贸易

的承诺和捍卫，“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更让世

界受益”。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汉斯·亨

德里施克说，进博会将对全球贸易产生积极

影响，这对当前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有重要

意义。墨西哥工业商会联合会经济研究委员

会主席何塞·路易斯·德拉克鲁斯也认为，中

国加大开放力度，利于国际经贸发展，尤其对

拉美国家来说，可以借此寻求市场多元化，以

应对全球经济减速带来的不良影响。

今年以来，中国采取一系列重大开放举

措，致力于构建关税水平更低、负面清单更

短、市场准入更便利、市场规则更透明、营商

环境更有吸引力的开放型经济。

秉承工匠精神 扛起时代担当

2019 己亥年酒祖杜康封坛大典圆满举行

梦之蓝“文化使者”角色是如何炼就的？

洛阳杜康控股总经理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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