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NSHENG XINWEN 3民生新闻
ninghainews@sina.cn

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叶素琴 电话：65577955 校对：葛优琴 版式：魏微

记者 潘璐璐

5月17日是世界电信日。近段
时间，中国三大运营商相继在北
京、杭州、上海等城市开展 5G外
场测试，每个城市将建设超过100
个 5G 基站，下半年宁海开始建
站，预计2019年试商用。从1G到
5G，一部波澜壮阔的移动通信
史，中国走了近30年。

从1G到4G，移动改变生活
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制定

于上世纪 80年代，我国引进并采
用国际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于
1987年在广东正式启用。当时售
价高达两三万元的“大哥大”，可
谓为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代言
人，但它只有一项功能——移动
通话。当时，拿着砖头般的“大
哥大”走在路上，是一种身份的
象征，那时的移动通信是属于少
数人的，这就是1G时代。

1G、2G，我们用的都是国外

的技术标准，为此，我国付出了
高昂的“学费”。为打破欧美对电
信标准的百年垄断，中国移动研
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3G，移
动改变生活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2013年，国家工信部正式向三大
运营商发布 4G牌照，意味着 4G
时代正式到来。到目前，我国通
信技术已非常成熟，并且领跑国
际，走在前列。

从1G到4G，每一次技术升级
都经过精心准备，都是质的跨
越。通俗地说，1G打电话，2G看
小说，3G看图片，4G看视频。通
信技术的显著变化实现了人与人
之间更顺畅、更便利的沟通，而
5G将解决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
沟通，即万物互联。

5G助力智慧生活、城市管理
早晨醒来，智能家居替你拉

开窗帘；出门前，小区楼下的垃
圾桶提示你空余的容量；出门乘
坐无人驾驶汽车，同时，腾出手
下载几部电影；抵达公司前，车
联网系统向你显示停车场的空余
位置……这就是即将到来的万众
憧憬的5G时代。

“4G 改变生活， 5G 改变社
会。”中国移动宁海分公司总经理
翁海锋说。5G是一个全新的通讯
技术，具有高速率、大容量、低
时延的特性，更高的速率和更好
的业务体验，真正实现移动信息
化与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
未来，5G将跟人工智能、大数据
紧密结合，与智慧城市的核心规
划结合，助力智慧城市建设；在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方面，利
用 5G技术实现无人工厂、自动化
设备；实现远程医疗，智慧家
居，让生活变得更高效，更迅
速，更精准，开启一个万物互联
的全新时代。

移动通信技术大规模商用的
前提在于国际标准的制定及统
一，一旦标准固定下来后，5G会
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据介绍，
5G第一个标准版本将于今年 6月
完成，下半年开始大规模建站，
完整版本或将于 2019年实现试商
用，并有望在 2020年实现大规模
商用。

降费提速，未来可期
“5G接入时延低至毫秒级别，

连接密度更高，可实现每平方公
里百万级连接，峰值速率最高可
达 20G，是 4G的 100倍。”翁海锋
说。相较于 4G修路，5G则是造
城。

5G 的流量之大，速度之快，
都超乎想象。那么，对于普通消
费者来说，5G时代的资费如何？
记者了解到，5G提升的是上网或
下载速率，在获取相同数据量的
前提下，减少了用户等待的时
间，但需要用到的流量不变。在
5G刚起步阶段，并不能期望资费
会降低，因为由于使用总量的增
加，总费用不会降低。但“一夜
未关流量数据，房子都是运营
商的”情况不会出现。

从国家层面来说，降费提速
是大趋势，从今年 7月 1日起，备
受关注的流量“漫游费”也将成
为历史，还要降低移动流量每G
的资费标准，这两项措施加在一
起，到年底资费要比去年下降30%
以上。除了在用户端有“大礼
包”，在运营商层面，国家也出台
支持政策，降低他们的负担，确
保降费提速目标尽快实现。

今天是世界电信日

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开启美好智能生活
万物互联 降费提速 5G时代来临 它将这样改变你的生活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夏亚萍

“如果不是医生及时抢救，
我估计连命都没了。”说起前几天
发生的事情，市民黄女士仍心有
余悸。

5月 11日凌晨 2点左右，120
急救车警报声划破静寂的夜空。
在县妇保院急诊大厅，时刻待命
的值班人员一边联系总值班开通
绿色通道，一边为黄女士开通静
脉通道快速补液。

经验丰富的值班医师谢标经
过一番检查，发现病人生命体征
微弱，神智淡漠，腹部有一道长
达 12厘米绕脐的手术疤痕且明显
膨隆（考虑腹腔内大量出血），四
肢厥冷，脉搏细弱。谢标一边下
医嘱紧急救治，一边通知上级医
师贺展望副主任，并及时通知病
房护士、手术室、麻醉科、MI⁃
CU做好抢救的准备。接到通知
后，贺展望飞速从家中赶到医
院。经初步诊断后，黄女士被紧
急送入手术室，急诊剖腹探查。

黄女士 7年前曾行直肠癌根
治术，肠管与腹膜广泛粘连，这
大大增加了手术难度。贺展望屏
住呼吸将粘连一点点分开后，发
现黄女士整个腹腔弥漫着大量血
液及凝血块，右侧输卵管峡部增
粗，表面见破口，鲜红的血液不

断从破口涌出，腹腔内出血近
2000毫升。患者生命体征极不稳
定，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个个神
色庄重，手术器械在他们手中迅
速传递、使用。医护人员将黄女
士腹腔内流失的血液收集后，经
过过滤、分离、清洗、净化后，
共收集了 550ml鲜血输回给黄女
士。当鲜红的血液缓缓地输入黄
女士体内，黄女士冰冷的身体逐
渐回暖，血压慢慢上升。这时，
医护人员才放松下来。经过 1个
小时的抢救，黄女士终于缓过来
了。

据了解，县妇保院近一年共
收治 355位宫外孕患者，输卵管
妊娠占 99%，其中因输卵管妊娠
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的有 4 位。
贺展望说，正常妊娠时，受精卵
着床于子宫体腔内膜。受精卵在
子宫腔以外的部位着床发育，称
异位妊娠，俗称“宫外孕”，以输
卵管妊娠最常见。异位妊娠是妇
科常见的急腹症之一，当输卵管
妊娠流产或破裂时，可引起腹腔
内严重出血，若不及时诊断和积
极抢救，将危及生命。

“如果突然出现下腹持续性疼
痛、停经、阴道出血等情况，要
提高警惕，尽早就医，及时进行
排查与治疗。”贺展望说。

女子宫外孕命悬一线
医生联手演绎生死时速

本报讯 （记 者 陈 静 珠
通讯员 林华烨） 为提升家庭
成员的文明素养，以家庭的文明
进步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助力
我县文明县城的提升，在第 25个

“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城中小
学积极开展了“最美家庭”评选
活动。

为确保活动扎实有效开展，

学校借助广播、板报、宣传橱
窗、QQ、微信等途径广泛宣传发
动，公布评选方案。活动面向全
体家长与学生，分“发现我家最
靓点”、“亮出我家闪光点”、“吸
引大家来点赞”三个环节逐步进
行。第一环节，学校宣传发动，
引领每个孩子小手牵大手，全家
总动员，用眼寻找，用心感受，

找到自己家的闪光点；第二环
节，每户家庭全家总动员，围绕
家庭特色，拍摄 5至 6张最美瞬间
照片，配上 200 字左右的文字说
明，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亮出
关于家的特色；第三环节，评选
出班级 2-3个最美家庭代表，参
与学校的“‘靓’出我的家”展
览，全体师生为心中最美家庭点

赞，在学校微信公众号推广，组
织投票集赞活动，最终根据学生
投票与公众号投票结果，选出

“最美家庭”。
据了解，此项活动将持续到5

月下旬，最终将从全校 66个候选
家庭中评选出 12个“最美家庭”，
并于学校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上
进行表彰，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

城中小学评选最美家庭

猜猜
我有多爱你

为进一步提高家庭婚育观念、健
康意识和家庭发展能力，在5月15日
第25个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跃龙街
道滨溪社区联合红黄蓝早教中心共同
举办了“猜猜我有多爱你”家庭亲子
活动。活动增进了亲子感情，更为社
区与家庭提供了良好的互动交流平
台。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何怡萱 摄）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
讯员 戴一） 浓情五月，枇杷
有约。夏天到了，又甜又爽的枇
杷又将粉墨登场，特别是一市的

“宁海白”枇杷，味甜肉厚汁多，
清香扑鼻，剥开一个放进嘴里，
爽爽甜甜，满口生津。 5 月 18
日，“宁海白”枇杷将正式上市，
届时，市民们可以吃到口味纯
正、风味独具的“宁海白”枇杷
了。

同时，一市镇“宁海白”枇
杷市场指导价也经白枇杷经纪人
协会研究产生，普通装 80 元一
盒，单只枇杷重 25克—35克，糖

度在12度以上，约36只；精品装
120元一盒（单只枇杷重 40克左
右，糖度在12度以上，共12只）。

此外，今年，浙江·一市第
十一届“宁海白”枇杷节开幕式
也将于 2018年 5月 25日在一市车
站隆重举行。5月 10日至 6月 10
日期间，枇杷节将依托万亩无公
害优质“宁海白”枇杷基地，以

“依山见海 果珍景喜”为主线贯
穿所有节庆活动，充分展示乡土
风情，有力推介特色农产品，大
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现
我县农业农村现代化。

“宁海白”枇杷明日正式上市

为确保第十六届徐霞客开游节开幕式

的顺利进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道

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决定对活动的中心现场及周围道路实行交

通管制，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8年 5月 19日 06：00至 2018年 5月

19日12：00
二、管制区域及措施：
1、禁止一切车辆进入徐霞客大道

（含）—西郊路（含）—纺织西路——纺织

路—兴宁南路—徐霞客大道（含）所围成的

区域，禁止一切车辆在徐霞客大道上停放；

2、管制期间：

（1）经徐霞客大道过境车辆绕行西门

环岛；

（2）经城松线前往城区车辆绕行甬临

复线；

（3）经城岭线前往城区车辆绕行环城

东路、兴海路；

（4）经过上述道路的公交车辆请绕行；

（5） 请出行车辆提前选择通行线路，

配合交警的指挥。

宁海县徐霞客开游节组委会办公室
宁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5月17日

关于第十六届徐霞客
开游节开幕式交通管制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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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事马上办热线：

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微博：http://weibo.com/bxsmsb
微信公众号：百姓事马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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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营业执照就能开
早餐店吗

网友夜猫子：本人打算在宁海
开个早餐店，营业执照已办好，这
样就可以开业了吗？还需要办理

其他证照吗？
县市场监管局答复：对经营面

积小于等于 50平方米的个体小餐
饮店，且经营项目无自酿酒和自制
生鲜乳饮品，领取营业执照和《食
品生产经营登记证》后，就可以开
业经营。辖区市场监管所将会在
30日内进行监督检查。小餐饮店
在开业经营时所有接触食品的从
业人员应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配备相应的食品安全设施（消毒、
保洁、冷藏冷冻、清洗等设备），建
立索证索票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