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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建了个汽车建了个55GG生态圈生态圈

近日，华为宣布将与一汽、上
汽、广汽、北汽、东风集团、长安汽
车、比亚迪、广汽集团等 18 家车企
共同打造“5G汽车生态圈”。华为
和汽车企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
打造“5G汽车生态圈”？这个生态
圈对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事实上，目前围绕智能网
联汽车有多个阵营，来自互联网、
IT、汽车等公司都在不断围绕自己
资源、自身技术组建各种“汽车生态
圈子”，核心目标是加速智能网联汽
车的落地。在通向智能汽车这个万
亿级市场的道路上，哪个阵营能够
最先找到落地的钥匙，我们等待时
间给出答案。

为什么能“组团”？

华为和 18 家汽车企业所属的
通信行业和汽车行业，在智能网联
汽车没有到来之前，本该是“井水”
不犯“河水”的。他们为什么能在一
起组建“5G汽车生态圈”？

一方面，5G 将赋能智能网联
汽车。“尤其是在中国已确立自动
驾驶将走‘车路协同’的技术路线
之后，网络对于自动驾驶来说就非
常重要了。”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
究中心总经理鹿文亮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5G的落
地将为自动驾驶产业发展奠定网
络基础。

5G 能够为自动驾驶带来的好

处之一是安全。地平线创始人、
CEO余凯在5·17世界电信日前夕
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自动驾驶在安全方面主要通过
两个途径实现，第一个是单车智能，
即通过车安装传感器以及处理器、
软件，让车自主判断车周边的交通
情况，自主决策，进行控制和规避。
第二个是独立的冗余系统。独立于
单车智能之外的不一样的独立机
制，让汽车能够知道周边的各种路
况，这需要通过5G来实现。比如在
十字路口装上各种传感器，传感器
把比较复杂的交通情况实时地告诉
每辆车，避免汽车传感器看不到的
盲点。通过5G实现的冗余机制与
车端本身的传感器结合在一起，两
套系统共同工作，相互校验，提高安

全 等 级 。 有 统 计 表 明 ，V2X 和
ADAS两者结合可以覆盖96%的事
故，降低80%的事故风险。

“自动驾驶的车端传感器有盲
区和被遮挡等情况，5G-V2X 能够
看得更清楚、更远，是‘上帝的视
角’。”驭势科技创始人兼CEO吴甘
沙在 5·17 电信日前对《中国电子
报》记者表示，与此同时，能够对车
端和云端的成本进行重新分配，解
决车载传感器的高成本问题。

“C-V2X（基于蜂窝网络的车
用无线通信技术）是促进自动驾驶
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已经成为
业界的共识。”华为 C-V2X 车路
协同领域总经理缪军海在 5·17电
信日前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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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扶贫光伏扶贫：：太阳照在希望的田野上太阳照在希望的田野上

物联网物联网：：LTE-CatLTE-Cat11要担大任要担大任
本报记者 齐旭

陈肇雄出席2020年世界电信和
信息社会日大会并致辞

“尽管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
全球经济运行产生明显影响，但协
鑫新能源各农光电站防疫不忘保春
耕，抢抓农时不放松，及时、有效地
组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们复工返
岗，投入到农光电站的劳作中去。
透过田间地头的新模式、新亮点、新
变化，用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能源
提升了贫困户的经济收入。”协鑫新
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耀邦告
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光伏扶贫作为国务院扶贫办
2015年确定实施的“十大精准扶贫
工程”之一，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为带动农村富裕，帮助农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发挥了积
极作用。

“授之以渔”的

长效扶贫机制

光伏扶贫充分利用了贫困地区
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开发
太阳能资源、连续25年产生的稳定
收益，实现了扶贫开发和新能源利

用、节能减排相结合。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张耀邦对记者表示，协鑫新能源积
极策应国家战略，大力发展光伏扶
贫电站。在发展光伏扶贫电站的同
时，积极探索光伏扶贫模式，建立

“授之以渔”的长效扶贫机制，并付
诸实施。

“为切实担当社会责任，协鑫新
能源还将光伏扶贫触角延伸到每一
个光伏农业项目上，光伏农业发展
到哪里，扶贫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并
创 立 了 协 鑫 光 伏 扶 贫 3.0‘ 鑫 模

式’。”张耀邦说。截至 2018 年年
底，协鑫建成及持有指标的光伏扶
贫电站规模达 1196.5MW，位居全
国第一，可帮扶约3.3万贫困户，承
诺20年扶贫资金达约22.3亿元。

光伏扶贫 1.0——纯光伏扶贫
电站。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诸玲珍

2G/3G退，NB慢，5G贵……在
占据物联网场景很大比重、有着超稳
定连接、低成本等行业需求的中速率
移动物联网场景中，基于LTE“低配
版”的Cat1已成为连接技术的“香饽
饽”。日前，工信部发布了《关于深入
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的通知》，
进一步指明了移动物联网链接技术
迁移的方向，Cat1正式“转正”成为中
速率物联网连接技术的最佳方案。
面对移动物联网细分行业的特殊需
求，Cat1缘何从众多连接技术当中脱
颖而出？对于这条即将进入红利期
的赛道，Cat1产业链准备好了吗？又
将面临哪些新挑战？

大器晚成，行业呼唤Cat1

工信部在近日发布的《关于深
入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的通

知》中明确指出，推动 2G/3G 物联
网业务迁移转网，建立 NB-IoT、
LTE-Cat1和5G协同发展的移动物
联网综合生态体系，以 NB-IoT 满
足 大 部 分 低 速 率 场 景 需 求 ，以
LTE-Cat1满足中速率物联网需求
和语音服务，以5G技术满足更高速
率、低时延的联网需求。新老交替
的窗口期已经到来，2G/3G“退休
后”，NB-IoT、Cat1和5G将成为驱
动未来移动物联网链接技术的“三
驾马车”。

研究数据显示，移动物联网高
中低连接的市场分布大致遵循

“1-3-6”的比例，即 10%高速率、
30%中速率、60%低速率。相比高速
率，中速率物联网需要更广的连接
范围，但对速率和时延没有太高的
要求；相比低速率，中速率物联网
更加强调移动性和连接速率，应
用主要包括可穿戴设备、智能家
居、智能硬件、健康养老、对讲设备、

金融服务、共享经济等速率需求在
1~10Mbps的规模化消费类场景。

与Cat1同台竞争在中速率物联
网连接赛道上的，还有其他许多对
手，如2G/3G、eMTC和Cat4。那么，
Cat1技术缘何脱颖而出？Cat1全称
为4G LTE UE-Category1，是4G通
信LTE网络下用户终端类别的一个
标准，自2009年就被3GPP以终端速
率等级定义出来，之前一直处于不温
不火的状态。中国联通研究院技术
委员会主任严斌峰在接受《中国电
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业界对于
移动物联网不同连接技术方向的
实践探索基于不同应用场景对成
本、网络覆盖、速率、时延和技术成
熟度等多重维度的考量。

“从组网的成本来看，2/3G 网
络会逐渐清退，无法成为未来物联
网的发展方向；eMTC需要运营商
针对存量的4G网络模组进行升级，
部署和网络覆盖的成本较高；而

Cat1和Cat4系出同源的终端设备，
都可以与现有的4G网络完全兼容，
无需针对基站进行软硬件的升级，
网络覆盖成本低。从芯片及模组产
业发展来看，Cat1相比传统的Cat4
模组，拥有更高的集成度和更低的
功耗，而且在时延方面，拥有跟
LTE Cat4相同的毫秒级传输时延，
以及支持 100km/h 以上的移动速
度，可以说Cat1具备了承接Cat4下
沉市场的硬实力，同时又具备更有
竞争力的价格。”严斌峰说。

补齐短板，产业链齐发力

从技术选择来看，没有最好的
技术，只有更适合某些特定场景需
求的技术，Cat1技术在那些对传输
速率要求不高，但对信号的稳定可
靠性和低成本要求较高的物联网连
接需求中“游刃有余”，如今又赢得
了政策的青睐。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日前，全国无线电管
理重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
工程师田玉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田玉龙充分肯定了全国无线电
管理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和无线电管理工作方面取得的成
绩，深入分析了当前无线电管理工
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对下一
阶段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
出，无线电频谱是支撑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基础性、稀缺
性战略资源，是构建信息基础设施、
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随
着无线电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
无线电频谱资源使用不平衡，供需
矛盾突出，国际上对卫星频率和轨
道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无线电安
全已成为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无线电管理工作提出
新的要求。

田玉龙要求全系统要在抓紧抓
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地方
党委政府工作安排和要求，聚焦全
国无线电管理工作要点，努力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一是从服务国家安
全、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加紧制定
中长期频谱战略规划；二是大力推
进无线电频谱资源立法，进一步完
善无线电法规制度体系；三是围绕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频谱资
源统筹规划和使用，为经济社会发
展、国防建设提供有力频谱资源支
撑和保障；四是高度重视无线电安
全，部门联动、中央与地方合力，进
一步增强无线电监测技术手段能力
和水平，保障频率使用安全和良好
电磁环境；五是不断完善军地频谱
管理领域协调机制。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
管理局局长谢远生通报了 2019 年
全国无线电管理主要工作情况，以
及 2020 年重点工作安排。中央军
委联合参谋部信息通信局副局长肖
峰、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主任张枢
分别就进一步加强军地无线电管理
协同、如何提升无线电监测能力水
平作了讲话。上海、黑龙江、河南、
河北四省（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相关
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布 轩）

全国无线电管理重点工作推进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3.9%（以
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
实际增长率），上月为下降1.1%。从
环比看，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上月增长2.27%。1—4月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4.9%。

分三大门类看，4月份，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0.3%，增速比上月
回落 3.9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5.0%，上月为下降 1.8%；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0.2%，上月为下降1.6%。

分经济类型看，4月份，国有控
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5%；股份
制企业增长4.0%，外商及我国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9%；私营企业
增长7.0%。

分行业看，4月份，41个大类行
业中有28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
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4.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4.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增长 6.9%，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7.5%，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4.3%，
汽车制造业增长5.8%，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
长5.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
长9.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增长11.8%，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下降0.2%。

分地区看，4月份，东部地区增
加值同比增长5.3%，中部地区增长
4.5%，西部地区增长 5.1%，东北地
区增长2.8%。

分产品看，4月份，612种产品中
有367种产品同比增长。钢材10701
万吨，同比增长3.6%；水泥22347万
吨，增长3.8%；十种有色金属493万
吨，增长 3.8%；乙烯 168 万吨，下降
1.4%；汽车210.0万辆，增长5.1%，其
中，新能源汽车7.7万辆，下降17.2%；
发电量5543亿千瓦时，增长0.3%。

4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8.0%，比上年同月提高0.8个百分
点；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9790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跃 文）

4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增长11.8%

本报讯 5 月 17 日，由中国通
信学会主办的 2020 年世界电信和
信息社会日大会在网上举行。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国通信学会
理事长陈肇雄出席并致辞。

陈肇雄指出，信息通信行业持
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紧扣初心使命，奋力作为，努
力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
信息通信服务，让亿万人民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网络设施
加速向高速泛在演进，我国光纤用
户渗透率达 93%，4G 用户达 12.8
亿，规模全球第一。5G商用加快推
进，开通 5G 基站超过 20 万个。产
业数字化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
工业互联网发展提速换挡，网络、平
台、安全体系加快构建，具备行业、
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100 个。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占

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增长贡献
率超过 50%，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
主要动力。社会信息化向更高水平
拓展，电子政务、智慧医疗、在线教
育等新模式加快普及应用，电信普
遍服务持续深入推进，网络扶贫成
效显著，行政村光纤通达率、4G通
达率均超过了 98%，深度贫困地区
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疫情
期间，信息通信技术（ICT）成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支撑复工复产
复兴的有力武器，大数据有效服务
中央和地方疫情态势研判和精准施
策，“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提供境内
外到访地查询服务超过11亿次，助
力疫情排查；5G+远程医疗等应用
服务近万家医疗及相关机构，20余
种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在数百家医
院；“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稳定
运行，访问超过16亿人次。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