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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如约而至。笔者来到展区现场，直奔
着中国移动展区而去，看看今年互联网大会最大看点——5G。

今年5月以来，浙江移动已经发布了众多非常吸引眼球的5G应用，临近年
底，杭州的5G网络已经覆盖到了100平方公里的主要区域，一切现象足以说明，
未来不远，5G可期。5G会改变哪些行业，会有哪些新奇的应用，可以带来怎么
样好玩的生活？笔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了中国移动的展区。

见过8K直播吗？见过8K+
VR的直播吗？这样美的江南水
乡，想见就能见到

在中国移动“互连互信，创享
未来”展区的110寸大屏幕上，一
幅如诗如画的高清8K水乡实景
徐徐展开，吸引了很多现场观众
的驻足：粉墙黛瓦临河而筑，桨声
灯影人头绰绰。这时，工作人员
拉进画面让笔者注意到了一位船
夫，他轻划着乌篷船而过，双眼微
眯，笑容舒展，甚至连水面徐起的
涟漪都能看清。

“这个画面是从安装在乌镇
一座小桥流水处的8K超高清摄
像机通过5G网络实时传回的，能
看清楚每个细节，超高清的影像
特别真实地还原了现场，特别是

江南水乡的空气中那一层烟雨蒙
蒙的薄雾，都能细微地捕捉到。”
现场工作人员讲解道。

据介绍，目前乌镇5G实测下
行峰值速率超过2Gbps，足以承
载多路8K高清视频业务而毫无
压力。由于5G具备高速率、低时
延、广覆盖的特点，可以实现AR/
VR、远程医疗、无人驾驶等应用。

这时，工作人员拿起了一副
VR眼镜给笔者戴上。透过眼镜，
笔者穿越到一座美丽湖中岛，岛
上树木参天，一艘古色古香的木
船停靠岸边，原来这正是中共一
大会址——南湖上的红船，8K的
立体环绕视频完全达到了“我就
在现场”的实景还原。

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业界首个基于5G网络传输

的8K+VR直播应用展示。通过
5G的超大带宽的能力，就可以在
任一场景下拍摄到高清晰8K+
VR影像并实现实时传递，这让随
时随地观赏全球各地风景变为可
能。将来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环
游世界，也可以跨越几大洲观看
偶像的演唱会，更激动人心的是，
可以置身任何一场超级运动赛的
现场，体验“我也在参赛”真实感
觉。此外，远程教育、重大突发事
件现场的实时直播效果会更佳，
更有可能的是，医生甚至可以远
在千里之外实现远程手术。

5G远程医疗，医生坐在医院
里就可以给在急救车上的病人做
远程B超检查

在中国移动展区的一角，一
个坐在电脑显示屏前的医生，右
手握着一个小巧灵活的操纵杆，
正在给乌镇景区外一辆急救车上
的人做“远程B超”。急救车上的
医疗机械臂，也做着跟医生同步
的动作，医生往下压，机械臂也同
步下移，医生往上移动操纵杆，机
器人也敏捷地随之上移。据悉，
5G远程机器人超声是基于通信、
传感器和机器人技术，由医疗专
家根据患者端的视频和作用力反
馈信息，远程操控机器人开展的
超声检查服务。其中，视频交流
通过医生端和患者端的超高清视
频会议系统完成，反馈信息通过
患者端机器人机械手传感器完
成，远程操控通过操作摇杆完成。

“这两部机器，连接的都是

5G试验网，这一场景下的远程医
疗，时延不超过10毫秒，几乎可
以做到完全同步，网络的实时性
对这样的远程医疗操作很重要，
可以保证医生初诊的及时到位。”
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一般来说，
救护车急救都在高速移动场景下
进行，对移动性信息传递有较高
的要求，此外医疗数据的实时传
输，都需要大带宽流畅的网络传
输，5G网络速率高、时延低的特
性可以支持远程触觉传递，推进
远程B超、远程手术等前沿技术
的落地，给无线医联网带来巨大
潜能，让优质医疗资源普惠更多
群众。”

“以后上海或北京的名医，可
以坐在本地的医院，给远在几千
里外的新疆、海南、贵州等地患者
做手术。”工作人员表示。

5G何时来到我们身边？除
了网络普及，更重要的是应用的
创新

5G到底离我们多近？据悉，
中国移动今年已启动5G外场试
验，预计到2020年全面商用。为
助力跨行业融合创新，中国移动
联合224家合作伙伴，成立了5G
联创中心。为了便于落地，5G联
创中心还在全球构建了12个开
放实验室，承担着各有特色的研
究项目，其中海外开放实验室有
香港、瑞典和美国硅谷三处。目
前浙江实验室已经承担了5G规
模测试、智慧城市、车联网等多个
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还成立了

一个创新联盟，重点打造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等6个应用领域。

据悉，早在今年2月，浙江移
动就启动了5G规模试验的工作，
今年5月，浙江移动宣布打造杭
州“5G第一城”，并组织成立浙江
5G产业联盟。到目前为止浙江
移动已经在杭州建成国内最大规
模5G规模试验网络，5G试验站
点达到百站规模，试验网络覆盖
西湖风景区、武林商圈、钱江新
城、奥体中心、滨江高新园区、城
西科创大走廊、下沙开发区等区
域。通过5G产业联盟成员单位
的共同努力，高清视频监控、360
度VR直播、无人机直播、远程B
超、工业机器人等多项应用正在
迅速进展中。预计到年底将建成
总覆盖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
5G试验区，广泛分布于十大网络
覆盖和应用场景。

为了在互联网大会上给众多
嘉宾带来更惊喜的体验，浙江移
动目前在乌镇也建设了多个5G
试验基站，从现场网络环境来看，
速率足以让现场众多嘉宾咋舌,
感受到科技给生活带来的美好变
化。

大数据构建城市24小时动
态，5G连接你我他

在中国移动展区大屏幕上，
可以看到一个不同时间点杭州城
市市民的生活动态大数据地图。
从大数据上可以看出，当旭日东
升的5点，西湖、西溪湿地、湘湖
等自然生态区成为晨练热门去
处，杭州已经逐渐成为一座健康
运动之城。到了7点,大多数上
班族开始了繁忙的一天,涌向互
联网创业区域的人为多数，地铁
火车东站站则显示为最繁忙的交
通站台，日客流量超过14万人，5
分钟客流峰值超过7000人；到了
中午12点，大多是年轻人们开始
使用美团外卖点餐；繁忙的一天
在18点戛然而止，工作了一天的
人们都聚集到各大CBD商业区
聚会放松，看电影是当下人群最
青睐的选择。可见，大数据生动

刻画了无数平凡人的生活轨迹，
在其中可以看到与自己相似的身
影。

“城市24小时产品由浙江移
动神灯大数据出品，基于移动用
户日常的位置、上网、消费等信
息，分析呈现城市居民24小时的
生活规律及特点，用数据洞察城
市发展现状和居民需求变化，为
政务、交通、商业等领域提供更多
决策支持。”工作人员说道。

在展厅的另一侧，“区块链+
物联网”西湖龙井茶溯源项目展
台前也聚集了人群，大家都对这
个仅需2.2秒就可以知道手中茶
叶“前世今生”感到很好奇。

“通过在茶园里安装上基于

物联网的信息采集器及实时摄像
系统，我们可以将龙井茶在生长、
采摘、炒制、包装、物流等关键环
节进行采集记录并上传至区块链
平台，比如空气土壤酸碱度、环境
温湿度、空气 PM2.5值与光照强
度、采摘及炒制师傅等数据被作
为交易数据存储于不同节点的区
块中，不可篡改，保证了龙井茶的
科信溯源。蜂窝物联网NB-IoT
的特点是大连接、广覆盖和低功
耗，非常适于在农田区域实现深
度覆盖，保证数据的完整传输。
消费者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即
可查看茶叶详细信息。”工作人员
说道。

■宗宜

中国移动5G闪亮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近日，2018中国·绍兴第三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在柯桥举行。经过激烈角逐，Brainco项目和
基于深度学习的消防智能诊断预警系统最终脱颖而出，斩获
大赛一等奖，其团队赢得30万元奖金。同时，项目落地还可
获得500万元的扶持资金，并有机会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
合作银行授信额度和总规模10亿元的专项基金支持。

大赛以“领秀湾区 智赢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新材料、生命健康领域等新兴产业，与前两届相
比渠道更专业、项目更优质、获奖名额更多，征集的项目数
量从以往的200个增加到310个。自2018年3月大赛启动
以来，通过北京现场赛、美国现场赛、亚洲视频赛、欧洲视频
赛4场分站赛及视频半决赛，最终遴选出18个技术含量
高、商业发展潜力大的项目。这些项目多数已获得基金公
司投资，部分已与2017年度世界500强或中国民营500强
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以往12强大赛决赛获奖名额基
础上，还新增了6个优胜奖项目名额。 邵昕

杭州网度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代
码 ：69173963-9；遗 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10026176101，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艮山支行，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100

万元减至1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神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6000万元减至 505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市临安区昌化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5010万元减至 101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希格尔电气有限公司近日，江山市公路部门组织路政人
员对辖区沿线公路标志标牌等安全设
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校正，为公路
的安全畅通提供保障。 毛志强

江山公路：标志标牌整治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洪永民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洪永民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
下资产，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现已依
法转让给洪永民。洪永民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洪永民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资产类别 债权本金 利息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抵押人

余 姚 市 华
兴 塑 化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债权 10000000.00 5868506.91 902022014 企
贷 字 00006 号
温州银行非自
然人借款合同

王云江、何智文

注：
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 2018年 7月 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洪永民的利息及相关权益，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据实计算。
2. 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
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 清单中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
律文件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洪永民
2018年11月7日

慈溪运联百绫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3302820295413、法人章3302820295415、财务
章3302820295414，发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湖州东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3300164320，号码
33120794，声明作废。
宁波保税区钜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3320045217601，声明作废。
熊壮遗失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三级证，身份
证号42098419871120903X，声明作废。
慈溪市申涛电器厂遗失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观海卫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250053726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保税区统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定，本合伙企业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蓝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
公告
注销清算公告：经股东研究，决定注销浙江
鼎嘉商贸有限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
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浙江鼎嘉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注销公告：宁波臣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宁立惠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
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行利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市海曙世纪阳光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
时成立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
销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坤腾模塑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撤销减资公告：宁波久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撤销于 2018 年 11 月 3
日刊登在《浙江工人日报》上的减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坤鸿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BLUE AN
CHOR LINE 正本三正三副提单一套,提
单 号 码 为:4359-0220-809.780, 船 名 航 次:
MANILA MAERSK V.841W, 声 明 作
废。浙江坤鸿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国韵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快递
业务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浙邮2017
1747B，有效期至2022年2月14日，声明作废。
刘 杰 遗 失 士 官 证 ，证 号 ：士 字 第
20140137956，声明作废。
金小楠遗失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签发的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管理号：
11101330083，声明作废。
宁波中基人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原产地
证书，证号：G183800059360675，声明作废。

SMC（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遗失已填开的
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32份，
发票代码：3100182130，号码：
18661098 29962441 29962452 29962576
29962578 29962580 66916521 2996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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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绍兴第三届海创大赛
总决赛在柯桥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胡涛、朱程
莹记者何悦报道 今年“双11”
的脚步越来越近，杭州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下沙园区内早
已是一番忙碌的场景。记者从
杭州海关隶属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监管科
获悉，今年“双11”期间，园区计
划备货4309.5万件，是去年备货
量的1.4倍。11月初，在海关监
管下，所有跨境商品都已经顺利
入区。这是海关机构改革后面
对的第一个“双11”。

据介绍，2017年杭州综试
区下沙园区进口跨境商品备货

数量为3100万件，今年的备货
量是去年的1.4倍，较2016年
增长259%。今年参与“双11”
活动的跨境电商超过百家，10
月上旬起大量进口跨境商品提
前入区，园区内各仓库新增临
时作业人员9000余人，下沙园
区进入“吸货储备”模式。

据企业预估，今年“双11”
期间杭州综试区下沙园区订单
量将超过900万单，比去年翻一
番。

“双11”是消费者的“购物
盛宴”，对海关通关效率则是一
场“考验”。

面对“双11”跨境商品进口
量的成倍增长，杭州海关将科技
保障列为今年“双11”保障的重
点。在总署跨境电子商务进出
口统一版信息化系统的基础上，
自主优化了该系统二级、三级数
据交换平台和通道，对申报环节
的企业信息、参数校验等基础配
置数据读取进行了改造，使得

“道路更宽、速度更快”，实现通
关效率“秒级响应”。杭州海关
还邀请数家电商企业，提前开展
全链路压力测试，并对系统进行
24小时监控和保障，确保“双
11”期间系统运行平稳。

新华社上海11月8日电 松化
酥香的招牌糕点、浓香幼滑的丝袜
奶茶、鲜美纯正的XO酱……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来自港澳
的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展台前排起
试吃“长龙”，参观者犹如置身于热
闹的美食街，大饱口福。

捞茶、冲茶、焗茶、撞茶……工
作人员熟练地操作六个步骤，最后
拉起长长的茶袋，过滤出经典港式
丝袜奶茶，分装成一杯杯供参观者
品尝。

带来这款“金茶王”奶茶的香
港参展商介绍说，港式奶茶制作工
艺讲究火候、水温、浓度和色泽，
2014年成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了中西饮食文化在香港的交
融发展。

“香港每年喝掉的奶茶多达10
亿杯，希望通过进博会让更多人体
验纯正的香港味道。”这位参展商
说。

“一入口就是清幽蛋白味及杏
仁香。”取名为“澳门马祖”的蛋卷，
让品尝者口留余香。澳门参展商
将美食与文创概念相结合，使用高
品质原材料，采用带可爱卡通形象
的包装，颇具澳门风情。

“味道正宗，外观好看，这是很
受欢迎的伴手礼。希望通过参展，
找到内地合作伙伴和经销商。”澳
门青年冯俊杰对自家产品很有信
心，希望产品早日打入广阔的内地
市场。

本届进博会正如火如荼进行
中，200多家港澳企业踊跃参展，其
中香港160多家，澳门50余家。港
澳特色美食在展会上设专区展示，
吸引众多观众前去捧场。香港产
品展区内，20多家展商集中展示由
香港制造的糕点、饮料、调味品、保
健食品等优质产品；澳门产品展示
区也有10多家特色食品企业展出
牛肉干、杏仁饼、海鲜酱料等特色
美食。

“内地同胞收入水平不断提
高，食品安全意识增强，在健康食
品领域商机无限。”香港贸发局服
务业拓展高级经理廖倩仪对记者
说，香港食品企业水准较高，执行
严格的安全标准，希望借助进博会
平台，扩大内地市场，满足内地同
胞消费升级的需求。

另外，西班牙火腿、葡萄牙红
酒、巴西咖啡、土耳其连衣裙、印度
家居服、意大利针织帽等各类优质
海外产品，通过港澳展商来到进博
会。

“通过澳门我们可以更好地了
解中国文化，更容易进入内地市
场。”一位葡萄牙啤酒展商说，凭借
澳门渠道，最近他们已成功和内地
电商平台建立合作。

“我们为想要进入内地市场的
厂商寻找最适配的方案。”香港冯
氏集团旗下的利丰发展（中国）有
限公司及利丰研究中心董事总经
理张家敏说，现在世界市场正逐步

形成“全球生产、全球消费”的新格
局，内地市场消费能力快速增长，
香港企业可为世界品牌提供服务，
发挥媒介平台作用。

如今，服务业占港澳整体经济
份额八九成。服务贸易是此次港
澳企业重点参展的领域。专设的

“香港服务业展区”集中展示了各
项专业服务，包括建筑咨询、物流
服务、市场营销、会计服务、信息及
通讯科技等。来自澳门的咨询、会
计、设计等公司亦积极参展。

香港参展商巴马丹拿旧称“公
和洋行”，是一家有150多年历史的
建筑设计咨询公司，汇丰银行大
楼、江海关大楼、沙逊大厦等上海
外滩建筑群中约有10座出自该公
司手笔。顺应国家发展战略，巴马
丹拿近年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布局力度，业务拓展至
70多个国家，拥有丰富的海外经
验。

“希望通过进博会，进一步推
广这家香港百年老店，巩固在内地
的业务，认识更多海外客户，争取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更
重要角色。”巴马丹拿建筑项目经
理黄达丰说。

荔园曾是香港规模最大的游
乐场，现已发展成一家娱乐生产平
台。该公司积极将业务拓展至内
地，预计于2020年在成都开设大
型室内电动卡丁车游乐场。

“香港空间小、市场有限。随

着内地民众收入水平及对现代娱
乐需求的上升，公司看好未来在内
地的发展前景。”荔园活动及项目
经理仲志旻说，“公司希望拓展内
地市场，同时把快乐带给内地民
众。”

“过去内地企业对英语国家，
尤其是小语种国家较陌生，影响
了对外交流合作。”提供投资咨
询、商务会展、翻译等服务的澳门
参展商至善有限公司专注于中国
与葡语国家市场，近年曾帮助江
苏常熟市和广西北海市与葡萄牙
开展交流合作，从对接到合作落
地提供专业服务。该公司项目经
理李杰认为，澳门具有中葡双语
优势和长期中西交流经验，能在
内地企业走向葡语国家的过程中
发挥积极作用。

香港贸发局助理总裁梁国浩
说，多年来，许多香港产品和服务
早已在内地打出名堂，食品安全可
靠，质量有保证，专业服务也具世
界一流水平，两者在内地均有庞大
市场需求。此次进博会香港企业
踊跃参展，配合国家向世界开放进
口市场的政策，希望参展商接触更
多潜在买家，拓展内地市场，找到
发展新空间。

“引进来，走出去。”多位受访
港澳参展商表示，希望扮演连接内
地和世界桥梁角色，在国家扩大进
口和开放过程中发挥作用，协助更
多内地企业走向世界。

4000余万件跨境商品
入园备战“双11”

杭州海关助企通关“加速度”

特色美食待客专业服务搭桥
——进博会港澳参展商助内地连接世界

（上接第1版）
嘉兴是浙江全面接轨上

海的示范区，新仓镇和吕巷
镇更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

“新巷印”毗邻工建，致力于
两地工会间的资源共享、合
作共建，重点推进“五个协
同”。主动携手，推进组织协
同共建，组织基层工会干部
和工会主席联谊会成员开展
互访互学互比；搭建平台，推
动干部协同培养，组织联合

培训班，邀请两地劳模、工
匠、工建指导员等开展各类
培训；整合要素，聚力职工协
同服务，结合两地产业特点
开展联合外出招聘，联合开
展文艺展演、体育比赛等职
工文体活动；创设载体，加快
人才协同引育，依托镇智创
中心，积极参与上海优质项
目和人才引育孵化工作，开
展农业劳模工匠联合技术指
导和农业“双招双引”工作；

激发优势，服务两地协同发
展，促进“双融双带”，积极发
挥工会组织广泛联系职工群
众的优势，合力共推“幸福吕
巷”“美丽新仓”建设，为两地
合作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朱洪宝表示，“新巷印”是
新仓、吕巷两地工会共同搭建
的新平台，通过资源整合和优
势互补，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职工群众追求中展
现新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