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5 日 星期三
主编 郑福荣 沈长佑 责编 赵伦 美编 曹明辉 校对 张琳

A03 要闻

全国扫黑办派大要案督办组
赴云南督办孙小果案
日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
办主任陈一新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
云南省扫黑办关于孙小果案有关情况的
汇报，拟定派出大要案督办组，赴云南省
对孙小果案查处工作进行指导督办。
全国扫黑办大要案督办组由中央

政 法 委 副 秘 书 长、全 国 扫 黑 办 副 主 任
王洪祥任组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全
国扫黑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各一名正局级干
部及若干名办案专家组成。大要案督
办组已于 6 月 4 日进驻昆明，将督促云

外交部发布
赴美安全提醒

南省有关部门依法加快孙小果案办理
进 度 ，切 实 把 案 件 办 成 经 得 起 法 律 和
历史检验的铁案。
此前，全国扫黑办已于 5 月 24 日发
布消息，将云南孙小果案列为重点案件，
由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
据新华社

5G 时代来了
手机需要换吗
3 日，工信部官网称，将于近期发放 5G
商用牌照。字少事大，快来看看，5G 带
来哪些变化，你需要做哪些准备？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5G 商用！比原计划提前
“近期发放 5G 商用牌照”，这意味着 5G 商
用牌照下发提速，因为按照此前工信部披露的
消息，2019 年中国进行 5G 试商用，2020 年正式
商用。
有运营商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此次发放
的应该是部分城市的临时牌照，进而推广至全
国。
不过通信行业专家项立刚称，
“5G 提速了，
没有什么临时牌照，
直接进入商用。
”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称，这意味着 5G“果
子”熟了。另外，牌照下发后，基础电信运营商
也可开展商业化了，
5G 建设会加速进行。
记者从运营商渠道了解到，5 月 17 日世界
电信日前后，部分友好测试用户已经开始使用
5G 终端和 5G 资费套餐，但因为没有 5G 牌照，
所以商用不能开展，这些费用都是运营商自己
在承担。

中国 5G 已具备商用基础
为什么近期发 5G 商用牌照？据工信部介
绍，当前，全球 5G 正在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期，
中国 5G 已经具备商用基础，中国将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
而且，中国 5G 产业已建立竞争优势，5G 标
准是全球产业界共同参与制定的统一国际标
准，中国声明的标准必要专利占比超过 30%。
今年 1 月份，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说，
“从测试
情况看，
系统设备产品基本已经达到了预商用的
水平；芯片和终端还没看到，今年年中有望出现
比较好的 5G 商用终端。
”
而现在恰好到了年中。
运营商亦做足准备。据了解，三大运营商
都在进行 5G 的先期组网和试验。其中，中国移
动在杭州、上海、广州、苏州、武汉 5 个城市开展
5G 规模外场试验，在北京、成都、深圳等 12 个城
市进行 5G 业务和应用示范。
中国联通则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
州、南京、武汉、贵阳、成都、福州、郑州和沈阳等
18 个城市展开测试。
中国电信是在雄安、上海、深圳、成都、苏
州、兰州等 12 个主要城市开展 5G 外场试验，还
实现了部分重点区域的 5G 网络覆盖，实现 4K
网络视频直播等体验。

你准备好迎接 5G 了吗
近日将下发 5G 商用牌照消息公布后，网友议论纷纷。
“刚买了手
机，
还需要换手机吗？“
”资费会不会便宜一点？“
”5G 手机多少钱？”

需要换手机吗
想用 5G 网络，肯定需要换 5G
手机，
这毋庸置疑。
好在一批5G终端马上就能和用
户见面，
例如，
华为Mate 20 X 5G版、
三星 S10 5G版、
小米Mix 3 5G 版、
OPPO Reno 5G 版、
vivo NEX 5G
版、
中兴天机AXON 10等。
不 过 ，目 前 这 些 手 机 售 价 不
菲，上万元基本是“标配”。华为
Mate 20 X 5G 版的标价为 12800
元，是最贵的，小米 Mix 3 5G 版

售价也高达 11800 元。
付亮建议用户，别着急上手，
可经常去运营商营业厅了解进展，
明年 3 月后 ，5G 手机售价约 6000
元；明年四季度，售价约 2000 元，且
具备现在万元手机大部分性能。
一个好消息是，和 3G 过渡到
4G 时用户需换卡不同，据三大运
营 商 此 前 公 布 的 消 息 ，用 户 不 换
卡、不换号就可以体验 5G 高速上
网以及语音业务，
省了很多麻烦。

4G 手机会被淘汰吗
“我刚买了新手机，你现在给
我说这个。
”
部分网友有疑问，
“这是
否意味着我的 4G 手机要淘汰了？
”
其实说不上淘汰，就好比现在
4G 时代依然有大量的 2G 用户一
样，
他们还在使用 2G 手机。
所以不着急体验 5G 网络的用

户可以继续使用目前的 4G 手机，
三大运营商依然可以提供很好的
4G 网络支持。
而且，目前 4G 网络速度也很
快，在 5G 高清视频等应用没有普
及的情况下，4G 网络也可以满足
用户的日常需求。

5G 资费贵不贵
2013 年，4G 刚面世时，网友就
有“一夜不关 4G，房子归电信运营
商”的段子。那 5G 来临，流量资费
会不会很贵？
项立刚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流
量价格是按照基站技术水平衡量
的，随着技术的进步，
“ 在 5G 的时
候，1G 流量价格可能就是 1 块钱或

者是 5 毛钱。
”
需要注意的是，4G 时代，用户
使用流量从 MB 到了 GB 时代，那
么 5G 时代，用户使用流量也会越
来越多，具体花费多少，还要看用
户使用流量情况和运营商套餐定
价，但一个趋势是，流量单价会越
来越便宜。
据中新网

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陈雄风 4 日在
国新办发布会上发布赴美安全提醒。陈
雄风表示，近期，美国执法机构多次采取
出入境盘查、上门约谈等多种方式骚扰赴
美中国公民。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使领
馆提醒赴美中国公民和在美中资机构提
高安全意识，注意加强防范，妥善积极应
对。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与中国驻美国
使领馆联系寻求协助。外交部全球领事
保 护 与 服 务 应 急 热 线（24 小 时）：+ 8610-12308 或+86-10-59913991。本提
醒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陈雄风
还就此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中方为什么会在此时发布赴美安
全提醒？
答：近期，不少中国公民向中国驻美
使领馆反映，他们在入境美国时或在美境
内被美方执法机构无端盘查骚扰。中方
已多次向美方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就
此提醒赴美中国公民注意相关安全风险，
是完全应该的事情。
问：发布这样的安全提醒，对于两国
人员往来会不会造成影响？目前的这种
状况会持续多久？
答：我们希望有关情况能够尽快得以
改善。同时我们也想强调，人员往来是促
进中美两国间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基
础。中美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符合双方
共同利益，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
们希望美方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使两国
人员往来更加便利，进而为两国各领域交
流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新华社记者 吴嘉林

文旅部提醒
中国游客近期
谨慎赴美旅游
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喻剑南昨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近期，美国枪
击、抢劫、盗窃案件频发，对此，文化和旅
游部发布中国游客赴美旅游安全提醒。
据悉，本提醒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喻剑南还就此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
为何发布这一安全提醒？
答：美国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重要
远程目的地之一。但是近年来，美国枪支
暴力犯罪和社会治安事件频繁发生。中
国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和侵害。就在 3 天前，弗吉尼亚州发生的
一起枪击事件，造成 13 人死亡。为更好
地保护中国游客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在此，我们提醒中国游客，在出国旅行前
一定要充分评估风险，特别是了解当地的
法律、治安状况，包括枪支管制等情况，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谨慎前往，确保平安。
问：请介绍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的规
模？
答：关于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的规模，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近期公
布了一组数字，2018 年美国接待的外国
入境游客中，中国游客人数约 300 万人
次，消费约 300 亿美元。
问：在当前大形势下，对中国游客赴
美预期有何评估？
答：2018 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总人
数近 1.5 亿人次。这么多游客出游，
选择去
哪里，
既取决于游客个人意愿，
也取决于旅
游企业产品设计等多种因素。而其中最重
要的一个因素，毫无疑问就是旅游目的地
的整体安全环境。相信中国游客会根据自
身情况，对旅游目的地的安全状况做出谨
慎评估，
明智选择。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