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来了！究竟能做什么4G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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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投资银行家：摆地摊也要有商业模式

5G就是比4G多了1个G？
5G更快、更聪明。
常说 5G 是大带宽、低时延。一部

10G视频，4G下载需15分钟，5G仅需9
秒；无人驾驶刹车智能控制反应距离，
4G下是1.4米，5G下是2.8厘米。

如果把2G、3G、4G几代移动通信技
术比作不断把路修宽，让更多车可以跑，
5G则利用技术在继续修宽高速路的同时，
对路进行规划，实现分流，提高利用效率。

比如切片技术，大唐电信集团总工
程师王映民介绍，在一个大楼内，有人用
网络进行远程医疗，有人微信聊天，5G
网络设计自动会让远程医疗获得更快、
更可靠的网络资源，5G可以根据不同行
业、用户需求，自动实现分门别类分配网
络。

再比如利用边缘计算技术，数据不用
再传到遥远的云端，在边缘侧就可以计
算，这实现最近距离、最短时间，把网络上
需要的资源推到用户面前。

用5G要不要换手机？

答案是肯定的。
4G手机接收不了5G信号，5G手机

依然可以接收4G信号。展望5G时代的手
机，造型将更多元，折叠屏、曲面屏等，在一段
时间内都将成为手机厂商尝试的方向。中
国联通集团运维部总经理马红兵说，5G
手机分辨率高、传输速度快，对电池的容
量要求也进一步提升。目前，华为、小米、
三星等手机厂商都已推出5G手机样机。
业内预计，今年下半年，国内可能出现
5000元左右的5G手机，5G手机大规模
上市可能在明年。

5G网络有吗？

局部地区已有，大范围覆盖还要再
等一等。

2018年开始，三大运营商已在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雄安等多地开展了5G试
验，搭建小规模试验区。这也为今年下半
年试商用和明年商用做准备。

今年全国两会和央视春晚也搭建了
5G 网络。业内预测，不少城市的火车
站、飞机场、码头等公共场所，将首先体
验到5G。

中国铁塔通信发展部总经理黄庆霞
说，5G网络基站密度大，未来5G基站建
设数量将超过4G，充分共享已有资源能
够实现5G低成本快速布网。

“今年下半年，随着试验许可的发放，运
营商将从主要城市开始适度部署5G试商
用网络。”马红兵说，试商用用户有望于下半
年或明年上半年体验5G网络。

5G资费贵吗？

初期和4G时代差不多，长期看流量
资费单价下降是趋势。

业内专家预测，5G初期，消费者对
5G网络服务和资费变化可能感受不明
显，因为网络覆盖远不及4G，也因为没
有太多5G应用出现。“从2G、3G、4G历
次技术更替看，作为移动互联网基础的
流量资费单价下降是趋势，遵循的是规
模经济规律，但单价降低需要一个过
程。”中国电信集团科技创新部技术战略
处处长曹磊说。“随着5G网络铺开，流量
消费会随‘杀手级’应用出现而增加，也
会随消费习惯变化而增加。”中国移动通
信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邓伟说。“每次技术进步，都是一次大幅

‘提速降费’。”马红兵说。

5G对你有什么影响？

业内常说，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
会。

5G来了，普通人先接触到的可
能是4K、8K直播，VR、AR游戏等，
体验“全场景”“沉浸式”效果。
目前，基于5G网络下的远程医
疗、自动驾驶、无人机作业等也
开始探索应用。

4G时代，人与人的连接已
经差不多完成，5G将实现人与
物、物与物的连接，也就是家
庭、办公室、城市里的物体都将

实现连接，走向智慧和智能。5G下物联
网每平方公里连接数可超过一百万。万
物互联时代将到来。“4G改变了不少服
务业，5G在改变工业方面潜力巨大，尤
其是工业机器人应用会进一步拓展。”曹
磊说。

5G之后将怎样？

国内已开始研究6G，共识是基于人
工智能。

走向智能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
必然趋势，6G的网络构架一定是为了满
足人类更深层次智能通信需求。

对于未来，需要打开想象。
比如，6G下的网络传感设备，可能

会实时采集物品的画面、气味、温度、湿
度、光线等信息。

再比如，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
工程学院教授张平等的一篇研究文章提
出，6G不仅包含5G下人、机、物这三个
元素，还将设计存在于虚拟世界的第四
元素。这是人的人工智能超级助手，它
会将客观和主观结合进行决策建议。

总之，未来不远。 据新华社

重庆商报讯 今年被称为5G元年，重庆5G建设
推进如何？5G将给智慧生活带来什么变化？3月26
日，中国电信重庆公司介绍，重庆电信已在重庆热点
地区建设40个基站，5G技术助力自动驾驶发展，六项
5G车联网场景应用有望8月上线。

坐上5G网络体验车，当车辆围绕重庆电信本部环
线行驶时，无需宽带连接，车上的电视就可以实现无
线联网，观看4K高清电视。另外，还可以通过安装在
解放碑的全景摄像头，戴上VR眼镜实时观看解放碑
实况，画面清晰让人仿佛就置身解放碑。

目前，重庆电信在公司本部周围环线、渝中区中山
四路、长寿工业园和万州高笋塘等区域有5G连续覆
盖及业务体验，基于5G网络的 IPTV直播、16路高清
点播，VR/AR直播等业务开通。该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在中山四路开通5G免费WiFi，供市民优先体验。

“我们计划在解放碑建设一个5G体验厅，将前沿
的5G应用纳入该体验厅，可免费体验。”重庆电信相
关负责人介绍，体验厅预计今年内建成，主要展示5G
多路高清、5G电视、5G VR、5G赛车等应用，以娱乐
方式让市民体验，同时，还有5G基础知识普及。

山城重庆拥有独特的地形地貌，被人们称为“5D
魔幻城市”。独特的交通环境，让重庆成为检验汽车
自动驾驶技术的“试金石”。

今年初，重庆电信联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大唐
移动在渝签署5G智能网联汽车三方项目合作协议，
依托中国电信5G网络技术优势，全面加快中国智能
网联汽车发展步伐，将充分发挥各自在通信、汽车、互
联网方面的优势，强化全方位合作，初期进行六项5G
车联网场景应用示范。

5G车联网六大场景示范应用预计今年8月份上
线，包含了危险场景预警、连续信号灯下的绿波通行、
路侧智能感知、高精度地图下载、5G视频直播和基于
5G的车辆远程控制。

智能化光纤宽带全面升级，重庆电信打造“美好
家”品牌，引领智慧家庭革命。未来，你可以体验到，
只需说一声“音乐”，智能音箱就能播放出你最爱听的
歌曲；不论走到哪里，手机里的“云监控”都能让你实
时了解家里的情况；旅行途中，随手上传自己的照片
和视频到“云相册”就能与家人即时分享；打开“云
VR”，在家里就能享受身临其境的VR应用……

千兆宽带最高速率为1200M，下载一部5GB大小
的高清电影仅需30秒，相比百兆宽带，在网速上有了
大幅提升。

创业模式 同质型创业要做到极致
王世渝在将创业模式分为原创型、同质

型、科技型、创意型、分拆型、市场型、关联
型、资源型以及整合型，并将每个类型的特
点、案例写于他的《创事记：致年轻创业者》一
书中。希望以此启发创业者，让年轻创业者
们能够找到规律。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型创业模式，该模
式是原创型创业模式的一种，带有强烈的技术
特征，具有典型意义。

“科技型模式就是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创
业机会，科技型创业模式的本质在于科技。但
技术成果如何从技术优势走向应用，走向公司
产品和服务，走向成功的企业和品牌，是一个难
题。”王世渝认为，科技型创业要考虑好用于创
业的科技成果是不是有市场，技术成果到产品
的生产技术是否成熟等问题。

同时，他强调创业者别高估了科技的价值
和作用，因为成功的创业背后，科技仅是要素之
一。

关于最常见、最频繁出现的同质型创业，王
世渝指出这种模式可以通过做到极致，尊重客
观规律，差异化竞争等取胜。

商业模式 要善于发现和挖掘需求

王世渝认为，商业模式是公司的心脏，就连
摆地摊也是有商业模式。

他以从摆地摊做到上市公司的谭木匠举
例，谭木匠把自己生产梳子作为核心商业模式
和竞争力，每天琢磨怎么把梳子做好，多年坚持
下来，就把简单的产品做到极致。

“商业模式需要设计。”王世渝在他的书里
总结要领，首先是发现和挖掘需求，例如把市场
需求分为存量需求、增量需求等，把技术区分

“有市场需求”和“无市场需求”。以此将需求进
行充分分析、设计。

盈利模式 要安排好经营性现金流

对于任何一个创业者而言，创业的商业模
式极其重要，但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盈利模式，

商业模式就不能成立。
“传统企业的盈利模式容易理解和设计，

如生产制造、服务贸易，最基本的盈利原理就
是提供产品、获得收益。”王世渝说，盈利模式
不单要考虑盈利的财务模型和进行创业的财
务分析，在分析创业行为时，一定要按照最低
价格和可以想到的最高产品成本进行计算。
除了价格和成本，企业还要安排好经营性现
金流。

他指出，盈利模式和公司价值有关系，
但很难根据盈利模式和盈利阶段来确定公
司价值。

王世渝以区块链行业举例，区块链的形成
又是一个应用平台和应用生态，其应用模式和
盈利模式目前还不清晰，这时候盲目投资区块
链公司，风险很大。

产品创意 没有创意就没有创业
没有一个创业行为是没有创意的，没有创

意就没有创业。
“创意具有偶然性，不是每一个创意都是有

准备、有沉淀的。”王世渝称，通过创意的突发
性、偶然性来创业并成功的案例很多，例如杨丽
萍创作的《云南印象》歌舞集，最初只是未来传
承云南地区特殊的舞蹈艺术，但在这一过程中
发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从而开始公司化运作
和开展资本运营，这属于因为创意的成功导致
商业的成功。

他提醒创业者“防止创意泡沫”。他说，创
业中常遇到各种有故事的人讲出让人不敢想象
的创意，若没有快速识别的能力，一不小心就会
上套。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创业和打工（职业经理）是一个永远
的话题。传统价值观有“宁做鸡头不做凤
尾”的说法，并以此鼓励创业行为。到了
新世纪初，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财富
积累的传统方式，几年前默默无闻的人，
突然之间成为创业英雄，让更多创业者加
入创业洪流。创业和打工到底怎么选
呢？王世渝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人生规划不止两个选择

王世渝表示，如今的中国开始缺乏有
敬业精神的打工者。不少人打工的目的
是为了创业，把工作当成是创业的跳板。

他以自己举例，当年被动下海，离开
体制内。即使像创业者一样把企业做到
一定规模，但他还是打工者心态。因为他
了解自己：勤奋工作能发挥所长，还不过
多承受不熟悉的事务和责任、压力。

“我更像是一个游离在商人和学者之

间的机会创造者和价值发现者，希望把这
些价值和机会贡献给国家、社会和他人。”
王世渝称，人生规划有很多种，不仅仅是
打工皇帝和创业英雄这么简单。

如何清楚自己的定位

王世渝表示，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清楚
自己的定位，无论创业成功，还是打工成
功，每个人要思考如何成为最正确、最成
功的自己，这个成功不是社会给你定义的
成功帽子，而是自己给自己定义的成功。

他认为，年轻创业者要好好思考是不
是客观理性的创业者。“互联网时代，创业
和打工已经不是非此即彼，创业不一定非
要成为英雄，也不一定都要把富豪榜当成
自己的目标。同样，打工也不一定非要成
为CEO，职业经理人有很多岗位选择，很
多职业经理人的行业、专业和职位都极具
挑战性和职业魅力。”

■讨论
年轻人是成为创业英雄还是打工皇帝？

5G来了！让人充满想象。
近日，记者搜集了一些大家对5G最感兴趣的话题，采访了十余位业内权威专家，提取干货，以期

大家快速、准确了解5G。 重庆电信加速5G示范应用布局
六大场景应用有望今年8月上线

■相关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舒

改革开放至今，出
现过5次创业浪潮，涌现
出无数个优秀的民间创
业范本，也出现过无数
次令人遗憾的失败。出
生于重庆的资深投资银
行家、并购专家王世渝，
作为亲历者、见证者、参
与者和分享者，将关于
“创新”“创业”“创业”等
与“创”相关的经验总
结，分享给所有创业者。

王世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