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 春节期间各地

“1号罚单”密集而至。 3月 2日，银监会官

网发布新余监管分局 2018 年第 1 号行政

处罚，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肖

峰因利用本人消费贷款买卖信托产品，被

警告处分，并罚款人民币 5 万元。 另外，内

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虚假资产转让违

规，被内蒙古银监局罚款 30万元。

除银监系统外， 央行在春节期间也没

有“手软” 。 2月 23日，央行济南分行连开

三张罚单对 3 家机构进行处罚。 这 3 家机

构分别是华夏银行济南分行、 浦发银行济

南分行以及山东高速信联支付有限公司。

纵观 2 月份罚单，信贷违规成重灾区。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 2 月 28 日，各地

银监局和银监分局下发的罚单总计 307

张，罚金超 1 亿元。 罚单涵盖国有大行、股

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另

外还有一些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监管层开出

307张罚单

正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举行的 2018 年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 （MWC） 上，5G

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关键词

之一。相比于以往更多谈论

的 5G 概念、 框架和可能

性，今年的大会中，多款重

要突破性中国 5G 产品“抢

鲜” 亮相，同时一些日渐成

熟中的技术和应用场景也

在展会中进行了集中展示，

为迎接 5G 时代的到来开

启倒计时。

中国已跻身 5G“第一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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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发布首款

5G商用芯片和终端

作为全球通信领域规模最大

的年度展会之一，本届世界移动通

信大会上不乏来自中国企业的声

音和亮点。 展会期间，华为发布了

首款基于 3GPP 标准 5G 商用芯

片和终端，中兴通讯等公司也展示

了各自的科技实力。 分析认为，这

些新产品意味着中国企业在 5G

领域正在走向领先。

据悉，华为此次发布的 5G 芯

片———Balong5G01，是该公司旗下

首款支持 3GPP 标准的 5G 网络

产品。 同时，华为还发布了基于该

芯片的首款 3GPP 标准 5G 商用

终端华为 5G� CPE。 据介绍，该产

品分为低频（Sub6GHz）CPE和高

频（mmWave）CPE 两种，其中 5G

低频 CPE 不到 1 秒即可下载一集

网络剧，可以支持未来基于 5G 网

络的各类 VR 高清在线视频、VR

网络游戏等高清视频和娱乐应用，

同时兼容 4G和 5G 网络。 华为首

款 3GPP 标准 5G 商用芯片和终

端的发布，被业内认为是 5G 产品

的突破性进展之一，同时也标志着

5G时代在产业层面的渐进开启。

中兴通讯本次大会期间也重

点展示了有关 5G 的商用技术、网

络以及行业应用方面的端到端解

决方案， 包括新一代 5G全系列基

站产品在大会中亮相。 据介绍，中

兴通讯此次发布的新一代 5G高低

频 AAU， 支持 3GPP5G� NR 新空

口，支持业界 5G主流频段，采用多

项 5G关键技术， 可满足 5G 商用

部署的多样化场景及需求，并已在

国内进行 5G测试以及多个国家和

地区运营商的 5G测试中应用。

“中国已成为 5G舞台上最耀

眼的明星” 、“全球看 5G，5G 看中

国” ， 相关专业人士分析指出，中

国通信技术经历了 2G 时代跟随，

3G 时代参与，到 4G 时代的突破，

在 5G 时代，中国已成功跻身第一

梯队。

5G智能手机

明年上半年面世

本次大会的终端展区，一款具

有 1.2Gbps 超高速率的概念性手

机也吸引了众多关注。 据了解，这

款被业内誉为“类 5G” 或者“预

5G”的智能手机产品，下载一部高

清电影只需不到两秒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本届世界

移动通信大会期间， 中国移动宣

布联合全球 20 家终端产业合作

伙伴共同启动 “5G 终端先行者

计划” 。 该计划以在产业初期尽

快推出首批 5G 终端为目标，推

动多方合作， 共同建立起成熟的

5G 终端产业生态。

据介绍，目前该计划得到了终

端产业广泛响应和积极支持，其中

包括高通、华为、联发科技、紫光展

锐、英特尔、三星等 6 家主流芯片

企业，华为、OPPO、vivo、小米、三

星等 10家主流终端企业。

中国移动预期，基于“5G 终

端先行者计划” ， 各方将通力合

作，于 2018 年底前推出首批符合

运营商需求的 5G 芯片，2019 年

上半年发布首批 5G 预商用终

端，包括数据类终端、智能手机等

产品。分析认为，这也意味着多个

品牌的 5G 手机有望于明年上半

年相继面世。

距真正爆发

还有约两年时间

根据工信部的规划，国内三大

运营商预计将在 2020 年实现第五

代通讯技术的规模商用。 资料显

示，自 2013年起，中国率先启动了

5G试验及研发进程。 目前， 我国

5G商用进程有序推进， 技术研发

测试今年开始正式进入第三阶段。

三大运营商方面 5G 外场测试相

继开启，试点建设加紧推进中。

与此同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不断涌现的多项最新进展显示，

5G推进呈现加速态势。 业内分析

认为，尽管在商用时间表上，距离

5G 真正爆发还有大约两年时间，

但 5G 产业链环节的角力已经全

面铺开。 分析同时指出， 伴随 5G

网络商用化进程， 将带动车联网、

物联网、无人机、云计算等应用的

发展，意味着 5G 不但会成为全球

通信产业的新一轮发展机遇，也会

为各项新兴信息技术的崛起创造

机会。

市场调研机构 IHS 发布的

5G 经济报告预测， 到 2035 年 5G

将在全球创造 12.3 万亿美元经济

产出并创造 2200 万个工作岗位。

其中， 中国将有 950 万个工作岗

位，位列全球首位，远超美国（340

万个）。

我国相关机构发布的《5G 经

济社会影响白皮书》 也指出，5G

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将开辟移动通

信发展新时代，加速经济社会数字

化转型进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

展迈上新台阶。 白皮书预计，2030

年 5G 带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

出将分别达到 6.3 万亿和 10.6 万

亿元。 在直接产出方面，按照 2020

年 5G 正式商用算起，预计当年将

带动约 4840 亿元的直接产出，

2025 年、2030 年将分别增长到 3.3

万亿、6.3万亿元，十年间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29%。 在间接产出方

面，2020 年、2025 年和 2030 年，

5G 将分别带动 1.2 万亿、6.3 万亿

和 10.6 万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

为 24%。

几秒钟就下完

一部 1080P电影

什么是 5G？ 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相关技术规范为 5G 确定

了八大关键能力指标。 据介绍，未

来 5G峰值速率可达到 20Gbps。其

他能力指标还包括，用户体验数据

率达到 100Mbps、 时延达到 1 毫

秒、 连接密度可支持每平方公里

100 万台设备的连接、流量密度每

平方米达到 10Mbps等。

“相对目前主流的 4G 通讯，

5G给用户带来最直观的好处除了

提升通话质量， 那就是传输速率

了。 ”相关专业人士指出，5G网络

的速率可达 Gbps 甚至数十 Gbps

的级别，意味着一部 1080P格式的

电影几秒钟便能下载完成。 此外，

5G通讯还具备低功耗、 高接入等

特点，也成为物联网发展的重要基

础。

“对企业而言，5G 将为汽车

交通、能源 /公用事业监控、安防、

金融、医疗健康、工业和农业等众

多领域创造价值，特别是为要求低

时延的大规模、关键性应用领域创

造价值。对消费者而言，5G服务的

亮点还将集中体现在两大方面：超

高清视频应用和 AR/VR应用。 ”

根据 GSMA 的相关报告， 预计到

2025 年，5G 网络将在全球 111 个

国家和地区市场上实现商用。在完

成早期部署后，5G 网络将提供高

速率、低时延、可靠安全的增强型

移动宽带服务。

不过，专业人士同时指出，想

要享受 5G 通讯带来的便利，消

费者还需要一台支持它的终端，

目前国内普通用户手中的手机尚

不支持。 “5G 时代的到来必将掀

起新一轮的换机热潮。 ” 上述人

士表示。

据《北京青年报》

距真正爆发还有约两年时间

2018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现场 视觉中国

2月份

据《新京报》报道 日前，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表示，2018 年商务部将继续推

动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记者梳理发现，2018 年 1 月初至今，

太原、大同、大连、宜昌等多地已发文取消

二手车限迁政策。

早在 2016 年 3 月，国务院就印发《关

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要

求全国 299 个地级市除京津冀、江浙沪、长

三角三大区域的 15 个城市外，其他各地不

得制定限制二手车迁入政策。 已实施限迁

的地方， 要在 2016 年 5 月底前予以取消。

但这一意见并未被重视， 二手车解除限迁

政策进展缓慢。 2017年 3月，商务部、公安

部、环保部联合发函，对取消二手车限迁进

展缓慢的地区将提请国务院适时开展实地

督查。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共有 135 个城

市下发文件取消二手车限迁。

二手车流通明明是好事， 为什么各个

地方却设置诸多障碍阻碍交易呢？ 全国乘

用车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外

地二手车迁入本地市场， 对当地没有税收

贡献，而且会冲击本地车市价格，导致本地

市场缺乏保护。 ” 此外，环保压力也是地方

政府考虑的因素之一。

二手车限迁政策

多地已发文取消

�������贵州百利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受贵州电

力职业技术学院培训服务中心委托， 就本次招

租进行竞争性谈判， 现邀请合格的竞标人参加

竞标。

一、项目名称：青云都汇门面招租。

二、项目概况：该门面坐落于贵阳市青云路

青云都汇 36 号独立临街门面，面积 35.47 平方

米。

三、报名及谈判文件购买：时间：2018 年 3

月 6日至 2018 年 3 月 8 日 （上午 9:00－下午

17:00，节假日除外）代理名称：贵州百利工程建

设咨询有限公司。 �

��������地 点： 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 6 号大

唐东原财富广场 3号楼 23楼。

联系人：周工 电话 18302613194

青云都汇门面招租竞争性谈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