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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
元年。

当天，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
商用牌照。业内人士纷纷认为，5G牌
照的发放是落实网络强国和5G引领
发展战略的重要里程碑，对于引领科
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
在海南，三大电信运营商将以获颁
5G 牌照为契机，大力推进海南 5G
网络建设落地，尽早完成全岛 5G
网络覆盖，在热点区域、重要场景
建 设 5G 精 品 网 络 。 我 省 或 在
2020 年迎来 5G 规模商用，进而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海南移动：年内拟开建
逾200个5G站点

5G，是指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
信标准，也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在数据传输速度、延迟、带宽、容
量、可靠性与移动性上都远超4G。

中国移动在2012年启动 5G研
发，围绕5G场景需求定义、核心技术
研发、国际标准制定、产业生态构建，
应用业务创新开展了大量工作，已成
为5G发展的“主力军”。据海南移动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 年 11 月 16
日，海南移动开通全省第一个5G基
站以来，截至目前，海南移动已经开通
52个5G基站，实现对海南大学、海口
国兴、海口国贸、海口西海岸、海口万
绿园、琼海博鳌以及部分海洋区域的
覆盖，并推进了相关重点行业应用的
发展。

2019年，海南移动计划开建逾
200个5G站点，重点覆盖海南大学、
海口国兴、海口国贸、海口西海岸等
城市片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琼海博鳌、海南生态软件园、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文昌国际航天城区
域、高校等园区；美兰机场、三亚机场
等交通枢纽。确保5G覆盖全省各市
县热点区域，实现5G网络预商用，形
成5G示范效应，预计将在2020年开
展规模商用。

海南联通：已开通18个
5G基站

自2018年3月开通全省第一个
5G基站以来，海南联通积极部署5G
建设，截至目前，已在海口观澜湖、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琼海博鳌、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南大学、澄迈
云计算中心等多地开通18个 5G基

站，开展了车联网、无人驾驶、海口两
会VR直播、博鳌会议保障以及智慧
医疗、智慧教育等5G应用，并在今年
5月17日启动了5G友好体验用户招
募活动，标志着海南联通进入5G试
商用新时代，在全省率先实现了不换
卡、不换号就可以使用5G网络。

海南联通相关负责人说，海南联
通将大力推进5G建设，尽早完成全
岛5G网络覆盖，在热点区域、重要场
景建设5G精品网络。同时借助混改
优势，打造“五新”联通，营造开放、创
新、合作的产业生态圈，创新推动5G
网络与产业融合。

海南电信：力争在明年
建好并规模商用

自2017年底开展5G试验以来，
中国电信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遵循市
场规律，联合国内外众多企业积极开

展5G技术试验和17个试点城市5G
试验网建设。

在海南，中国电信2018年开始布
局5G试点网建设，收效良好。去年1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中国电信为琼海
市5G规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
的运营商。同年6月，科技部作为国
家重大专项批准中国电信在海口进行
5G试点网建设。目前，中国电信已在
海口、琼海博鳌建设完成试点期间计
划的5G基站。今年3月，中国电信在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展示
更多5G应用，5G网络首次在论坛年
会通信保障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电信海南公司网络发展部负
责人透露，公司将加快推进海南5G
网络建设，力争在2020年6月建好并
规模商用，构建海南高速率、全覆盖、
智能化、高安全、天地互通一体化的通
信网络。

（本报海口6月6日讯）

本报八所6月 6日电 （记者李
磊）6月5日至6月6日，参加2019年
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的省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前往东方市，在东方市
自来水公司玉雄村取水口、八所镇龙
须沟、大田镇新宁坡村污水处理设施
等地进行检查。检查中，围绕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闲置的问题，执法检查组
指出，在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过程
中，各市县要统筹合理使用有限的资
金，避免“点多面广”地建设，力保污
水处理设施建成一个用好一个。

6月6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俊的带领下，来到东方市大田镇新宁
坡村。在这里，执法检查组发现：该
村一座2017年8月竣工的人工湿地
式的污水处理设施投资资金101.43
万元。但设施建成后，设计的污水主
干管道仅为300米，由于长度过短，
新宁坡村的村民大部分民居的排污
管道无法接入这个污水管网，导致污
水处理设施进水量严重不足。如今，
由于长期“喝不饱”，污水处理设施中
的人工湿地已经干涸，用于净化水质
的植物出现了枯萎。为了让这个污
水处理设施重新发挥作用，东方市如
今又投入800余万元对其进行管网
和工艺改造。

“没有将村中污水有效收集到污
水处理设施中，这个污水处理设施
即使建了，也无法发挥作用。”省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工作人员现场
指出了问题所在——一部分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在规划建设时，负责规
划建设的部门认为“建成了就行”，
而且在建设中没有充分征求村民意
见，也未能考虑到村中的实际情
况。导致有的地方虽然建了污水处
理设施，却因与当地实际需求不配
套导致无法发挥有效作用，造成严
重的闲置浪费。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透露，
本次执法检查前几天的行程中，对临
高、儋州、东方多个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进行了检查，从这三市县的情况来
看，暴露出了我省部分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规划不切合实际、重建轻管、后
期运行管护困难的问题。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不是建成就
行，各地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追求点多面
广，要建好一个，用好一个。”6月 6
日上午在东方市召开的座谈交流会
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建议，
各地在推进农村污水处理项目的过
程中要统筹合理地把有限的资金安
排好，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将污水处
理后期管理的资金安排充裕，让已
经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真正充分发
挥作用。

工信部颁发4张牌照，5G网络建设落地步入加速期

我省或在明年迎来5G规模商用

2019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执法检查组在东方市检查时指出

力保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成一个用好一个
海南环保世纪行

定安公开宣判
一涉恶团伙犯罪案件
11人获刑

本报定城6月6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
玉 通讯员陈春羽）6月6日，定安县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一起涉恶团伙犯罪案件，杜某洁等11人涉嫌
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
害罪。此案是今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该
院开庭宣判的第二起涉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

据了解，该案此前已于5月9日公开审理，6
月6日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杜某
洁等11人以被告人杜某洁为首，形成恶势力团
伙，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定安
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殴打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了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

定安县人民法院根据本案被告人犯罪的事
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被
告人杜某洁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
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19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5万元，对王某海等10名被告人以故意伤
害罪、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1年至7年不等刑期。

扫黑除恶进行时

海口市政排水部门部署应急电源泵车

防范积水保障高考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陈敏）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暨
普通高中基础会考将于6月7日至10日进行。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排水管道养护所获悉，为确
保高考期间雨天排水通畅，交通车辆安全通行，各
位考生能够顺利到达考点，海口已在全市9个考
点附近部署15辆应急电源泵车。

据了解，今年高考恰逢端午节，海口市市政局
排水所全体干部职工取消休假，全力做好考场周边
及途经道路市政排水设施的巡检养护保障工作，确
保井盖无松响、无破损、无高低不平，保障排水设施
安全运行；据历年的经验，分析研判可能出现辖区
考点周边路段的积水点，制定防范措施；严格落实
每天4次市政排水设施巡检工作制度，一旦发现井
盖损坏、污水溢流等问题务必进行快速修复。

高考恰逢端午节

省交警提醒：
这些路段易发交通事故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武
艳琰）今年高考恰逢端午假期，部分路段实行适时
交通管制，对市民出行产生影响。为此，6月6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安全出行提示。

6月7日至9日，部分高考考点学校周边将进
行交通管制，有出行需求的市民需提前关注各地
管制通告。建议公交出行，错峰出行。

以下路段易发交通事故：G98环岛高速公路
K50-K53段（长距离爬坡路段，重型货车速度跟不
上，后方车辆易追尾，特别是夜间视线不好时）；G98
环岛高速公路K581-K586段（易发生因驾驶人操
作不当引发追尾和翻车事故）；G98环岛高速公路
追尾和刮碰事故较多的海口绕城段；225国道儋州
段；224国道琼中至五指山段；旅游景点周边道路
如：三亚的南山、天涯海角、亚龙湾、海棠湾，保亭
的呀喏哒、槟榔谷，琼海的博鳌，万宁的兴隆等；三
亚市区通往旅游景点的道路等易发生事故，请谨慎
驾驶。

关注2019年高考

定安美食争霸赛
10日揭榜

本报定城6月6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
玉）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十味定安”2019海南定
安端午美食文化节活动也不断升温。6月6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2019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组委
会获悉，定安美食争霸赛将于本月10日揭榜。

据了解，5月起，美食争霸赛初赛通过“定安
108道风味”寻访，名菜抢位赛以争鲜美食汇线上
线下抢券参与的形式展开。6月2日，美食争霸赛
决赛在海口万豪酒店开赛，18位定安名厨进入决
赛，现场名厨们展厨艺、较高下。本次决赛最终评
选出10道定安美食，并在现场进行封存。

原定决赛最终结果于6月7日揭晓，但为了
给市民提供更佳的体验，美食争霸赛改为10日
揭榜。

2019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组委会，诚挚
邀请海南各市县市民参与6月10日18时30分在
定安县古城西门举行的2019海南定安美食文化
节之“十味定安”美食争霸赛揭榜仪式暨端午长桌
宴活动，共同见证“十味定安”的诞生。

组委会为海南各市县民众准备了30组名额，有
意报名者可登录“南国都市报”公众号“十味定安”专
区或发邮件至39987183@qq.com留电参与。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 通讯员刘琰）海
南日报记者6月6日从海口市龙华
区获悉，6月7日至6月29日，龙华
区将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暨

“新时代文明实践之端午节庆礼”系
列主题活动，期间将举办10余场文
化活动。

据了解，此次庆端午系列主题
活动种类多样、内容丰富。除融合

端午元素的龙舟赛、舞狮赛及龙华
区特色品牌活动、第六届“多彩童年
六月狂嗨节”系列活动等各类文体
活动以外，还增加了中华经典诵读
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

本报海口6月 6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6月 30日前
购买的‘国五标准’新车，7月 1日
后是否能注册登记？”针对市民近
日关注的“国五标准”新车上牌的
热点问题，6月6日，省交警总队作
出回应。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轻型
汽车执行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

标准的通告》，明确从2019年7月1
日起，在海南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
轻型汽车，须符合“国六标准”要求，
禁止注册登记低于“国六标准”轻型
汽车。

问题一 6月30日前购买的“国
五标准”新车，7月1日后是否能注册
登记？

答：在已取得增量配置指标的前
提下，于2019年6月30日前购买的非

“国六标准”轻型汽车，可在7月1日
后根据购车发票上的日期按规定办
理注册登记。

问题二 7月1日后省外“国五标
准”轻型汽车是否可以迁入海南？

答：7月1日后，外省牌照轻型汽
车若要迁入海南，需符合“国六标
准”，且取得增量配置指标。6 月 30
日前已经在当地车管所办理转出手
续但未在海南办理转入手续的“国五

标准”轻型汽车，7月1日后可继续办
理。

问题三 7月1日起，省内二手非
“国六标准”轻型汽车能否办理过
户？

答：省内二手非“国六标准”轻型
汽车，在已取得增量配置指标且不属
于“黄标车”或距使用年限 1 年以内
（含1年）的前提下，7月1日后仍可继
续办理过户登记。

迎接世界海洋日

我省举办公务执法
船艇开放日活动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陆建华）中国海监2166船
迎来一批新朋友。为迎接世界海洋日
和全国海洋宣传日，6月6日，公务执
法船艇开放日活动在海口举办，省内
多家学校的师生、政企单位工作人员
登上停靠在海口秀英港的中国海监
2166船，了解海洋执法工作，学习海
洋环保知识。

此次活动设置了海洋环保主题宣
传环节，海南寰海海洋保护与开发基金
会在现场为参观人员普及海洋保护科
学知识。“见识很多、收获很大”是不少
参观人员的“观后感”。在此次公务执
法船艇开放日活动之前，省海洋与渔业
监察总队还组织开展“海洋知识进校
园”等活动，以进一步弘扬海洋精神。

本次活动由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
队主办、海南寰海海洋保护与开发基
金会协办。

海口龙华区将举办10余场活动庆端午
时间持续至6月29日

7月1日后“国五”车还能上牌吗？
省交警总队回应相关热点问题

香港传媒学子海南行
活动走进万宁

本报万城6月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振玮）6月5日，由香港大公
文汇传媒集团发起的“年轻的眼睛看
海南——2019范长江行动香港传媒
学子海南行”走进万宁，来自香港大公
报的记者、编辑和香港传媒学子与省
内部分高校学子组成的采访团，参观
万宁兴隆热带植物园，感受万宁魅力。

“年轻的眼睛看海南——2019范
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海南行”活动，
是“范长江行动”首次走进海南，参加
活动的香港传媒学子将以香港年轻人
的视角向读者讲述海南故事，发现一
个不一样的新海南。

“范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内地
行”自2014年启动，每年组织一批香
港传媒院系学子到内地各省区采访。

6月6日至6月7日，海口城区出城方向
道路、海文高速、环岛高速海口至琼海段和海
口至临高段（出海口方向）将出现交通流高
峰；6月9日海口城区进城方向道路、海文高
速、环岛高速海口至琼海段和海口至临高段
（往海口方向）将出现交通流高峰。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海口分赛区总决赛落幕
前五名将参加大赛总决赛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王玉
洁 实习生李婷）历时一个月，2019年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海口分赛区总决赛
6月6日在海口落下帷幕。经过激烈
角逐，最终共有7支队伍从289支参
赛队伍中突出重围，荣获一、二、三等
奖及最佳人气奖、最佳创意奖，他们中
排名前五的获奖队伍将代表海口分赛
区前往北京参加总决赛。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参赛成员
密切关注社区、教育、环保、健康、能
源、交通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将创新
理念和前沿科技结合起来，打造出具
有社会和产业价值的作品。

北京联合大学京龙团队的“无驾
照出行-图灵人机对话的自动车”项
目荣获一等奖。

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主办、海南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承办，共吸引来自
海南、广东、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
289支创客团队近1200人报名参赛，
最终共有20支创客团队进入海口分
赛区总决赛。据悉，2019中美青年创
客大赛由教育部主办，旨在引导支持
中美青年共同打造具有社会和产业价
值的新产品、新应用。

又到一年端午时，又是一年粽飘香。在海口各大商场、超市内，粽子专柜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粽子包装
简单、价格实惠，平价粽子唱主角，市民购买热情高。图为6月6日，海口一家超市内，市民在选购粽子。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平价粽子唱主角
简单实惠受欢迎

主要活动
端午节送温暖
活动时间 6月7日
活动地点 西门外社区居委会

“全家上阵总动员·爸妈陪我
乐翻天”亲子趣味运动会
活动时间 6月9日
活动地点 假日海滩

关注2019海南定安美食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