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3月，中国电信在博鳌亚洲
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展示了更多5G
应用，5G网络首次在论坛年会通信保
障中发挥重要作用。

推进5G网络建设的同时，中国移
动海南分公司还成功开展了5G远程超
声门诊、5G机器人辅助手术、5G无人
机、5G直播、5G智慧机场等应用试验。

今年8月1日，海南发布第一批
共20个5G试点应用项目，涵盖医疗、

教育、旅游、文化、电力、港口等多个领
域。后续我省将继续加快推进5G试
点示范应用，利用5G网络高带宽、低
时延、大连接的技术特点，支撑和促进
我省相关行业技术创新、万物互联。

中国电信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5G正式商用，中国电信将

依托可靠、智慧、安全的云网资源，持
续发挥5G云网融合的一体化综合优
势，赋能中国经济发展。

据悉，我省已将“推进海南全岛5G
网络部署及商业化应用”列为先导性项
目，按“2019年打基础、树样板，2020年
规模部署应用”的总体思路，从5G网络

建设和行业应用两个方面同步推动全
省5G建设发展，进而赋能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

“5G能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活
力，赋能全连接。对手机用户而言，
直观感受就是极速的上网体验。而
对行业用户而言，5G发挥出真正实
力，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质的飞越。”
中国移动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孙慧）为加快推
进农村改厕工作，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海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向社会公布我省农村“厕所革命”监
督举报电话，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为加强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农村改厕工作的监
督，更好地监管各地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农村

“厕所革命”决策部署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日前公布了各市县
农村改厕监督举报电话。

如果对农村改厕效果不满意，或在农村改厕
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现问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拨打当地监督举报电话。

全省农村“厕所革命”
监督举报电话公布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
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海南省改厕办 0898-65238205

海口市 0898-68724532

三亚市 0898-88825696

儋州市 0898-36952001

琼海市 0898-36828583

文昌市 0898-63332006

万宁市 0898-62217126

东方市 0898-25522471

五指山市 0898-86622574

乐东黎族自治县 0898-85523480

澄迈县 0898-67616633

临高县 0898-28287758

定安县 0898-63829083

屯昌县 0898-67812684

陵水黎族自治县 0898-83322332

昌江黎族自治县 0898-26633018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0898-83666369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0898-86221049

白沙黎族自治县 0898-27722906

洋浦经济开发区 0898-28815420

监督举报电话监督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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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张
期望）11月1日，海口市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主题为“跨海·跨年 久久
不见海口见”的跨年狂欢季即日起开
启。至明年2月份，海口将陆续推出
9场音乐欢乐盛典、9大主题狂欢活
动、9项文体赛事以及9大片区旅游
消费优惠等六大板块的系列旅游文
化消费活动，助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年建设。

第一大板块为9场音乐欢乐盛
典，除已确定的湖南卫视海口跨年演
唱会和著名歌手陈慧娴、华晨宇、张
韶涵、周杰伦等个人专场演唱会外，

理查德·克莱德曼音乐会、郎朗钢琴
音乐会、2019草莓音乐节、2019抖
音直播美好盛典等精彩音乐活动也
将陆续在海口上演。

据悉，张韶涵“寓言”世界巡回演
唱会将率先“登陆”五源河体育场。
本月15日至17日，歌手华晨宇将在
五源河体育场连办3场“火星”演唱
会。11月23日，香港歌手陈慧娴也
将在五源河体育场开唱。而何炅、谢
娜等多位“名嘴”则将在12月31日
亮相海口，在湖南卫视海口跨年演唱
会上与海口市民一起迎接新年。

在狂欢季第二和第三大板块

中，2019海南电竞狂欢节、中华小
姐选美大赛、爱奇艺FUN盛典、长
沙广电海口光景骑楼、海口蓝色国
际电子音乐节等9项狂欢活动，以
及搏击“超级晚”、2019年第二届海
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闭
幕式、“千车万人”游海南活动、ICE
世界名猫赛、2019年海南（海口）国
际动力伞飞越琼州海峡挑战赛、海
南热气球节等9项文体活动将陆续
在海口上演。

为助推旅游消费，海口还将在本
次狂欢季期间于海口观澜湖旅游度
假区、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火山

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桂
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江东新区风
景线景区、世纪大桥海口湾水上巴士
旅游观光、火山风情旅游小镇和文山
古村、美兰机场免税店和日月广场免
税店等9大旅游消费片区推出一系
列优惠活动，用第四大板块“炒热”消
费市场。

而在狂欢季第五大板块中，海
口将以“跨年到海口，来了不想走”
为主题，紧扣“吃、住、行、游、购、
娱”等旅游六要素丰富旅游市场供
应，为广大市民和游客量身定制9
条网红打卡精品线路，推出跨年夜

奇幻之旅、“饕餮节”跨年之旅、看
山观海欢乐之旅、海洋帆船欢乐之
旅等旅游线路。

此外，狂欢季第六大板块还推出
了百项网红产品，包括餐厅、民宿、景
点、精品酒店、休闲“好燃”去处等，让
市民游客能够深入认识和了解海口
这座城市。

为了保障广大游客能够尽情狂
欢，海口市委市政府还成立了保障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旅文、商务、公安、
交警、环卫、交通等部门将通力合作，
为狂欢季保驾护航，让海南岛内岛外
的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9场音乐欢乐盛典、9大主题狂欢活动、9项文体赛事等六大板块活动轮番登场

本月起海口开启跨年“狂欢模式”

本报三亚11月1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袁铭悦）10月31日晚，
海南首届离岛免税购物节城市推广
活动在三亚收官。

据了解，此次免税购物节城市推
广活动自6月下旬启动，先后在重
庆、南昌、西安、杭州、成都等8个客

源地城市开展宣传活动，社交平台总
浏览量达1.5亿次，吸引了近5000名

“粉丝”参与网上报名，通过抽奖，有
近500名游客参与到活动中。为期3
个多月的活动不仅为当地市民送上
了“购物节”福利，还推广了海南离岛
免税政策，进一步深化海南旅游特色

及优势。
活动现场，三亚国际免税城抖音

全球挑战赛也正式启动，活动以“这
次赚大了”为主题，面向全国网友征
集主题抖音视频内容。挑战赛活动
不仅将延续至12月底，还为获奖创
作人准备了价值近17万元的礼品。

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
公司总经理高绪江介绍，三亚国际
免税城还将举办更多主题活动，如
在10月 30日至 12月 31日期间联
合省内其余3家免税店开展的“离
岛免税年中盛典”主题活动，为消费
者准备了百万级豪车一年使用权、

100克贺岁金条、1万元旅游基金等
奖品。

此外，三亚国际免税城圣诞购物
季活动将于12月拉开帷幕，借助开
展低至5折的大牌折扣商品促销等
特色活动，旨在借丰富的主题营销活
动，擦亮海南“旅游+免税”新名片。

离岛免税购物节城市推广活动三亚收官

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10月29日下午，五指山市毛阳镇牙胡梯田水稻金碧辉煌，好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牙胡梯田美如画

海口琼海等国内海口琼海等国内5050个城市率先进入个城市率先进入55GG商用时代商用时代

55GG，，能带来何种未来能带来何种未来？？

我省强降雨天气结束
5日前后南海可能有热带低压生成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符
晓虹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11月1日下午从海南
省气象部门获悉，今年第22号台风“麦德姆”和冷
空气共同影响造成的海南强降雨天气今起结束。
预计11月5日前后，由于南海辐合带活跃，南海
南部海面可能有热带低压生成，我省海域将出现
持续大风天气。

据气象部门监测，10月28日夜间至11月1
日，受“麦德姆”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加之转受低层
偏东急流影响，我省出现了较强风雨天气过程。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11月2日至8日），
受两股弱冷空气补充影响，海南岛多阵雨天气。

陆地方面，11月2日至5日，全岛多云到阴
天，东半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6日至8日，海南
岛东半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中到大雨；西半部地
区局地有小阵雨。2日至8日，全岛最高气温27
至30℃，最低气温内陆地区19至21℃，沿海地区
21至23℃。

海洋方面，2日至3日，海南岛东部海面，西
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
7到8级；北部湾海面，海南岛西部、南部海面和琼
州海峡风力5到7级。

4日至8日，北部湾海面和海南岛西部、南部
海面和琼州海峡风力增大到5到6级，阵风7到8
级，海南岛东部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
海面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欧燕燕 詹秋月 戴瑞

10月31日举行的
2019中国国际信息通
信展览会上，工信部与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中国铁塔一
同宣布启动5G（第五
代移动通信技术）商
用，海口、琼海有幸成
为首批 5G商业运营
开通城市。

伴随着 5G 商用
大幕拉开，变革已然开
启。

网速快，是 5G 的一个显著特
征。而首批尝鲜5G的用户，已充分
体验到新技术带来的“快感”。

近日，在中国电信海南公司解放
路营业厅，海口市民王先生购买了华
为Mate 20 X 5G版手机，即刻体验
起畅快网速。“5G网速真快，平时在线
看剧要缓冲好久，刚刚试看一集竟然
完全不卡顿！”王先生惊叹道。

“5G，不仅是快。在5G时代，将重
点面向人与物、物与物的通信。5G是
实现万物互联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通信行业专家云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负责人说，
5G高速率、低延时、大连接特性将推动

万物互联的时代加速到来，届时世界万
物都将实现网络化连接。

而自5G商用的消息传来，不少网
友在海南日报客户端留言，对5G信号
何时覆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翘首以盼。

网速的快慢取决于基站数量，

在国内三家运营商当中，中国移动
在 5G基站建设方面投入的资金最
多，将建基站数量和已完成数量也
是 3家运营商中最多的。目前，中
国移动在全国超过 50 个重点城市
建成 5G 基站超 4 万个，截至今年
底，中国移动将投入240亿元，在50
个以上城市提供5G商用服务，建设
超过5万个5G基站。

在海南，自2018年11月海口开
通我省首个5G基站以来，中国移动
海南分公司加快了推进5G发展的步
伐，5G基站、5G营业厅、5G业务演
示、5G行业应用等在2019年接踵登
场。今年9月，中国移动位于五指山
的5G基站开通，至此中国移动5G网
络正式覆盖海南19个市县，在全省完
成了超400个5G站点的布局。

“2019 年，我们将在海南全岛
完成超过 800 个 5G 基站的建设。
到今年底，海口核心城区将实现连
续覆盖，琼海市博鳌镇也将达到全
覆盖。”中国移动海南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

除了中国移动外，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在5G站点建设上也取得不同程
度进展。据海南省工信厅披露的数据
显示，截至9月，海南已累计开通5G
基站507个，覆盖教育、医疗、文体、产
业园区等重点应用区域，全省19个市

县以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已全部接通
5G网络。

业内专家表示，基于独立组网技
术、建设成本、运营商战略布局等因
素，5G网络将优先在国内一线城市
以及部分重点地区铺开，距国内全覆
盖尚需时日。而明年将是5G基站大
规模建设期，会逐步部署到全国各个
城市。

5G 不仅仅是快

5G 已来到身边

5G 有更多可能

乐城先行区探索
中外合作办学

本报嘉积11月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何夏）11月1日下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管理局与英国爱丁堡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海南省教育厅及招商局集团在上海交通大
学就乐城中外合作办学进行座谈。

会上，爱丁堡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分
别表达了在医学教育、医疗和医疗辅助技能的培训
和评估、医学研究和创新等方面的合作意向，并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打造医学教育、医疗临床、研发转化和
产业孵化基地。

省教育厅介绍了中外合作办学工作情况以及
海南教育对外开放重点领域和相关支持政策。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及招商局集团
则分别介绍了相关政策内容及海南战略任务，并
提出联合办学工作推进方案。

据悉，爱丁堡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将在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合作建设一所非营
利、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高水平国际化医学教育机
构和研究型医疗机构，以临床医学、护理学为主要专
业，重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招收和培养医学人才。

下一步，爱丁堡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将起草办学可行性方案，尽快推动两校间中外合
作办学协议、四方合作办学协议的正式签订，并提
交中外合作办学申请。

制图/王凤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