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开年，各类年度

账单纷至沓来。其中，支

付宝等支付机构出具的年

度账单令不少用户大吃一

惊——“怎么花了这么多

钱？”“钱都花在哪了？”

事实上，账单数据增

长的背后是移动支付的便

利化、支付场景的拓宽、

支付群体的拓展，同时也

折射出我国居民消费水平

的提升和消费市场规模的

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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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孙飞 张泉

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化的质量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发展的质量。作为信息通

信的基础，5G无论是对经济转型还是社会

生活，都至关重要。2019年，我国发放了

5G 商用牌照，5G生活已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方愿同各国分

享包括5G技术在内的最新科研成果，共同

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模

式。

稳步推进 5G 网络建设、深化共建共

享，力争 2020 年底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

5G网络覆盖，在各行各业推动 5G应用与

开发……随着5G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数

字经济和智慧生活的新篇章正在开启。

5G点亮美好生活

身份证、护照、登机牌、行李牌、繁琐

的排队、信息核对、安检……你在机场出

行时，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手忙脚乱？随

着5G的发展和应用，人们将“优雅出行”。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设立的部分自

助值机设备上，只需注册并录入“人脸信

息”，自助值机设备就可以智能验证操作。

改变的不只是值机环节，在 5G 支撑

下，信息流动将更加迅速、安全，“无感通

关”将在更多领域实现。

5G代表着更高速、更大容量、更低时

延的网络。它可以让数据传输和处理更

快捷，连接更加充分，犹如润物春雨，为生

活注入更多可能性。

“4G时代反应时间是 100毫秒，‘5G+
边缘计算’则是 1毫秒量级。”中国工程院

院士邬贺铨说，5G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效

率更高，决策更精准，这些将极大改变社

会生活。

5G 和医疗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

应”？很多城市用实践给出了答案。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技

术人员通过整合5G远程超声、5G急救指挥

平台等多个子系统，搭建出一条“5G智慧急

救绿色通道”。“急救是一场分秒必争的生

命竞速，5G到来，给远程医疗急救赢得了

‘加速度’。”浙大二院急诊科主任张茂说。

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通过5G实

现手术过程全方位清晰进行传输，颠覆了

传统的医疗教学。依托“5G+VR”技术，千

里之外正在进行的手术“纤毫毕现”，教

师、学生可以实时对特定手术部位进行标

记、测量、绘制，犹如身临现场。

在交通领域，“5G+无人驾驶”也在快

速发展。记者从滴滴出行获悉，滴滴正着

手建设面向未来的智能道路基础设施，通

过5G与自动驾驶车辆的实时信息交互，提

升出行安全。

智慧零售落地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商业街；精准饲喂让农业生产有了科技保

障；智能信号灯缓解了城市的拥堵……因

为5G的注入，很多创新正从概念走向大规

模应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发展司司长闻

库认为，5G将为各种跨界融合和跨行业应

用开发提供支撑，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面

感知、可靠传输、智能处理、精准决策的智

能时代。

5G催化“制造”变“智造”

在沈阳南郊新松机器人公司内，身穿

桔黄色外衣的一台台智能机器人，进退自

如，行走间还转动着“火眼金睛”左顾右

盼，将身边的一切实时传输到网上。

新松机器人公司中央研究院技术人

员李淳说，智能巡检机器人可以替代工人

深入到危险恶劣环境，准确收集现场信

息，有效提升危险环境巡检工作效率和安

全保障水平。

“如果说4G更多应用在消费互联网领

域的话，那么5G将推动产业间互联互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5G
未来将转向以工业应用为主，推动构建共

享共建的产业发展生态。

用理性的数据预测代替感性的经验决

策，企业运转的操作系统和思维方式正发

生质的改变，产业全链条的效能逐步提升。

大连冰山集团董事长纪志坚介绍，综

合运用 5G等新技术的“智能工厂”大幅提

高了制造效率、人均产值，降低了能耗、库

存。“5G+工业互联”让这家80多年的老企

业焕发新生。

吊挂系统带着布料“游走”于各个工

位，智能剪裁、整烫、包装等环节有条不紊

运行，每套西服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身份

证”……在雅戈尔最新改造的智能车间，

董事长李如成告诉记者，通过信息技术不

断提高制造质量和管理效率，是雅戈尔升

级的不二选择。

制造的转型不仅依靠增量的创新。

通过5G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叠加，量大面

广的传统产业正向着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升级的方向迈进。

工信部数据显示，国内具有一定行业

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总数超

过了50家，重点平台平均连接的设备数量

达到了59万台。

“到 2022年，我们将突破一批面向工

业互联网特定需求的 5G关键技术，‘5G+

工业互联网’的产业支撑能力显著提升。”

闻库说。

5G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

均GDP增长0.5%至0.62%。在让生活更加

便捷、产业更加高效的同时，5G也为城市

转型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空间。

走进南京夫子庙，一盏盏路灯不仅可

以照明，还具备 WiFi、视频监控、公共广

播、一键求助、工地空气和扬尘检测系统

等 10多项功能。这些路灯杆已经成为 5G
基站的载体，可以为所在区域提供稳定的

5G信号，为城市生活注入智慧因子。

截至目前，南京市已基于路灯设施架

设 5G基站 150座，预计到 2022年，主城区

主要道路路灯都将因5G成为城市“智慧帮

手”。

在宁夏，银川市与百度开展战略合

作，共同打造人工智能产业聚集地与智能

网联示范区；在河北，苏宁零售云布局雄

安新区，让零售店面因“云上服务”而更接

地气、更聚人气；在辽宁，借力新一代信息

技术加速培育新经济新模式，老工业基地

正变得“轻盈”；在深圳，随着第 15000 个

5G基站的开通，5G产业发展和应用落地

正在加速……

越是革命性变革的技术，越将构建起

协同演化、动态开放、生机勃勃的创新生

态。5G看似是“一个点”，带动的却是“千

万面”。

有分析认为，到2020年，将有超过500
亿台机器、设备进行互联，超过 2000亿个

联网传感器产生海量数据。通过 5G传输

与互联，这些数据将释放巨大“魔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产业经济贡

献》认为，预计 2020至 2025年，我国 5G商

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

“高速优质的网络为创新提供了沃

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

说，5G犹如一根丝带，将串起各行各业和

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催生创新型应用落地

开花，为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空间。

创新是对未来永无止境的探索，互联

网的根本就是连接与沟通。“万物互联”的

5G，必将在开放融通中发展。

工信部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外

企业积极参与我国 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

广，继续深化合作，共谋5G发展和创新，共

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吴雨

钱都花在哪了？

2019年，北京市民李先生在交通出行

上的支出高达3万余元。“一开始看到这个

数字我很惊讶，后来浏览了自己的账单，发

现除了出差、旅游、回家探亲等出行支出，

打车花的钱最多。”他说。

李先生的工作不需要一早到单位“打

卡”，上午10时，当道路交通的拥挤程度有

所缓解后，他拼车去单位。9公里的路程，

花费不到15元。他说，移动支付给他的出

行带来了更多舒适和便利。

来自浙江杭州的万女士去年将 4.8万

元花在“吃吃喝喝”这一项目上，她说，自己

不愧为一名幸福的“吃货”。

如今，移动支付为消费需求提供的便

利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网购、

点外卖、扫码支付、刷码乘车……无一不是

高度依赖移动支付。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

布的《2019 年移动支付用户问卷调查报

告》显示，移动支付与居民日常生活消费深

度融合，购买生活品、缴纳公共事业费和公

共出行支付的占比最高。

微信支付数据显示，政务是 2019年微

信支付增速最快的项目之一，全国有 3亿

用户可通过公众号、小程序、城市服务等多

种缴费渠道缴纳社保费；公共出行方面，全

国已有431个城市的市民能享受智慧出行

体验，每分钟超过10万人出行使用微信支

付，早高峰时期超过 600万人同时使用微

信支付刷码乘车。

为什么花得越来越多？

“15万？我什么时候花了这么多钱？”

看完2019支付宝年账单，北京市民马女士

“懵”了，像她一样对账单感到困惑的用户

不在少数。

支出数据超出预期，一方面是由于今

年支付宝将总消费的概念调整为总支

出。支付宝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支付宝

账单比去年增加了投资理财、金融保险、

人情往来、公益慈善、转账充值几个板块，

因此大家看到的年度总支出金额较往年

高。

另一方面，移动支付给消费者带来更

好的消费体验，加速了消费者的决策行为。

“付款越来越便利，钱变成了一串数

字，有时候花完钱自己都没有感觉。”马女

士说，几年前她还在用现金或银行卡付款，

现在不论是网购还是线下付款都离不开移

动支付了。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报告显示，与 2018
年相比，2019年移动支付中单笔支付金额

500到1000元的用户占比提升了近22个百

分点。用户对移动支付的信任有所提升，

愿意使用移动支付作为更大金额的支付工

具。

支付逐渐“无感化”的同时，支付群体

也在不断拓展。虽然中青年群体仍然是移

动支付的“主力军”，但与其他年龄段用户

占比的差距正在缩小。2019年，41-50岁

及 51 岁以上用户占比分别达到 22.6%和

11.3%。

此外，“小镇青年”这一群体也在凭借

旺盛的购买力逐渐成为消费的新主力。要

客研究院与京东发布的《2019中国小镇青

年奢侈品消费报告》显示，18-38岁、生活

在三至六线城市、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生活

品质的人群成为新兴购买群体。2019年

“双 11”期间，京东奢侈品在这一新兴市场

销量同比增长230.12%。

移动支付水平提升意
味着什么？

来自辽宁的“60后”张先生上个月购

置了扫地机器人，解放了双手。“上世纪 80
年代家家购买洗衣机、冰箱、电视‘三大

件’，如今反而是这种小电器能带来很大满

足感。”他说。

移动支付水平提升的背后是我国消费

者消费观的改变。“一分钱一分货”不再是

人们消费的唯一衡量，对物质层面的追求

正逐渐向追求精神满足、增添幸福感转化。

苏宁金融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报

告（2019）》显示，智能家居产品成为流行趋

势，美妆护肤品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此

外，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等

领域的消费品质也呈现出颇为明显的升级

优化态势。

除了消费观的转变，我国消费者的消

费空间也在变得更加广阔。随着我国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更多消费品变得触手可

及。澳大利亚的麦片、新西兰的牛奶、法国

的牛肉、西班牙的火腿……这些在进博会

上展出的优质食品正进入千家万户，被端

上老百姓的餐桌。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移

动支付促进消费增长，主要体现在增强消

费意愿、扩大消费范围和提高消费能力等

三个方面。移动支付打破了线下支付的时

空约束，消费习惯和消费范围大大改变。

部分移动支付工具还有消费信贷功能，提

前释放消费需求，增强提前消费能力。

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最终

消 费 支 出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60.5%，比上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且明显

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首

要动力。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开启数字经济和智慧生活的新篇章
我们的5G生活：更智慧、更美好

“年终账单”来了，你的钱花在哪了？

快进键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