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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南阳联通举办 5G 体验展，社会各界

数 百 人 应 邀 体 验 5G 场 景 应 用 ， 享 受 畅 快 ， 感 受 未

来——此举也标志着，南阳正式迎来 5G 时代。

5G 的到来引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遐想。在

体验现场，市民们踊跃尝试，惊叹连连，充满了激情

与向往。记者特意邀请南阳联通副总经理梁超，就联

通在 5G 应用中的优势、目前网络建设现状及未来展

望，对南阳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会带来哪些变化等问

题，进行详细问答。

记者：请问 5G 和 3G、4G 相比，有哪些变化和优

势？

梁超：“5G”是今年非常热门的一个词汇，大家

在各种新闻头条都可以看到。例如，2019年央视春晚

首次通过 5G网络向全国传播分会场节目，在今年两会

中 5G+VR 的应用。可以说 2019年是 5G 的元年。5G，
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代表着移动通讯最新、最尖

端的发展趋势，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与竞争的重要领

域，与目前咱们使用的 3G、4G 相比，5G 速率更高、

时延更小、容量更大、应用场景更加多样化。

记者：对于南阳市民来说，5G 会给工作和生活带

来哪些新体验？

梁超：对于个人用户来说，5G让你最先感触到的

就是“快”，一部高清电影几秒钟就下载完毕，但是

5G能做的远不止如此。例如前不久，中国联通实现了

全球首例基于 5G网络的远程动物手术，目前河南联通

利用 5G 在红旗渠打造全面智慧化景区。5G 技术同教

育的结合可以实现远程直播互动课堂、虚拟现实教

学。有助于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远程分配，为我国教育

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探索出了一种全新解决方案。这样

的应用还有很多。中国联通也将继续秉承开放创新的

理念，聚焦 5G行业应用创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和应用实践，联

合产业各界共同探索 5G行业应用的新模式和新机制。

对于南阳，5G网络也将大有可为。在农业、旅游、交

通、教育、城建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应用前景。比

如武侯祠智慧景区的打造、全息投影远程教育等。

记者：联通在 5G 网络中有哪些优势？为什么说联

通的产业链最健全、有先发优势？

梁超：首先是具有频谱优势：2018年，工信部已

经同意中国联通使用 3500MHz-3600MHz频率进行 5G
系统试验。中国联通获得的 3.5GHz频段资源，已被全

球多个国家视为 5G网络的先锋频段，该频段是 5G组

网最理想的频段，它拥有最广泛的产业链支持。其

次，早在 2018年，中国联通在 5G 方面已经做好了全

面筹备与布局，前期已在国内 17个城市开展 5G 试点

网络测试和创新业务示范，区域涵盖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中部城市群等国内各重要经济区域内的

重点城市。示范业务包括智慧冬奥、智慧医疗、智慧

安防、5G车联网、智慧制造、智慧教育、智慧足迹、

大视频等众多 5G创新业务领域，为全面试商用奠定了

坚实基础。具体到咱们南阳，南阳联通在农历春节前

后就开通了首批次 5G试验基站。

记者：5G 已来，南阳联通将如何利用网络优势满

足人们多元化智慧场景需求，助力南阳智慧城市建设？

梁超：今年南阳联通会根据集团公司和省公司的

工作安排全力做好 5G 网络的试验及建设工作，打造

“高速率、低时延、万物互联”的匠心网络，为即将到

来的洲际月季大会等重大活动做好准备和预热，让联

通客户的体验更舒心、消费更放心、服务更贴心。在

智慧政务、智慧金融、智慧教育、智慧农业、智慧交

通、智慧旅游及工业互联网等多个行业，南阳联通将

加强行业合作、引领创新应用示范，努力为南阳产业

发展和经济转型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服务。让我们一同

期待行业应用新的春天，期待南阳 5G网络通信新的时

代，共创智慧南阳。

（谭 瑛 冉园园）

南阳联通 5G 现场体验展今天还将持续一天，欢迎

市民前去体验观展。地址：南阳市张衡路 168 号南阳

联通枢纽大楼一楼

5G 已来 联通带你享受畅快 感受未来
—— 南阳联通副总经理梁超就 5G 现场体验展答记者问

南阳联通总经理宋建平在体验展现场

南阳联通副总经理梁超接受记者采访

5G 体验 惊奇惊喜

5G 应用 多姿多彩 快乐学习 深入交流

镇平 65916836
内乡 65333778
淅川 69221698
社旗 67922602

唐河 68932839
郊区 63632659
南召 66912069
方城 67216298

桐柏 68228389
西峡 69663300
邓州 62125913
新野 66222500

河南鸿福实业有限公司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派遣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

阳市部分县区分公司乡镇邮政网点普通柜员岗位。要求：28周岁以下，全日制专科

学历。具有原始本科学历的、持有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证的、金融或会计专业的，优

先招聘。报名截至 2019年 3月 28日。详询：

招 聘 启 事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 柏伴
雪 王潇宇）3月 14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 12315 开放日活动，邀

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界

代表和消费者代表近 100人体验消

费者投诉、举报、咨询受理流程 ,亲
身感受 12315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在市

12315 申诉举报指挥中心看到，工

作人员着装整齐，认真接听咨询、

投诉、举报电话，参与活动代表零

距离感受消费投诉、受理等工作流

程。此时，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在

接听一起关于投诉消费欺诈的案

例。居民张女士称，去年在城区一

饭店购买的预付卡，商家承诺可享

受会员价。结果，过后到饭店消费

并没有享受到会员待遇。工作人

员进行了详细记录，表示尽快核

实，安排处理此事。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振玺

也到现场接听了一个热线电话。一

位居民来电咨询网络购物能否退货

的问题。张振玺耐心解答：“按照新

《消法》规定，消费者在网上购物，七

天内无理由退货。”他表示，新消法

给予消费者合理的“反悔权”，更好

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张振玺说，随着人民群众对消

费品质的追求、消费环境的期望、

消费权益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加

强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为百姓营

造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不仅是经

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人民服务的

重要体现。举办 12315 开放日活

动，旨在鼓励更多消费者勇敢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让

消费维权意识真正深入人心，真正

实现品质消费，智慧消费。

据 统 计 ，3 月 14 日 上 午 ，市

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共接咨询、

投诉、举报电话 100多个，其中投诉

是平时投诉量的两倍。中心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会尽快核实这些咨询、

投诉和举报，并安排协调、处理。前

来参观的居民王先生说，12315申诉

举报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很辛苦，

电话不断、投诉不断，但他们忙中有

序、态度好、解答周全、安排处理迅

速，让人感觉很专业、很安心。⑥4
上图：参与人员体验 12315 为

消费者维权 本报记者 陈大公 摄

3·15消费者权益日前夕，我市举办12315开放日活动——

消费咋维权 体验零距离

彭雪枫，1907年生于河南省镇

平县。大革命时期，彭雪枫在党的

影响教育下，接受了马列主义，开

始了“出生入死，致力革命二十年”

的光辉斗争历程。

1932年 9月上旬，红三军团师

长郭炳生企图挟所属第五团叛变

投敌。时任师政委的彭雪枫仅带

随行武装潜行北上追了 5天，将全

体指战员带回来与主力会合，因此

荣获“红星奖章”。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进行战略转移的危难形势

下，他调任中革军委第一局（作战

局）局长，协助朱德、周恩来等进行

军事指挥。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

中，彭雪枫派出掩护部队，掩护中

央纵队过河，进入川南；二渡赤水

时，彭雪枫率领缩编后的红十三

团，与兄弟部队一起，在二郎滩背

水作战，为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创造

了条件。

攻打娄山关时，彭雪枫率领红

十三团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在兄弟

部队的一起努力下，取得了战斗胜

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战斗之

后，彭雪枫又率部向遵义方向猛追，

与兄弟部队全歼守军，重占遵义。

彭雪枫英勇善战，一次次深入

敌后险境，圆满完成党交给的特殊

任务，堪称虎胆英雄。

1936年 9月，毛泽东亲点彭雪

枫担任“特使”，辗转半个中国，力

促国共合作，“逼蒋抗日”，为我党

争取在战略大环境中的有利局

势。 1936 年 11 月，他第二次接受

毛泽东的重托，与阎锡山进行谈

判，表达了红军与晋军联合抗日的

真诚愿望。

西安事变爆发后，彭雪枫沉着

冷静地向阎锡山转达中共中央与

毛泽东的抗战主张，促使其态度从

反对到中立，再从中立转到“共维

大局”的立场上来，为西安事变的

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势

力的联合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8年 1月下旬，彭雪枫再次

肩负毛泽东赋予的“开展豫西敌后

游击战”的新使命，走上了运筹中

原抗战的第一线。1939年 2月，在

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敌后根据地的

战略决策下，彭雪枫率领部队挺进

敌后，宛如一把利刃再次插入敌人

心脏，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不幸的是，1944年 9月 11日，

彭雪枫在指挥河南夏邑八里庄战

役时，被流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

37岁。他誓死忠于革命事业，用鲜

血和生命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的

本色。⑥4 （据新华社）

彭雪枫：文武兼备的虎胆将军

彭雪枫像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