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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15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5月 14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推

动网络提速降费，发挥扩内需稳就

业惠民生多重效应；确定发挥企业

主体作用提高创新能力的措施，推

进产业提质升级。

会议指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进一

步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增强网络基

础能力，不仅给企业和群众添实

惠，更能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带

动就业、发挥数字经济等新动能

对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是利当

前惠长远的一举多得之策。会议

确定，一是把加快网络升级扩容

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着力

点。今年实现光纤到户接入端口

占比超过 90%，在 300个以上城市

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推动迈

入千兆宽带时代。全年在农村、

边远地区等扩容及新建 4G 基站

超过 60 万个，实现行政村覆盖率

超 过 98%。 二 是 增 强 工 业 互 联

网、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网络能

力，加大有效投资力度。加强工

业互联网专线建设。年内全国中

小学宽带接入率达到 97%，普遍

具备百兆接入能力。推动县级以

上医院和医联体专网全覆盖。三

是推动电信企业年内将中小企业

宽带平均资费降低 15%；通过普

惠制套餐升档降费、降低套餐外

流量单价、对低收入和老年群体推

广“地板价”资费等，实现移动流量

平均资费降低 20%以上；推动内地

与 港 澳 间 流 量“ 漫 游 ”费 降 低

30%。四是 11月底前在全国实施

“携号转网”，深入做好准备工作。

五是清理规范套餐设置，年内再精

简套餐数量 15%以上，解决数量

多、选择难等问题，让消费者有更

多实惠。

会议指出，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

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是激发市场活

力、增强发展后劲、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要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

入。落实好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

创新的政策。完善以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发展创投、风投等基金。推动制造

业向智能、绿色、服务型制造转型

升级，利用工业互联网促进制造业

技术进步，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⑥5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
全国首例

医院借助5G
“遥控手术”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于 5月 15日下发通

知，公布了自 2019 年 5月 15 日起

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

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

日315.94元。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

察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

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

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

标准315.94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

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

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

家统计局 2019 年 5月 14 日公布，

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461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

二款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2019年

5月15日起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

照上述标准执行；各级人民检察院5

月15日起执行该日赔偿标准。⑥5

两高分别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315.94元

5 月 15 日 ，

2019 长 沙 国 际 工

程机械展览会在长

沙国际会展中心拉

开帷幕。展览会吸

引 了 美 国 卡 特 彼

勒、约翰迪尔，日本

日立建机，中国徐

工 等 24 家 全 球 工

程 机 械 50 强 主 机

企业以及埃克森美

孚、易格斯、仕高玛

等 14 家世界 500 强

配套件企业参加，

国际展商比重超过

22%。⑥5 中新社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揭幕

据中新社 5月 15日电 就水

果涨价趋势话题，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刘爱华 15日表示，鲜菜、鲜

果明显受到极端天气季节性因素

的影响，这些季节性的短期冲击不

具有持续性，其价格的上涨也同样

不会持续在一个高位，食品价格是

有平稳的基础的。

刘爱华指出，从目前来看，因

为鲜菜、鲜果受到的短期冲击不具

持续性，猪肉的价格从 2015 年以

来已经持续 25 个月下降，从上个

月开始同比转正，刚刚两个月同比

转正，这种同比上涨具有一定恢复

性。从未来走势看，食品是很重要

考量的因素，未来通胀的形势首先

看食品，目前看粮油供应比较充

足，价格也比较稳定，为总体价格

的稳定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刘爱华称，经过一段时间，目

前生猪规模养殖也比较大，应该说

生产能力能够弥补供给的短缺和

不足，实现猪肉价格的平抑。再从

鲜菜、鲜果价格来看，这两个品种

明显受到极端天气季节性因素的

影响，这些季节性的短期冲击不具

有持续性，鲜菜鲜果价格的上涨也

同样不会持续在一个高位。从这

些方面来看，食品价格是有平稳的

基础的。⑥5

水果价格飙涨？统计局回应：

不会持续在高位
陈亮表示，基于 5G的混合现实远程人体手术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因物理距离导致的病人无法享

受优质医疗资源的问题。随着医学混合现实和5G

通信技术的成熟，其大带宽、低时延的特性，将显

著降低远程手术操作的延迟，极大提升医生操作

体验与手术质量，也将助力远程医疗技术的真正

普及。

记者获悉，移动 5G和医学混合现实技术未来

还将为120急救带来创新性改变，能更好地实现急

救车与医院之间的高清音视频交互。未来，当车

内抢救开始时，现场高清音视频将以毫秒级的速

度传输至医院，急救人员还能与院内专家实时远

程视频通话探讨救治方案，更好地为患者争取时

间。⑥5 据《现代快报》

智慧医疗将有更大空间

陈亮告诉记者，在医学混合现实与远程会诊

系统的支持下，患者影像数据在云端被人工智能

三维重建、被远程分享；术中专家指导实时叠加至

医生腔镜视野，效果犹如专家临场协作，“零距离”

面对面交流，实现了深度挖掘影像信息、“超时空”

手术指导与协作。“这将为手术过程提供更加精准

的指导，可以汇集不同地点的专家为疑难手术的

开展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在现场看到，手术过程中，音视频传输高

清流畅、无卡顿和时延，而默默支撑的 5G网络无

疑成为这台手术混合现实远程会诊方案的“最佳

助攻”。据江苏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5G网络的传

输速度比4G快 10到 20倍，且时延从4G的几十毫

秒减少至几毫秒（人眨眼时间约为100毫秒）。

5G速度比4G快20倍

今年 67岁的谷女士一年前开始咳嗽，本以为

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想到咳嗽越来越严重，越来

越频繁，从一开始偶尔咳几声发展到白天、晚上都

咳个不停，伴随着剧烈的咳嗽。谷女士很担心，赶

紧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

胸外科就诊。

影像检查发现谷女士左上肺尖后段有一个

“混合性磨玻璃结节”，初步诊断是早期肺癌。5月

13日下午 2点，浦口分院的主刀医生、江苏省人民

医院胸外科副主任朱全开始用腔镜探查病患胸

腔。与以往手术不同的是，在混合现实远程协作

技术和移动5G网络的“双重”加持下，远在20公里

外的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陈亮主任医师也

“同步”清晰地观察到患者胸腔内的情况。

记者见到，双方佩戴混合现实终端的“头戴智

能设备”,浏览全息影像，并协同制定了最佳手术

方案。术中，肺部腔镜展现的真实场景与陈亮实

时指导相融合后产生的影像，借助远程会诊系统

和移动5G网络传输到了陈亮主任眼前。

他通过信息化平台的电脑设备，用语音和标

识笔将术中的要点及需要防范的问题进行远程标

记。每一个指导细节，都清晰、无延迟地呈现在朱

全的手术视野中，辅助他和手术团队现场操作，从

而保证手术安全进行。

远程“遥控” 两地手术零距离

5 月 13日下午，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

陈亮通过移动 5G网络，实时指导浦口分院的胸外

科副主任朱全团队现场手术，用时 2小时，成功为

患者开展了肺段切除手术。这是全国首例 5G+

MR（混合现实）远程实时肺癌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