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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0日讯 人脸识别
进店、刷脸自动结算、畅销商品
推荐……今天， 我省首家京东
X无人超市正式开业， 大家可
在长沙市政府二办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体验全新的便捷式智能
购物。该店的开业，标志着长沙
市委市政府、 湖南湘江新区发
展人工智能产业链重要战略试
点项目的“京东X无人超市”项
目正式落地， 也标志着长沙正
式开启“刷脸”购物新时代。

这家面积近50平方米的京
东无人超市，陈列了500余种产
品，从日用品到零食，从饮料到
牛奶等应有尽有， 其中50%的
货品为进口商品， 另还有互联
网品牌商品以及湖南特色食
品。

购物只需4步。 首先，“刷
脸”进店。京东将人脸信息作为
顾客进门的凭证， 顾客初次进
入无人超市购物时， 通过扫描
辅助二维码， 绑定顾客身份和
支付信息。进店后，顾客便可跟
往常一般在货架选购商品。商
品选购完毕后开启智能结算，
京东采用射频识别技术， 购物
结束后只需在智能化结算通道
停留5秒, 系统进行人脸识别
后，便能完成支付。即便商品装
在口袋或背包里， 在通过结算
通道时依然能被感知。 结算成
功后，结算通道出口门打开，顾
客即可离开。

长沙市政府形象店是京东
无人超市在湖南的第一家店。
后续，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将抢抓智能零售业态
发展机遇， 在长沙开设多个无
人超市，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
智能、便捷的购物体验，助推长
沙市、 湖南湘江新区人工智能
产业快速发展。

■记者 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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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上午，湖南5G数字
化产业联盟暨5G+计划启动仪
式在长沙市梅溪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举行。 在这场5G数字化
产业联盟暨5G+计划启动仪式
上， 湖南移动与湖南湘江新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联重科、
中联环境、酷哇中联等签署战略
协议，成立5G数字化产业联盟，
共同加快5G应用创新发展。

在体验现场， 我省首个5G
视频电话拨通， 通过5G网络传
输到会场的声音清澈、 画质清
晰。 这是湖南首个双向5G语音
和高清视频通话， 经过现场测
速，5G峰值速率超过1Gbps。

记者了解到， 相较于4G网
络初期100Mbps的峰值速率，
5G的理论值将达到5Gbps甚至
是10Gbps， 将会是4G网络的
50-100倍。

本报5月10日讯 今天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
布会，公布《湖南省超高清视频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记
者获悉，湖南将启动“112”工程，
力争到2022年全省超高清视频
产业总体规模突破2000亿元。

3月1日，工信部、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印发《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
动计划 (2019-�2020年 )》，将重
点指导湖南在内的8个省市的超
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该计划还提
出，到2022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
业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
员、总经济师熊琛介绍，湖南省
将实施建成一园、 培育一链、实

现产业规模两千亿的“112”工
程，力争到2022年，将马栏山视
频文创产业园打造成为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中国V谷”， 构建
“制造+内容+传输+应用” 的全
产业链体系，实现湖南省超高清
视频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
的总体目标。

为助推湖南电子信息产业
成为国内享有盛誉的国家级产
业集群，省工信厅将超高清视频
产业链纳入省重点培育工业新
兴优势产业链体系， 全力支持、
举办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互联
网岳麓峰会、长沙媒体艺术节暨
“一带一路” 青年创意与遗产论
坛、世界计算机大会等，打造产
业发展交流合作平台。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曾雪琪

湖南首个5G视频电话拨通了
预计明年全省规模商用 无需换卡换号就能畅享高清生活

5G究竟有多大魔力？很快你在长沙就能感受到！5月
10日上午9时，随着清晰语音和流畅画面传来，湖南移动
长沙分公司总经理李波与长沙市天心区区委常委、 常务
副区长周志军打通了湖南省首个5G视频电话。三湘都市
报记者了解到，预计2020年5G将实现全省规模商用，届
时，市民无需换卡换号就能畅享5G网络。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陈凡军

5月10日上午， 湖南
省首个5G网络全域覆盖
区AI应用发布会在长沙
市天心区举行，标志着天
心区作为湖南省首个、中
部地区首个完成5G基础
网络全覆盖的城区，率先
进入5G发展快车道。

现场，联通5G基础网
络建设及应用体验区展示
了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
慧物业、 无人机、AI智能
5G智能应用场景。 日前，
天心区委区政府与长沙联
通签署《共同推进天心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

作协议》， 启动湖南首个
5G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示范街区建设，2019年内，
24小时无人店铺、8K高清
视频、云VR等项目将陆续
以集装箱模块建筑的方式
在黄兴路步行街落地。

据悉，目前天心区全
区5G网络基础建设已基
本完成，5G站址布点达
1432个， 湖南省政府、五
一商圈、 天心区政府、长
株潭商圈以及天心经开
区、文化广告产业园等重
点区域全面实现信号覆
盖。 ■记者 黄亚苹

除了4K高清视频通话，活动
现场还展示了动作传感机器人、
远程触感交互系统、AR虚拟控
制、VR体感游戏等5G应用，它们
利用5G网络高带宽、低时延的特
点，将人体动作指令上传到网络
云端后传输给机器人，此类应用
可在智能仓储、远程医疗、自动

控制等垂直领域发挥作用。
5G数字化产业联盟成立

后，多方将推动5G和人工智能、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
算等新技术的融合发展，面向智
慧城市、工业制造、教育、医疗、
媒体娱乐等共同打造5G创新应
用标杆。

“第一个5G电话的拨通，意
味着我们5G商用基本条件已具
备。”湖南移动计划部5G项目经
理刘未晓介绍，“预计2020年5G
实现全省规模商用。届时市民无
需换卡换号， 便可实现5G网络
的使用。”

湖南移动总经理丘文辉介
绍， 湖南移动在2018年启动5G
建设试点， 目前已在14个市州
开通5G站点， 并在长沙实现五
一商圈、河西高校、重点政府单
位以及湘江新区智能系统测试

区的连续覆盖。
此外，湖南移动围绕长沙市

“三智一自主”产业布局开展5G
应用创新， 开展湘江新区5G网
联自动驾驶试验，与三一重工合
作建设5G智能制造产业园区；
在今年省“两会”期间，实现首次
5G电视新闻直播； 联合长沙黄
兴路步行街建设全省首个智慧
街区。5月18日， 全球首个5G智
慧文博将在湖南省博物馆亮相，
届时， 市民可免费体验5G新技
术。

声音清澈、画质清晰，我省首个5G视频电话拨通

5G明年实现全省规模商用，无需换卡换号

多方合作，推动5G和新技术融合发展

天心区成湖南首个5G全域覆盖城区

刷脸购物最快5秒！
京东X无人超市长沙迎客

我省超高清视频产业
规模剑指2000亿元
将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打造成“中国V谷”

超高清视频产业为何如此
受宠？ 据了解，4K/8K超清视频
产业链条包含视音频芯片及内
容、显示核心技术；4K视频也可
通过高带宽、 低时延的5G网络
实现实时传输。 有分析机构称，
5G商用在2020年能带动直接经
济产出4840亿元， 创造920亿元
的GDP、54万人口的就业机会。

湖南有何底气争夺这块蛋
糕？ 从官方发布的产业基础来
看，企业方面，湖南省拥有湖南
卫视的强大品牌优势，据2017年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显示，
湖南广播电视台的品牌价值达
507亿元，位居传媒类品牌第四；
生态平台方面，马栏山视频文创

产业园已成为国家级广播电视
产业园、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
范基地，并有芒果超媒等2000多
家视频文创企业相继落户，聚集
了国内一流的人才队伍与IP资
源。

围绕2022年全省超高清视
频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行动
计划》提出，加快集约集聚发展、
提升超高清视频制造水平、丰富
超高清视频内容供给、强化网络
支撑服务等5项重点任务。如，提
升“1+12”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发
展水平， 培育特色产业园区；发
挥“广电湘军”、“文化湘军”、湖
南卫视先发优势，加大超高清视
频内容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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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清视频产业为何受宠？湖南将如何发力？

5月10日，我省首个5G视频电话拨通。 记者 黄亚苹 摄（扫右上角二维码可看现场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