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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开启，获牌企业加速布局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者郭
倩）6 月 6 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
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
5G 大规模商用将开启。记者获悉，三大
运营商及中国广电正在全面推进 5G
商用，包括加速 5G 网络建设，成立超
过百亿产业基金加快 5G 产业链上下
游布局和落地应用等。此外，5G 相关资
费套餐也在设计酝酿中，5G 手机等智
能终端有望快速普及。
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发放 5G 商
用牌照意味着电信运营商可以正式开
始提供 5G 的商用服务，也就意味着 5G
可以开始实现价值兑现，因此 5G 网络
建设、应用服务将会大大加速。
5G 网络部署全面提速
业 内 认 为 ，此 次 5G 商 用 牌 照 发
放，跳过了预商用阶段，给了运营商更
大的自由度来自主规划网络和业务。
记者从中国移动获悉，获得 5G 业
务经营许可后，中国移动将加快 5G 网
络部署。今年 9 月底前在超过 40 个城
市提供 5G 服务，客户“不换卡”
“ 不换
号”就可开通 5G 服务，让广大客户方
便、快捷地使用 5G 业务。
中国联通表示，前期为 5G 商用作
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将在 40 个城市建
设 5G 试验网络，并推出了 5G 先锋友
好体验计划。
中国电信表示，获得 5G 牌照后，
将继续探索和推进 5G 网络共建共享，
降低网络建设和运维成本，确保优质
的网络质量和丰富的应用服务。
根据运营商披露，中国移动 2019
年将建设 3 万至 5 万个 5G 基站；中国
电信初期预计 5G 基站投入达到 2 万
个；中国联通 2019 年将根据测试效果
及设备成熟度，适度扩大试验规模。
而作为获得第四张 5G 牌照的企
业，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备受
关注，其副总经理曾庆军在接受采访
时称，全国广电行业将利用这次契机
建设一个高起点的现代传播网络。中
国广电的 5G 网络将是汇集广播电视
现代通信和物联网服务的一个高起
点、高技术的 5G 网络，使广大的用户
能够真正体会到现代超高清电视现代
物联网带来的智慧广电服务，甚至是
社会化的智慧城市服务。
中信建投传媒行业分析师崔碧玮
表示，广电握有 700MHz 黄金频谱资
源，是广电未来发展 5G 的核心资源。
未来随着国网整合推进和 5G 技术应
用正式落地，广电行业有望凭借政策
与资源双重优势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广电系统顺利获得 5G 商用牌照后，预
计部分有线网络运营情况较优的省份
有望率先进行 5G 试点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备受关注的 5G
资费套餐上，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5G 相关资费套餐正在设计
当中。而中国联通初步计划，面对消费
者市场，5G 收费模式与 4G 产品既有承
接又有创新，流量是其中要考虑的重
要因素之一，也会根据 5G 业务的技术
特点研究新的计费模式；政企客户市
场上，5G 服务结合网络的建设将更个
性化和场景化，预计会根据客户需求，

一客一策，推出基于场景的多元化收
费模式。
百亿基金促产业应用
5G商用牌照发放，
标志着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加快。
业内认
为，
5G产业在2020年达到爆发期，
5G应
用将给多个消费和行业领域带来巨大变
革，
智能汽车无人驾驶、
工业自动化、
智
慧医疗等领域将直接受益于5G。
电信运营商将投入巨资部署 5G
产业发展。目前，中国移动发起设立 5G
创新产业基金，总规模 300 亿元，首期
100 亿元已募集多家基金参与，聚焦重
点应用领域，引导中频段 5G 产业生态
加速成熟。中国联通设立百亿孵化基
金，全力助力合作伙伴成为各个领域
5G 应用和数字化转型的领航者。
按照工信部部署，各企业要以市
场和业务为导向，积极推进 5G 融合应
用和创新发展，聚焦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车联网等领域，为更多的垂直行业
赋能赋智，促进各行各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发展。
记 者 获 悉 ，中 国 移 动 在 北 京 、重
庆、天津、深圳、雄安等地开展 5G 业务
示范试验网建设，围绕移动远程医疗、
云端机器人、智慧工厂、智慧校园、智
能电网、高清云游戏等 31 个应用场景
开展 5G 业务示范。
中国电信自 2017 年底开展 5G 试
验以来，已联合国内外众多企业开展
5G 技术试验和 17 个试点城市 5G 试验
网建设。在 5G 应用创新实践上，目前
已涵盖政务、制造、交通、物流、教育、
医疗、媒体、警务、旅游、环保十大垂直
行业重点应用场景，联合试验客户已
超过 200 家。
中国联通表示，将进一步面向公
众开放 5G 体验，计划在 40 个试点城市
的热点地区建设 5G 体验厅，组织专项
5G 体验日活动。
5G 终端将成新蓝海
随着 5G 商用步伐渐急，5G 新型终
端将成为蓝海市场。业内专家对记者
表示，在消费领域，5G 能够极大提升个
人通信服务体验，并带动虚拟现实、超
高清视频、个人 AI 辅助等一大批新兴
技术产品落地。同时，5G 商用将率先在
消费级市场落地，如虚拟现实、超高清
视频、智能终端等。
其中智能手机将是 5G 商用初期
主要终端类型。过去半年，国内运营商
和国内外终端厂商已在多个场合展示
了 5G 智能手机，其中包括华为、OPPO、vivo、小米、一加、努比亚、中兴通
讯等多家企业的产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
勤表示，2022 年全球 5G 终端将达 2 亿，
其中将以手机终端为主。
电信运营商正在加快推出 5G 终端
的步伐。中国联通表示，截至目前，其
5G 先锋计划关注客户数量已超 2400
万，
华为、
中兴、
OPPO、
vivo、
小米、
努比
亚等 10 余家国内知名厂商，
都已向中国
联通交付了首批20多款友好体验终端。
中国移动启动“中国移动 5G 终端
先行者计划”，联合产业推出了 10 余款
5G 手机和数据终端，预计年内将推出
超过 30 款，
并逐步推动终端价格下降。

5 月外汇储备环比增 61 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者张莫）据国家外
汇管理局 1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5 月
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010 亿美元，较 4 月末上
升 61 亿美元，
升幅为 0.2%。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
表示，5 月，全球贸易摩擦升级、英国退欧不确定性
等多重因素推高市场避险情绪，美元指数和全球债
券指数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
综合作用，
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认为，资产价格、外汇占款、汇率折算等多
个原因对外汇储备规模产生影响。
首先，
外汇储备各
类金融资产中，债券占比较高，5 月全球主要国家债
券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导致月末资产账面价
格的增加，对外汇储备规模有正向推动作用。其次，

英国 4 月 GDP 环比萎缩 0.4%
新华社伦敦6月11日电(记者孙晓玲)英国国家统
计局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汽车生产大幅下滑的影
响，
英国4月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滑0.4%。
数据显示，4 月英国经济增长分项中，生产部门
指数环比下滑 2.7%，制造业环比下滑 3.9%，建筑业
环比下滑 0.4%。
另外，据英国汽车制造商与经销商协会此前发
布的数据，
4 月英国汽车产量同比下滑 44.5%。

名 称

收 盘 价 涨跌幅（%）成交量（手）
3.83
4.48
5.97
6.49
6.22
7.72
6.12
7.22
12.81

+4.93
+3.70
+2.93
+3.67
+2.14
+8.73
+5.16
+2.41
+3.06

125779
10847
26588
26594
257812
103080
84596
196157
47116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者班娟娟）6 月 10
日，人社部发布《2018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
（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18 年
全年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合计 49208 亿元，
同比上年增长 17.2%，
相
比 2016 年增幅达到近 40%。
其中，
2018 年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总支出达 47550 亿元。2018 年 7 月 1 日，我国
建立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
2018 年调剂基金总规模达 2422 亿元。
《公报》显示，
2018 年全年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57089 亿
元，
比上年增加 8509 亿元，
增长 17.5%；
基金支出合计
49208 亿元，
比上年增加7228 亿元，
增长17.2%。
其中，养老保险方面，截至 2018 年年末，全国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94293万人。
全年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总收入55005亿元，
基金总支出47550亿元。
年
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8152亿元。
具体来看，
去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41902万
人。
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1168亿元，

基金支出 44645 亿元。
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累计结存 50901 亿元。
2018 年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 52392 万人。
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3838亿元，
基金支出2906亿元。
年末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7250 亿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关博告诉
记者，
由于制度覆盖面的扩大和缴费基数规范，
带来
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稳健运行，其中基金收入较 2018
年增长 18.1%，基金支出较 2018 年增长 17.3%，制度
保持着收快于支的状态，并带来基金当期结余同比
扩大，2018 年职工养老基金当期结余 6523 亿元，较
2017 年增加了近 1/4。
基金储备不断充裕为广大职工
老有所养提供了更加稳定的物质基础。
另外，2018 年年末全国有 8.74 万户企业建立了
企业年金，参加职工 2388 万人。年末企业年金基金
累计结存 14770 亿元。在关博看来，2018 年，我国建
立年金企业数量较 2017 年增长了 8.7%，自 2018 年 2
月《企业年金办法》实施后，年金制度改革红利不断
释放，已经逐步走出发展“平台期”
。

A 股大涨沪市站上 2900 点 深市三大股指涨逾 3%
新华社上海 6 月 11 日电（记者桑彤）11 日 A 股
市场大涨，上证综指收复 30 日均线站上 2900 点，深
市三大股指涨幅均逾 3%。
当日上证综指以 2854.07 点开盘，在稀土、水
泥、券商等板块的领涨下一路震荡走高，最终收报
2925.72 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 73.59 点，
涨幅为 2.58%。
深证成指收报 9037.67 点，涨 325.885 点，涨幅
为 3.74%。
创业板指数涨 3.91%至 1487.35 点。中小板指
数收报 5558.26 点，
涨幅为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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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截至 2019 年 4 月的三个月中，英
国 GDP 与前三个月（2018 年 11 月到 2019 年 1 月）相
比增长 0.3%。其中，服务业增长 0.2%，生产部门增长
0.7%，
建筑业增长 0.4%。
英国国家统计局 GDP 国民账户负责人罗布·肯
特-史密斯表示，最近 3 个月，GDP 增长有所减弱。
其中，4 月份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是汽车产量大幅
下降，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计划停工。

2018 年社保基金支出近五万亿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深市
西宁特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顺利办
*ST 盐湖
青青稞酒

作为外汇市场主要参与者，
5 月央行大概率在国内外
汇市场上是净投入，央行外汇占款或将延续之前下
降的趋势，
这将导致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降。
最后，
5月
美元指数小幅上涨，
其中欧元、
英镑汇率略降，
日元汇
率明显上涨，
综合来看汇率折算对外汇储备影响较小。
总的来看，
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交银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健则表示，
5月欧元、
英镑
贬值，
日元升值，
粗略估计汇率估值因素对外储负向贡
献有50亿美元左右。
但债券估值因素对外储有较大正
面贡献，
5月美国、
欧元区、
日本、
英国等主要国家国债
利率都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
其中美国国债利率从
2.5%大幅降至2.1%，
对外储有较大贡献。
5月人民币汇
率贬值可能带来一定的资本流出压力，
但预计跨境资
金流动整体平衡。
据统计 5 月境外机构继续净增持人
民币债券，
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陆股通的资金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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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聚力文化
盛运环保
陕西金叶
华西能源
东宝生物
天壕环境

名称
海航科技
宏达矿业
耀皮玻璃
青松建化
哈投股份
东风股份

沪深两市个股呈现普涨行情。上涨品种逾
3600 只，下跌品种不到 50 只。不计算 ST 股，两市逾
110 只个股涨停。
当日，板块概念几乎全线上涨。饲料、其他采
掘、水泥制造涨幅居前，涨幅逾 5%。
沪深 B 指也以上涨报收。上证 B 指涨 2.74%至
289.03 点，深证 B 指涨 2.17%至 938.33 点。

深沪大势分析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2.92
1.41
4.03
3.05
4.47
4.48

10.19
10.16
10.11
10.11
10.10
10.07

众和退
福建金森
华泽退
*ST 飞马
*ST 美丽
*ST 欧浦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3.15
5.34
5.13
4.04
6.99
8.09

10.14
10.10
10.09
10.08
10.08
10.07

退市海润
西藏珠峰
ST 中新
ST 康美
迪贝电气
ST 昌鱼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1.22
19.32
1.04
1.46
3.57
1.13

-10.29
-10.01
-9.57
-5.19
-5.05
-5.04

京东方Ａ
东方财富
领益智造
美锦能源
兴森科技
利欧股份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0.27
24.15
3.97
3.08
19.46
2.52

-10.00
-9.99
-5.02
-4.94
-4.37
-4.18

包钢股份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中国联通
中国建筑
北方稀土

收盘价 成交额（万）
3.49
13.12
6.52
10.87
6.71
1.98

226545
411123
155026
199359
122157
34778

收盘价 成交额（万）
1.76
3.81
5.79
6.28
5.97
13.71

122401
103355
150239
159107
141866
306453

香格里拉
售票处 飞机票、火车票、国内外旅游、签证、租车、订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