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发展的时代，成就梦想的时代。5G
引领“智慧时代”发展，为工作、生活插上智能化的翅膀。茅山
峰会是科技领域的一次高端对话，行业产业的一次对接交流，
更是金坛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我区要紧抓新一代移动通信
技术创新与应用拓展赋予产业繁荣发展的新机遇，结合项目招
引百日攻坚行动，瞄准千亿产值目标，深化协同和融合创新，大
力招引行业头部企业，打造新一代移动通信领域国内外享有较
高知名度的产业集聚区和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驱动先
行区及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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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 年工作以来，孙
爱娟一直投身于乡村中学教

学一线。她坚守“一切
为了学生”的理念，

勤 奋 刻 苦 、踏 实
上 进 ，2016 年 起

担任尧塘中学
语 文 教 研 组
长 ，曾 连 续 多
年担任毕业班
的语文教学工
作。

工 作 之
初 ，她 也 遇 到

过不少挑战，学科
间竞争压力很大，

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太多
不可调和的矛盾。她静
下心来，认真向老教师

请教，一点一点地学，不厌其
烦地问。学习使她迅速成长，
反思使她逐渐成熟。她很快
在教学比赛中崭露头角。她
先后两次获得区语文教师基
本功竞赛三等奖，在片评优课
中获得二等奖。

2010年，孙爱娟加入了区
首批名师工作室的张五芳团
队，2017年成为首届江苏省乡
村骨干教师培育站的一员，
2018 年再次加入张五芳名师
工作室，2019年加入第四届江
苏省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她
抓住每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提
升教学水平，锤炼科研能力。
不断地学习让她迅速成长，孙
爱娟获得了江苏省“五四”杯
微课评比一等奖、金坛区评优

课二等奖。
孙爱娟是学生们的良师

益友，在课堂教学中致力于
创设自由轻松的教学氛围，
让学生敢说、愿说、能说。
她在课后关心学生的生活，
以优秀文学著作为奖品，激
励家庭贫困的学生，触动不
爱阅读的学生，于无声处给
予学生们阅读的动力，激发
学生们学习的热情。

在语文教学中，孙爱娟
格外重视作文教学，鼓励学
生认真修改习作并整理上传，
为本校文学社的校刊提供了
不少优秀的习作。她多次推
荐优秀作品发表在报刊杂志
上，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写
作兴趣。她还在学校的支持

下组织筹划了“尧中诗词荟”
活动，开展校园诗词诵读比
赛，在各年级掀起了一股诵
读诗词的热潮。

一路走来，孙爱娟以踏实
铸就基石，用汗水浇灌成果。
她用五级梯队的荣誉证明了
自己 19 年的努力，用一张张
获奖证书实现了自己的每一
个目标。谈起未来的教学之
路，孙爱娟坦言：生命就是一
场奔跑，语文教师的修行更是
一场漫长而匀速的奔跑。稳
步前行，方能致远。 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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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赋能“智慧时代”

近年来，我国 5G 发展进入
快车道。5G 在超高清视频、云
游戏等消费领域应用更加广泛，
在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医疗等
行业领域试点示范更加深入。
数据中心规模持续增长，并向集
约化、大型化、绿色化发展，移动
物联网连接数超过 11 亿，智能
水表、智能燃气表、电动车监控
等典型应用连接数过千万，智慧
路灯、智慧停车、智能门锁等新
兴规模化应用不断涌现。

5G专家“茅山论道”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张峰
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正迈入第四
次工业革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
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关键力量。加快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
重大。

5G 在许多领域得到大力发
展，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刘文强表示，当前中国
5G 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已建成
全球最大 5G 商用网络，部分地
区率先商用 5G SA 独立组网技
术。5G产业催生应用场景不断
扩延，在工业、医疗、交通、能源、

制造业等行业不断融合创新应
用，带动传统产业升级。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
为，信息通信行业是一个知识密
集型行业，其发展高度依赖核心
技术的推动。掌握核心技术专
利数目多寡是全球通信设备厂
商评判自身实力强弱的重要标
准，中国通信产业尤其要重视掌
握核心技术。

中国联通研究院首席科学
家、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唐雄
燕称，5G作为新基建龙头，已成
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助推器，其中
联通电信 5G 共建共享已开通
5G基站超30万，并以SA为目标
网，接入网共享，核心网独立建
设的策略进行共建共享。

中国移动首席专家王大鹏
表示，中国移动要把先发优势
转化为实质领先优势，通过四
大举措推动中国5G发展从最大
到最强，全面构建 5G 新基建

“三领先”优势，推动技术与产
业成熟，加快网络建设与运营
发展，创新行业发展模式，加
速产业融通创新。

亨通光电总工程师史惠萍
表示，5G基站建设速度加快，首
要解决的是前传；目前解决方案
以光模块为主，长期来看光纤直
驱仍然是最经济、最可靠的技术
方案；提升光缆产品兼容性，使
光缆能够适应不同场景应用，提
升光缆产品可靠性，减少光缆施
工及维护的复杂程度。

如何实现智慧时代深度融
合，工信部赛迪智库无线电管理
研究所 ICT 研究室副主任滕学
强认为，要支持 5G 龙头企业牵
头成立 5G 产业合作交流平台，
汇聚5G与高清视频、智能制造、
车联网、智慧家居、智慧城市等
各垂直行业的优势资源，为通信
业与各垂直行业深度融合提供

面对面需求对接的机会。

5G时代“金坛机遇”

近年来，我区围绕加快发展
主旋律、主基调，加快项目引进
和项目建设，逐步打造新能源汽
车、新一代移动通信、生物技术
和新医药及光伏新能源等“三新
一特”产业，经济社会发展保持
良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持
续位居苏南前列。其中新一代
移动通信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信维通信、飞荣达、胜伟策、
索尔思等行业领军企业相继落
户，产业布局光纤光缆、光模
块、天线、射频模组、光器
件电磁屏蔽材料、智能传
感器、电子集成模块及
移动终端应用等各
领域，初步形成在国内
具有一定竞争力和影响
力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生产基地。

记者：5G新基建对我区高
质量发展有哪些作用？

王新强（区工信局局长）：
5G具备高速率、大容量、低延时
等特性，让万物互联成为现实，
从而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进程，这将促进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为我区工业经济
加快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带
来新机遇。我区要以5G产业峰
会为契机，激发 5G 经济发展活
力，紧抓 5G 发展机遇，推进 5G
产业快速发展。加强5G创新引
领，积聚5G经济发展动能。

记者：围绕5G新基建发改
部门如何做好服务？

杨飞（区发改局工业和高新
技术发展科科长）：峰会发布的

《5G新基建发展白皮书》、《中国
5G区域发展指数白皮书》和《5G
产业发展白皮书》，为我区下一
步打造新一代移动通信生态高

地和构建新一代移动通信
产业链指明了方向，发改部门将
在项目准入和营商环境打造上，
进一步做好服务工作，为我区在
苏南板块快速崛起作出贡献。

记者：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
门如何保障项目用地？

董波（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耕地保护与生态修复科科长）：
我们将主动对接各园区和相关
项目，在做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基础上，优化生态保护红线、
基本农田保护线，科学划定城镇

开 发 边
界，进一

步调整、优化和保障项目用地。
记者：华科园如何加快5G

新基建项目的招引？
杨健（华科园党工委书记）：

抢抓 5G 产业发展风口，布局新
一代移动通信产业，以 5G 网络
和智能终端为重点，重点发展
高性能热管理材料、射频器件、
光模块、电声器件、智能终端等
领域，发挥信维通信、飞荣达入
驻金坛示范效应，加大对珠三
角地区 5G 领域上市企业招商
力度，着力形成新一代通信产
业集群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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