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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式启动 6G 技术研发

6G 要来了

中美两国联合破获
首起芬太尼走私案

比 5G 快百倍
11 月 3 日，科技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科院、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北京组织召开 6G 技术
研发工作启动会。
会议宣布成立国家 6G 技术研发推进
工作组和总体专家组，其中，推进工作组
由相关政府部门组成，职责是推动 6G 技
术研发工作实施。
总体专家组由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
企业共 37 位专家组成，主要负责提出 6G
技术研究布局建议与技术论证，为重大决
策提供咨询与建议。
6G 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总体专家组
的成立，标志着我国 6G 技术研发工作正
式启动。
科技部表示，目前全球 6G 技术研究
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技术路线尚不明
确，关键指标和应用场景还未有统一的定

义。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要高度重
视、统筹布局、高效推进、开放创新。
下一步，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总体专家组系统开展 6G 技术研发方案的
制定工作，开展 6G 技术预研，探索可能
的技术方向。通过 6G 技术研发的系统布
局，凝练和解决移动通信与信息安全领域
面临的一系列基础理论、设计方法和核心
技术问题，力争在基础研究、核心关键技
术攻关、标准规范等诸多方面获得突破，
为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奠
定坚实的科技基础。
早在 9 月 28 日，华为首家全球旗舰店
在深圳开业之际，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
承 东 就 在 现 场 对 记 者 表 示 ，“6G 在 研 发
中，估计还需要 10 年时间，目前也在做技
术研究、标准研究，还没到商用阶段。
”
（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据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7 日电
（记者杨帆）7 日，河北省邢台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王某某等人走私芬太
尼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国家禁
毒办副主任于海斌介绍，2017 年
12 月，公安部门抽调百余名精干警
力，经过 3 个多月的艰苦侦查，辗转
行程上万公里，从美国国土安全部
移民海关执法局驻广州办公室通报
的一个电话号码入手，抽丝剥茧，顺
线延伸侦查，成功破获王某某等人
走私芬太尼等毒品案，先后抓获或
审查违法犯罪嫌疑人 20 余名，捣毁
芬太尼加工窝点 1 个、销售网点 2
个，缴获芬太尼 11.9 公斤、阿普唑
仑等其他毒品 19.1 公斤，全链条摧
毁了一个非法加工、贩卖、走私芬太
尼等毒品的犯罪团伙。
此案是中美两国联合成功破获
的第一起芬太尼走私案件。

6G 是什么？
“在 6G 时代，或许我们在飞机上也
能上网，同时不会影响飞行安全。登山
运动员在登山遇到危险时，可实时发送
位置信息与求救信号，不会出现时延。
在海上航行时，船上的工作人员也不用
担心与陆地失联，6G 可保证其实时通
信。”这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
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吴启晖描绘的，用
卫星、航空平台、舰船搭建起的一张连
接空、天、地、海的通信网络。而支撑该
网络的核心技术，就是 6G。
“6G 网络的速度将比 5G 快 100 倍，
几乎能达每秒 1TB。因为速度快，无人
驾驶、无人机的操控都将非常自如，用
户 甚 至 感 觉 不 到 任 何 时 延 。”吴 启 晖
说。
（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甩干机卖了 50 元
大爷忘了内有金条

出狱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

孙小果一案公开开庭审理
新华社昆明 11 月 7 日电（记者罗沙、王
研）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再审案
件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开庭审理后，11 月 6
日至 7 日，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
人孙小果等 13 人涉嫌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玉溪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
孙小果于 1994 年、1997 年因犯罪两次被判
刑，特别是 1997 年犯强奸罪、故意伤害罪、强
制侮辱妇女罪、寻衅滋事罪，
在社会上造成了
恶劣影响。孙小果出狱后，网罗刑满释放人

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以昆明市五华区国防路
的昆都 M2 酒吧为依托，逐步形成了以被告
人孙小果为组织者、领导者，
顾宏斌、曹靖、栾
皓程、杨朝光为积极参加者，
冯俊逸、赵捷、王
子谦等人为其他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先后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
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妨害作证、行贿等犯罪
及其他违法行为，
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管理
秩序。
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
诉讼。法庭主持控辩双方围绕指控事实进行

被找回的金条。

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2 名鉴定人出庭作
证，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曹靖、王子谦等 4
人当庭认罪认罚。法庭依法保障了被告人、
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
分被告人家属、媒体记者和群众旁听了案件
公开审理。
记者同时获悉，11 月 6 日，玉溪市江川
区人民法院对江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李爽
等 22 名涉孙小果案被告人以涉嫌开设赌场
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诈
骗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近日，家住浙江金华市婺城区
的一位 74 岁老人将家中一台闲置
多年的甩干机，作价 50 元卖给了
正在小区内收废品的小贩。
次日下午，老人突然想起来自
己曾将积攒的 10 余万元血汗钱换
成“硬通货”4 根金条，藏在甩干
机底盘内。
老人向城东派出所求助，在民
警的帮助下，终于找回了金条。
（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昌江读本

昌江医疗集团举办成立一周年系列活动
群众点赞：
“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

“现在的医疗水平高了，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看
病，省去了到其他地方看病的吃住、车费等开支。”6
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内的义诊现场，多位
前来就诊群众纷纷点赞，昌江医疗集团成立后，他们
在看病就诊方面发生的巨变。
当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昌江医疗集团成立一周
年系列活动在昌江隆重举行，活动包括学术报告、大
型义诊活动、小型媒体采访会、基层慢病管理惠民项
目培训班等。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昌江县域慢病
管理项目。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相关负责人
说：“这个项目启动后，给我们昌江的患者，尤其是年
长行动不便患者带来极大福祉。
”
去年 11 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昌江医疗集团正式
揭牌成立，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签署为期 5 年的医疗帮扶协议，整合昌江县域内
各医疗机构，组建紧密型医疗集团，这也是海南省第

一个实行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和改革的试点市县。
一年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昌江医疗集团推动昌
江县域医疗服务共联体建设工作，构建上下联动的分
级诊疗模式，开展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
优质资源整合共享，谋划发展远程医疗，在推进昌江
县域医改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实际性工作。
据介绍，当前，昌江县域综合医改已进入深水
区，昌江医疗集团在下一阶段的工作将继续发扬“大
胆闯、大胆试”的改革精神，攻坚克难，积极进取，
以基层为重点，将重心从牵头医院能力建设，转移到
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的帮扶提升上来，认真
落实好远程会诊和分级诊疗，让优质资源真正下沉到
基层，切实提升全县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
平，为海南省探索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和建立优质、高
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供长足的经验，为海南自贸
区 （港） 建设贡献一份健康力量。
（姚传伟 林朱辉 杨耀科）

昌江医疗集团成立一周年，义诊现场异常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