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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目前，让人惊叹不已的5G技术应用正绚丽
登场。大家在热切期盼5G技术带来更美好生
活的同时，却也有一些人对支撑5G技术应用的
基站建设不理解，尽管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一
再宣传解释，他们仍错误地认为基站会因辐射
影响他们的健康，反对在自家附近建设基站，给
这项工作的推进带来不小阻力。

5G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网络时代，网速慢是很多人的烦心事。要
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依靠 5G。5G 的好处
是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除了带来更极致的
体验和更大的容量，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万物
互联时代，渗透到各个行业，造福人类。

近日，记者在长沙市马栏山月湖文创小镇
的马栏山研究院见证了5G的神奇：记者站在室
内一块巨大的显示屏前，轻点鼠标，20 多平方
公里的文创小镇尽收眼底。5G技术犹如一双
天眼，将小镇各个区域纳入精准化管理。研究
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打个比方，小镇一小孩
走失了，按以往的做法就是一个个调监控，而现
在不用了，一下子就能将孩子定位。小镇哪里
有火情，哪里道路不畅通等，在这里都是一目了
然。

5G 在生产领域更是大显身手。钢铁制造
车间高温作业，充满了辛苦和危险。湘钢5G+
工业互联网应用改变了过去工人在高温锅炉旁
作业的状态。如今，工程师坐在舒适的空调房
内，通过远程天车控制磁盘，将废钢区内的废钢
吸起来，运送到指定区域，进行废钢煤炉重造；
高清视频，保障天车远程实时精准操控；带上
VR眼镜，就能在千里之外获取车间物料、车辆、
车斗高度及装卸位置的信息，给天车下达动作
指令；机械臂自动加渣、采用5G+机器视觉实现
质量检测……5G的运用，不仅大大降低了安全
事故风险，企业生产效率也大大提升了。

5G+智慧医疗的应用为急救病人争取了极
为宝贵的时间。6月12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正式投入使用了一台新型急救车。急救车上
配备互联网+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心电监护、远
程会诊及指挥系统，利用互联网工具将医院的
心电诊断专家、影像诊断专家、临床医疗专家、
急救指挥专家赋能于一个小小的120救护车厢
内。病人一上车，车内的医生马上进行远程诊
断，检查的图像和数据实时传回院内，院内医生
可实时看到检查情况为患者做初诊。当急救车
抵达医院时，患者不用再像过去那样送到各个
科室做检查而贻误抢救时机，而是马上分流到
相应科室得到救治。

5G 应用给我们的休闲生活更是带来多多
乐趣。比如，过去我们常常遗憾很多美景无法
尽情拍照，如自拍效果太差，漂流拍照不便等
等。如今 5G+AI 游记助手的应用让我们不再
有遗憾。游客只需要在进入景区、博物馆或者
网红打卡点前，上传自己的人脸照片、预约游记
后正常游玩。在布置AI人脸识别相机的景点，
游客可以尽情摆出自己最喜欢的拍照姿势，等
游览结束，点开手机，就可以欣赏到图文并茂的
专属游记，尽情享受游览乐趣。

基站进小区阻力依然不小

为了加快我省5G网络基础建设和产业化
发展，今年 2 月份，针对基站建设选址难的问
题，我省出台了《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
的若干政策》，大力推动公共资源开放共享。要
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所属建筑
物和公共区域免费为5G提供建设场地。同时，
要积极推动居民小区、商务楼宇为5G网络站址
建设提供场地支持等等。

政策出台后，许多地方都积极响应，如郴州
市政府举行5G网络建设公共资源站址免费开
放集中签约活动，70个站址现场签订了免费开
放协议。有些小区也积极配合，如长沙的湘江
世纪城小区。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至
10月底，我省累计新开通5G基站21044个，完
成原年度计划的105%。我省5G建设跻身全国
前十。

但是，居民小区布站选址依然频现难题，反
对声时有出现。2019年，长沙一小区居民因担
心辐射，要求拆除楼顶的16个基站。协商无果
后，三大运营商只好拆除了基站设备。几个月
后，又有居民苦于手机信号不好，联名要求重新
安装基站。类似于该小区这种通信基站遭部分
居民排斥的事件，在全省其他地方也曾多次发
生。凤凰县沱江镇一名用户就诉苦说，自己住
在一条幽深的巷子里，手机信号覆盖差，多次投
诉一直无法解决。今年上半年好不容易传来喜
讯，移动公司准备在附近建设一个基站，可不久
该工程却因有人担心辐射阻工被迫停了下来。
对此，凤凰县科工信局也表示很为难：有部分群
众不支持，他们也只能做思想工作，争取群众理
解。

居民为什么反对基站进小区？记者就此走
访了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居民，他们众口一词：怕

辐射。但他们大都对基站的辐射有多大、是否
对人体有害并不清楚，只是道听途说。有的居
民甚至认为，现在 4G 也挺好的，他们不需要
5G。

通讯基站是否有辐射，它是否有害人体健
康？对此，国家无线电产品质量监督和检验中
心等多个部门早已向公众作出明确答疑：通讯
基站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它发射的是电磁波，不
会破坏生物分子结构。同时，为了防止电磁辐
射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我国现行的《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对移动通讯设备产生的辐射量有着
严格标准，其中规定，通讯基站的电磁辐射安全
标准为 40 微瓦/平方厘米，远远低于美国和日
本的电磁辐射技术标准要求 600 微瓦/平方厘
米，欧盟450微瓦/平方厘米。移动通信基站设
备从生产到出厂到建设必须经环保检测机构进
行环保评测，并报环保部门备案审查。

省移动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居民小区的居民对5G的好处确实感受不大，认
为没有5G，现在也能打电话，也能上网。但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5G的应用会越来越广，它的
魅力让人无法想象，我们的生活都将因它而改
变。

解决基站选址难 依法破解是关键

虽然专家们对基站辐射经常进行科学宣
传，但依旧难以解除一些居民对辐射影响身体
健康的担心。基站选址难困境到底该如何破
解？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前通信基站是由
相关通信企业自行选址、设置的，使得不少居民
对基站选址、设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产生质疑，
从而理直气壮地进行对抗。

对此，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要想让5G基站
顺利进入居民小区，除了对居民进行宣传解释
外，应该立法将通信设施建设和水电气一样纳
入强制验收环节，让通讯基站等基础电信设施
建设有法可依，通过立法将通信设施设置纳入
行政许可范围。同时对基站的设置进行合法性
审查，确保其不致损害公众利益。另外，基站建
设时应当充分保障民众的信息知情权，向大家
解释清楚建设基站的必要性以及相关技术指标
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等问题，消除“辐射恐惧”，
让民众打消疑虑,对合理、必要的基站建设予以
理解支持。

基站是移动通信网中通信信号的中转站，
没有基站，手机之间就无法通话，也不能微信聊
天、不能购物、不能缴费……所有基于网络的应
用都无法实现。呼吁有关部门出台得力保障措
施，加快推进5G网络建设；我们的民众也应该
以理性平和的心态来迎接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
美好生活。

读者话 题

编辑同志：
9月22日，长沙百城康祺健身会所山水湾店

以店庆为由招募大量会员，我和我朋友当日花
1860元办了健身年卡。9月25日我去过一次，等
我10 月12 日再去时，发现该店9 月30 日就已关
门，期间我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且在国庆期间该
店还曾发布消息说国庆期间可正常健身。

从所谓的店庆招募会员到9月30日闭店，前
后只有8天，真让人怀疑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倒闭前
的圈钱行为，损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利益。10月16
日，百城康祺山水湾店正式发布通知，宣布处理办
法，但只有强制转店消费这一个处理方式，对我的
退费要求不予理会，要我们自己去别的店转卡。
我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挽回消费者的损失。

小彭

记者追踪：
12 月 18 日，记者电话采访了长沙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湘龙市监所，工作人员回复称，市场监
督执法人员已联系百城康祺健身会所的负责人
处理此事。目前，商家已制定处理方案，决定将
百城康祺山水湾店有效会员转至百城康祺健身
其他任意一家门店，转店会员将享受到该店会员

同等权利，在保留原有会籍时间的情况下，再额
外送三个月会籍时间，商家正在开展会员转店对
接工作。但对于招募会员后马上倒闭，消费者对
此质疑，工作人员说商家有将会员转店的处理方
案，他们也无法认定为圈钱诈骗。

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长沙百城康祺健身
会所已经有过几次办卡后关店的经历了。2019
年2月，长沙雨花区新世界百城康祺健身会所办
理了大量会员卡未开店，2019年7月，长沙百城
康祺阳光壹佰店短时间办理了大量健身卡后更
换店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的规定：经
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
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
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有损失的消费者认为，健身会所圈钱后将会
员转到其他店了事，明知道消费者路途遥远很难
坚持健身，健身会所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他们
完全可以再三上演这样的做法对付消费者，而消
费者为了一两千元也没有精力去打官司。对企
业的这种做法，有关部门应严格根据相关法规有
效监管。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民营企业负责人事工作的员工，衡

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科于9月在
微信办公群发布通知，要求企业将所有农村户口
员工更改为非农业户口，否则影响参保。办理更
改之后，又要求员工补缴参保以来近10年的个人
缴纳部分，费用高达上千元。当初办理相关业务
时，并未有相关工作人员告知需要补缴个人缴纳
部分。我拨打12345投诉后，得到的反馈是，此项
政策为今年新出，必须执行。既然是新政策，为
什么要求员工必须补缴之前近10年的？普通员
工月薪3千来元，一次性补缴过高导致员工不理
解，怎么跟员工解释？我感到很为难。

小蕙

记者追踪：
近日，记者电话联系了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由于
网上申报系统只能识别非农业户口，所以在网上
办理必须以非农业户口参保，农业户口的员工可
以在窗口办理，新参保人员则必须以非农业户口

参保。原来一直参保的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变
更。可能是相关工作人员理解有误，他们将再次
强调自愿的原则。

随后，记者就此事前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采访，在大厅的办事窗口，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根据相关政策，新参加失业保险的人员，已经
没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都必须以非
农业户口参保，原来以农业户口参保的员工如果
自愿更改为非农业户口，则需要补缴从参保起的
个人缴纳部分。

对此，省人社厅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农
业户口员工参加失业保险，失业后领取失业补助
金，每缴一年，可以领取一个月补助，最多只能领
取6个月。而非农业户口员工参保，按缴费年限，
失业保险金最高可以领取24个月，而且在失业期
间，劳动者遇到大病或是突然死亡等情况时，失
业险可以提供一定金额的死亡补偿金或是抚恤
金等帮扶费用。因此，按非农户口交失业保险事
实上对参保农民更有利。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居住在慈利县双安路的居民，今年以

前，环卫部门早晚2次到双安路洒水，有效消除了
路面灰尘。但现在洒水车经常很久不来，灰尘到
处飞，附近房屋两天就好厚一层灰，居民给环卫
部门打电话反映也无人管。别的道路每天洒水
几次，还清洗路面，双安路为何不能经常洒水清
洗路面呢？

一居民

记者追踪：
慈利县环卫处回复称，收到该投诉后，环卫

处邀请负责该路清扫的中联公司、投诉人三方座
谈交流沟通。双安路因路面窄，早晚车流量大，

乱停乱靠现象多，无法安排清洗车进行人工清
洗，而洒水车洒水力度又较大，容易将水洒到居
民家中，之前就有居民拦车，不让洒水，造成双安
路段洒水作业断断续续，未形成长效机制。2020
年，为改善沿线居民生活环境，提高环卫服务质
量，环卫部门结合实际需要，把车辆改装前压喷
嘴，采取前冲洗方式，每周一次对双安路进行洒
水。随着双安路两侧建设工地相继开工，扬尘污
染对居民影响增加，每周一次洒水已达不到抑制
扬尘的效果，沿线居民反映较大。为及时落实群
众需求，解决实际问题，环卫处已要求中联公司
深入实地调查，统筹安排，将作业时间调整为每
日一次，时间为上午10∶30，现已落实到位。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常德市武陵区怡景花苑小区的业主，

2019年9月26日，我给当时的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悦康物业交齐了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日的全年物业管理费及停车费900元。谁知悦
康物业在 2019 年 10 月初就退出了小区物业管
理。我多次要求悦康物业公司退回其收取的一
年物业管理费。但悦康物业不给我退钱，称只负
责向现驻物业公司交接，但现驻物业公司又要我
们找原物业公司悦康物业退钱。

小区像我这样预交了物业费的还有很大一
部分人。悦康物业收取了物业管理费及停车
费，并没有向我们提供服务。我们究竟该怎么
维权？

一业主

记者追踪：
在我们的生活中，小区更换物业公司很正常。

只是很多时候，业主并不完全知情，甚至没有通过业
主投票。很多业主都是提前预交了一年或几年的物
业费。物业公司更换后，业主预交的物业费该如何
处理？12月17日，记者就此咨询了湖南海天律师事
务所李春光律师，他认为，如果前后物业是按合法手
续进驻，就应该依法办好交接，接手的物业公司履行
物业合同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接收业
主预交的物业费，而不是让业主自己去要回预交
款。也就是说，业主可以继续享受物业服务，但不用
向接手的物业公司重复缴纳物业费。如果前物业公
司没有依法办理移交手续就携款离开，那就涉嫌诈
骗，业主可以到公安部门申请立案，依法维权。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健身会所关门 消费者退费难

农民的失业保险到底该如何交

慈利双安路亟须洒水抑尘

物业公司提前退场 预收费用如何处理

医保卡个人账户何日实行异地联网消费
编辑同志:

医保卡个人账户的钱可以用于在医院门
诊或药店买药，可在株洲市使用起来却很不
方 便 ，只 能 在 本 地 区 使 用 ，无 法 异 地 消 费 。
各县的医保卡不能通用，茶陵县的医保卡在
株洲市区不能买药，甚至住在芦淞区还要到
荷塘区的定点药店去买药，很麻烦。在人口
流动早就放开、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株
洲市的医保卡为何在全市范围内都不通用
呢？医保住院报销，全省、全国都开始实行
联网，异地就医可以即时结算，医保卡个人
账户买药却没有住院方便。为何个人账户
就不能联网？呼吁有关部门早日解决此问
题，方便百姓。

李新

记者追踪：
如果你到外地出差不巧生了病需到药房买药，

或者你到异地工作或居住需要用医保卡个人账户
买药。对不起，你只能用现金或刷银行卡。因为你
的医保卡个人账户不能支持在异地药房买药，也不
能支持在异地医院看门诊时做检查和拿药。这样
的苦恼并不只是株洲百姓遭遇过。近日，株洲市有
关部门回复说，过去建设医保管理系统未考虑医保
个人账户跨县市流转。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开始医
保信息系统建设，将实现跨区域医保个人账户流转
纳入重要内容，预计到明年1月份，将可以通过医保
电子凭证实现长株潭、省本级跨区域医保个人账户
流转，明年6月份全省统一的医保信息系统上线后，
将实现湖南省内医保个人账户跨区域流转。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5G带来美好生活
基站建设还需你我支持

阿慧

5G 正在一步步走进我们的生
活，它能让万物互联从想象变为触手
可及的现实，我们将越来越体味到现
代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美好。加
快5G建设，是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
国的重要举措，也是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要内容。

5G 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基站，
可随着基站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小
区反对建基站声音也时有所闻。反
对的理由大多一样：基站有辐射，辐
射有害健康。这种想法在不少人的
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们谈“辐”色变，
对运营方出具的检测数据也抱着怀
疑和不信任态度，更相信各种道听途
说的传言，还有的人则怀着“宁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加入了反
对阵容。

事实上，不论 2G、3G、4G 还是
5G时代，居民因对辐射的恐惧而反
对建基站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可这些年基站越来越多，并未证实有
人因受基站辐射而健康受损，相反，
人的平均寿命却是越来越长了。基
站的辐射是否对对人体有害，科学早
已有了定论。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辐
射。微波炉、电视机、吹风机有辐射，
可它是家中必备，手机有辐射，人人
都不离手。自然界的电闪雷鸣，太阳
黑子活动、大气、宇宙等，无时不刻都
在产生电磁辐射，我们的地球本身也
就是一个大磁场，可是，你能不要太
阳吗？能离开大气、离开地球吗？

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科学。如
何解开居民心中的心结，推进通信基
站的顺利建设，这是一项细致的思想
工作，既需要采取各种有效的宣传方
式予以配合，也需要用科学的方式和
手段，通过客观数据、事实等直观感
受去消除居民对基站辐射的恐慌。

让我们用热情的双臂，拥抱 5G
时代的到来。

自网络诞生以来，通信设施建设一直是整
个网络的基础，光缆、基站等通信设施犹如网
络的“血脉”，为网络提供生命通道。近年来，
随着网络数据流量增长，各种网络应用风靡，
通信设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爱护通信设施，
人人受益、人人有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五十一条
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阻止或者妨碍基
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依法从事电信设施建设和

向电信用户提供公共电信服务；但是，国家规
定禁止或者限制进入的区域除外。

《湖南省通讯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禁止
下列危害通信设施安全的行为：（一）侵占、盗
窃、破坏、毁损通信设施；（二）在国家规定的通
信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挖砂、取土、堆土；（三）
在埋有通信光缆、电缆、通信管道的地面上倾
倒含酸、碱、盐等腐蚀性的废液、废渣；（四）在
通信设施上附挂管线、物件，拴系牲畜或者攀

爬通信杆塔；（五）涂改、移动、拆除或者毁损通
信设施保护标志；（六）其他危害通信设施安全
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阻碍合法的通信设施建设或者从事危害通
信设施安全的行为，不得擅自改动、迁移他人
的通信设施。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改动、迁移
的，应当与通信设施所有人协商一致后方可施
工。 欧金玉 整理

信科学，莫信传言

■相关链接 爱护通信设施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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