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府办函〔2019〕134 号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潮州市加快 5G 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

潮州新区管委会：

《潮州市加快 5G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已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反映。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29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潮州军分区，

市法院，市检察院，驻潮部队，中央、省驻潮各单位，各人民

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新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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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加快 5G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 年）

为加快 5G 商用步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全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底，潮州市中心城区初步实现 5G 网络覆盖，全

市 5G 基站累计达到 748 座，5G 个人用户数达到 8 万，5G 示范

应用场景超过 2 个。

到 2022 年底，潮州市主要城区实现 5G 网络连续覆盖；全

市 5G 基站累计达 3940 座，5G 个人用户数达 80 万，5G 示范应

用场景超过 10 个。

二、重点任务

（一）加快 5G 网络建设。

1.编制 5G 基站建设规划。2019 年底前，潮州铁塔公司会

同电信运营企业统筹提出 5G 基站建设需求。2020 年 6 月底前，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将 5G 基站建设规划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详细规划（含村庄规划）中，将 5G 基站站址、机房及

管线、电力等配套设施纳入各类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将交

通干线与重要交通枢纽场所基站纳入建设规划。各县、区人民

政府（管委会）制订国土用地、城乡住房建设、交通设施等规

划时，要同步落实 5G 网络站址、机房、电源、管道和天面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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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空间，并明确规划、建设与管理要求。每年１月底前，各县、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向电信运营企业、潮州铁塔公司公布

公共建筑、绿化用地、物业资源开放清单，免费开放公共建筑

和杆塔等资源支持 5G 基站建设，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基站建

设和运行维护中违规收取额外费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会市发展和改革局、自然资源局、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各电信

运营企业、潮州铁塔公司、市通建办负责〕

2.大力推进 5G 智慧杆塔建设。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要整合各类杆塔资源，支持潮州铁塔公司作为 5G 智慧杆塔运营

主体，统筹规划建设智慧杆及配套资源和“一杆多用”改造。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编制市政道路杆塔信息目录和

智慧杆需求汇总表。2019 年底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要在符合我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等空间性规

划的前提下出台智慧杆建设专项规划和建设计划。2020 年 1 月

起，全市新建道路要统一规划和建设智慧杆，现有道路要将各

类存量杆塔分批改造为智慧杆。〔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公

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潮州铁塔

公司负责〕

3.稳步推进 5G 网络建设。按照中心城区－农村重点区域的

次序推进 5G 网络建设。加快以 5G 网络为重点的无线宽带城市

建设，推进全市交通干线与重要交通枢纽场所、热点区域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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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建设，构建连续覆盖的 5G 网络。加快市人民广场、牌坊街、

滨江长廊、潮汕高铁站等重点区域 5G 网络建设。2019 年底前，

建成至少一个 5G 应用示范场景。2022 年底前，实施乡村 5G 网

络覆盖工程，推进农村重点区域 5G 网络建设。〔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各电

信运营企业、潮州铁塔公司、市通建办负责〕

（二）大力发展 5G 产业。

4.打造 5G 产业集聚区。重点发展 5G 基础材料、通信设备

及智能终端制造等产业，加大力度建设 5G 产业园区。〔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会市发展和改革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负责〕

5.培育壮大 5G 企业。根据 5G 全产业链企业目录，分类培

育一批细分领域骨干企业。加大省内外 5G 骨干企业引进力度。

实施 5G 骨干企业与制造企业“牵手工程”，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每年至少组织一场供需对接活动。支持 5G 企业设立省外生产基

地、研发机构。支持龙头企业举办 5G 产业发展大会、5G 创新

大赛等活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市科学技术局、市发展和改

革局、市商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

（三）开展重点领域 5G 应用试点示范。

6.5G+智能制造。依托工业园区等产业集聚区，在陶瓷、食

品、服装、电子信息、水族机电、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建设基于

5G 网络的工业互联网，开展标识解析、设备远程运维、机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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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检测、移动机器人导航等应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各县、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

7.5G+智慧农业。推动建设 5G 智慧农业产业园区，构建基

于 5G 网络的智慧农业互联网。〔市农业农村局会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

8.5G+4K/8K 超高清视频。推进国家智慧广电 5G 移动多媒

体交互广播电视网试点建设。积极开展 5G+超高清视频示范项

目建设，扩大 4K/8K 超高清视频在演出赛事直播、游戏娱乐、

景点宣传等领域应用。市、县（区）电视台要开展 5G+4K/8K

超高清视频直播活动。〔市文广旅体局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

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广东广电网络潮州分公司负责〕

9.5G+智慧教育。实施基于 5G 网络的数字化校园扩容提速

工程，依托 5G 网络技术实现基于高清视讯的远程协同教育教学

与在线资源共享，开展 5G+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沉浸式教学和基

于人工智能的教育教学评测与管理；探索建设基于 5G 网络的教

育实时监管与服务体系，提升教育管理与服务水平。〔市教育局

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学技术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负责〕

10.5G+智慧医疗。支持市内三甲医院率先开展 5G+智慧医

疗示范，发展远程监护、移动式院前急救、远程医疗、远程机

器人手术等应用。推进 5G 技术在互联网医院、医学影像、数字

化手术室、卫生应急指挥等领域的应用。2022 年底前，全市 5G+

智慧医疗示范项目达到 4 个。〔市卫生健康局会市工业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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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科学技术局、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各县、区人民政

府（管委会）负责〕

11.5G+智能交通。推进高速公路、高铁城轨等交通干线和

枢纽的 5G+智能交通示范应用。开展无人驾驶、无人物流配送

试点，发展车辆编队自动行驶、高级别自主驾驶、远程遥控驾

驶等新模式。2022 年底前，力争智能网联汽车在我市实现预商

用。〔市交通运输局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发

展和改革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

12.5G+智慧政务。支持企业与个人利用 5G 终端开展高精度

信息采样，实现“不见面”审批。在消防、安防、生产安全、

应急等领域建设基于 5G 网络的移动监视、遥控、报警联网系统。

在移动巡检、执法系统及视频报警平台建设中普及 5G 图传设备

终端和警务终端。〔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会市公安局、市应急

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消防支队、各县、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负责〕

13.5G+智慧城市。推动面向 5G 技术的物联网与智慧城市示

范区建设，推动建设智慧园区、智慧小镇。建设 5G＋智能抄表、

智慧照明、智慧社区、智慧能源等场景，推动安防摄像头、门

禁系统等设施接入 5G 网络实现互联。推动 5G+增强现实/虚拟

现实技术在文化教育、赛事直播、游戏娱乐等的应用。2022 年

底前，完成至少１个 5G＋智慧城市示范项目建设。〔各县、区

人民政府（管委会）会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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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市 5G 产业发展工

作协调机制，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发展和改革局、科

技局、公安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

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并商市委网信办、

潮州供电局、电信运营企业、潮州铁塔公司等单位按职责分工

负责。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建立健全本地 5G 产业发展

工作协调机制，2019 年底前，各县、区出台 2019-2022 年 5G

产业发展措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市有关单位、各县、区人

民政府（管委会）负责〕

（二）强化用电用地等资源要素保障。市发展和改革局要

积极推动电信运营企业、广东铁塔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市市场

监管局要组织查处对 5G 基站违规加收电费和电价外附加收费

等行为。请潮州供电局简化申请流程和报装资料，在用电申请、

电力增容和直供电改造上为 5G 网络建设提供最大便利。公变区

域基站全部采用直供电。专变红线内，新建建筑预留通信基站

专用供电设施。2020 年底前，商请潮州供电局分批将产权清晰、

转供电主体自愿移交改造、不存在纠纷等具备条件的存量转供

电基站按“一户一表”改造为直供电。各县、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每年将需要独立占地的 5G 基站和网络建设用地需求纳入

年度计划，合理安排用地，及时办理权证。〔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市场监管局、潮州供电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

责〕

（三）加强 5G 频率和基站保障。加大 5G 频谱资源使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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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力度，依法打击违法用频行为。5G 基站设置与使用单位应主

动协调解决合法无线电台（站）使用单位的干扰问题，无线电

台（站）使用单位应积极配合。建立市级无线电台（站）数据

库与电信运营企业、潮州铁塔公司的公众移动基站数据交互机

制。2020 年 6 月底前，实现全市基站数据实时交互和动态更新。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及时协调

解决阻挠在网基站正常维护、非法逼迁基站等危害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行为，积极化解矛盾纠纷，采取有效措施保障 5G 通信基

站的正常运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负责〕

（四）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市财政统筹相关专项资金支持

5G 网络建设、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示范应用。对符合投资范

围的 5G 企业及重大项目，向省产业发展基金、创新创业基金申

请投融资支持。将工业企业利用 5G 改造提升生产设备等符合条

件的成本费用纳入市技术改造扶持政策范围。对符合首购条件

的 5G 相关产品按照国家、省有关政府采购政策执行。〔市财政

局会市科学技术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负责〕

（五）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和宣传引导。健全网络与信

息安全通报预警机制，建立组织严密、高效顺畅的网络与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发展攻击防护、漏洞挖掘、入侵发现、态势感

知、可信芯片等５Ｇ安全产品。加强５Ｇ通信网络、重要信息

系统及数据资源保护，构建多层次、多纵深的综合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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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政

策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市委网信办会市公安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广旅体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会）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