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图为
乌镇互联
网国际会
展中心。
新华社发

互联网大会关键词：

人工智能、5G、物联网
大会上，嘉宾们脑力激荡、思想碰撞、交流

深入———
“5G将作为新的移动浪潮，成为全球未来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5G、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
数据的整合将进一步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及商
业模式”“下一代互联网，离不开人工智能”……

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会场内外全面展
示———

5G自动微公交穿行车流、“刷脸”入住智慧
民宿、VR+5G电影畅游“数字乌镇”……5G全覆
盖的智慧小镇，已率先起跑。来自国内外的600
余家企业携新成果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亮
相，上百场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接力举办。这
些最新成果凝聚全球人类智慧，涵盖基础硬件、
网络平台、商业模式等数字经济各个方面。

“互联网的迭代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面感
知、可靠传输、智能处理、精准决策的智能时代。
这也让互联网人不断发掘自身潜力， 积聚信心
与力量面向更加精彩、富有挑战的未来。”中国
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

新应用、新业态蓬勃发展，充分回应对美好
生活新期待———

“互联网+教育”让老师“走”进大山深处的课
堂，“互联网+医疗”让患者在家门口看上大医院的
医生，“互联网+交通”引领智慧出行缓解拥堵……

互联网大会关键词：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围绕“智能互联、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题，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在思想交流、理论创新、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大会组委会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发布年
度成果文件《乌镇展望2019》，呼吁国际社会加
大网络安全政策透明度，完善治理规则，重建开
放合作的信任体系，营造公正平等的市场环境，
让更多的群体共享互联网创新与服务成果。

牢牢把握发展机遇， 积极应对风险挑战，把
网络空间建设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发展共同体、安
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正成为与会嘉宾共识。

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认为， 互联网领域
国际合作越来越迫切，“互联网负面效应引起重
视，比如假新闻、网络犯罪等，这些问题需要各
国合作来解决。”

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17个国家建
立双边电商合作机制， 共建跨境电商大平台；与
16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协议；与沿
线国家已建成30条跨境陆地电缆、10余条海底光
缆；与50多个国家探索远程医疗合作……

（据新华社杭州10月22日电）

� � � � 据新华社杭州 10月
22日电 为期3天的第六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22日在
浙江乌镇落下帷幕。

大会期间， 来自全球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约
1500名嘉宾齐聚乌镇，围
绕“智能互联 开放合
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主题，纵论网
络空间发展大势， 展示信
息技术创新成果， 共商网
络空间开放合作途径。

大会期间发布的《网
络主权： 理论与实践》《世
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9》和《乌镇展望2019》
等成果广受关注， 为全球
互联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
想借鉴和智力支撑。

世界互联网大会“互
联网之光”博览会于10月
18日至22日成功举办，来
自五大洲38个国家和地区
的601家企业参展， 其中
有 107家境外企业和机
构，比上届增长三成。人工

智能、5G、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
物联网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及
新应用竞相登台亮相，15项世界互
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在本届大会上
成功发布，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责任编辑 封锐 谢卓芳 2019年10月23日 星期三
时事 15

点击乌镇 洞见未来
———从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看智能互联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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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互联网
之光博览会

场馆外巡逻的5G
警用机器人。 新华社发

“点击”乌镇
链接新技术新应用的加速演进

一批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
新应用新业态“首发首秀”，涵盖工业、交通、
教育、医疗、安防、娱乐等多个领域，乌镇成为
这些前沿技术的“尝鲜者”。“点击”乌镇，可以
观察世界互联网前沿科技新成果。

乌镇大街， 一辆SUV正常行驶，“驾驶
员”却坐在几公里外的5G操控平台前；隔空
点击，游客便能穿越时空，畅游在良渚古城的
河流、稻田、宫殿中；展馆外，萌萌的5G巡逻
机器人正在自主巡逻；钢琴前，机器臂灵巧自
如，流畅悦耳的音乐顷刻弥散开来……

除了热热闹闹的互联网直观体验， 一批
影响未来的硬核科技在乌镇揭开面纱。

大会期间，一项极具前沿感的议程———世
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备受瞩目。最
终评选出的年度15项代表性科技成果，已经或
将要为人类生活、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
革赋予强大动力。

比如，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研发的
天机芯片，是世界首款异构融合类脑计算芯片。
它具有计算存储融合和去中心化的众核架构，
每块芯片含有156个计算功能核， 约合四万神
经元和千万突触。其应用可以推广至自动驾驶、
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处理器是整个计算产业的基础，有“芯”
才有力。大会发布的领先成果，瞄准的正是高
算力、低能耗。

“互联网的迭代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面感
知、可靠传输、智能处理、精准决策的智能时代。
预见这些变化， 正是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发布活动的宗旨。”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
这也让互联网人不断发掘自身潜力， 积聚信心
与力量面向更加精彩、富有挑战的未来。

“感知”脉动
业界人士如何看待新趋势

过去的25年， 互联网已深刻改变中国。
如今，互联网进入智能化阶段，与各行各业的
深度融合成为鲜明特征。 中国互联网在一些
领域已从跟随者变成引领者。

邬贺铨院士说，互联网和科技迅速结合，对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数字经济
带来了产业技术变革，提升了企业竞争力，促进
了经济结构转型。尤其5G开启了互联网发展的
新篇章，拓展了新应用，还将不断催生新业态。

“这是技术变革的黄金时代，互联网现在
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 这是一个新的技术
革命， 而它发生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之上。”巴
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说。

百度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表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能经济将在三个层面
带来重大的变革和影响：首先是人机交互方式的
变革；其次智能经济会给基础设施层带来巨大改
变； 第三智能经济会催生很多新业态， 交通、医
疗、城市安全、教育等各行各业正在快速实现智
能化，新的消费需求和商业模式将层出不穷。

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
督局局长亚历山大·扎罗夫预测，今后5年，互联
网发展的核心地带和主要方向将发生改变，

“5G技术的使用、 数据通过网络所传输的容量
正在迅速增长，互联网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拥抱未来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 发展好、运
用好、 治理好互联网，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
类，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共同推进网络
空间全球治理， 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逐渐成为普遍共识。面对互联网科技
的加速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的挑战， 面对智
能化时代，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发展好、运用好互联网无疑是当前世界经
济的主要潮流之一。对爬坡转型中的制造业来
说，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已成共识。在
传统产业占比70%以上的浙江省诸暨市， 政府
对袜业等主导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出台专项扶
持政策，引导传统产业越来越“聪明”。积极探
索数字化变革的，还包括政府公共服务领域。

同时， 互联网科技的双刃剑作用如影随
形，治理好互联网仍然任重道远。

本届大会上，网络安全毫无悬念地成为热
词。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表示，应对网络
安全重要的是要让网络具备免疫功能，有自动
报警和修复能力，做到内外兼修，安全体系可
以自我进化。同时各个国家在抵制网络攻击方
面联手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合作共赢。

另外，如何摆脱“数字歧视”，让所有人公
平地分享数字技术带来的增长红利， 也是当
下亟待破解的全球性问题。

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
说，网络早年间更多服务于科研或政府。而未来
50年，人人都有机会分享不断增长的技术红利。

统计显示，2018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数字经济已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截至2019年6月，中
国网民规模为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61.2%；
光纤接入用户规模达3.96亿户，居全球首位。

“世界互联网大会进入第六个年头，将最
新技术成果向全世界分享，推进网络空间国际
协同治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
理张力说，全球化进程正遭遇挑战，信息化发
展也到了关键节点，希望各国政府能够携起手
来，打破藩篱壁垒、突破技术瓶颈，努力推动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全人类。

（据新华社杭州10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