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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泛互联网之树“根深叶茂”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本报记者 陈 静

建设网络强国，持续强劲发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随着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步伐加快、自主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信息经济蓬勃发展、网

络空间日渐清朗，互联网已经成

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党

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网

络强国”，表明互联网发展将进

入全新的时代，亿万人民将在共

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图① 5月27日，中国银联联合40余家商业银行推出银联云闪付二维码产

品，持卡人通过银行APP可实现银联云闪付扫码支付。图为体验者使用云闪付

二维码扫码支付功能。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图② 4月12日，在位于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上渡派出所前的共享单车

停车点，学生在取用共享单车。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图③ 12月 2日，参观者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

通过家庭智能终端与家庭医生在线交流。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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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互联网引领新经济
飞速发展，从技术到模式，从业态到生态，
我国网信事业为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提供强
劲动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的能
量，“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服务全球的
时代全面开启。

从网购交易额到智能手机出货量再到
移动支付笔数，一个个“世界第一”充分说
明，在过去 5年间，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网络大国。站在新起点，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明确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新的美好蓝
图正徐徐展开。

迈向网络强国，底气从何而来？能量
如何释放？还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亮点纷呈底气足

从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到广泛

渗透各个领域，互联网发展亮点纷呈，

实现“换道超车”，成为我国建设网络

强国的底气

“我现在 3 公里之内的短途就骑共享
单车，坐公交车会用手机应用查询到站时
间，坐火车直接拿12306在途中叫外卖，上
个月在首都机场坐机场快线，还体验了直
接刷二维码进站上车。出行这一件事，就
足以说明这几年互联网给我们生活方式带
来的巨大变化。”35岁的成都程序员吴雪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

买国产手机、在网上购物、用移动支
付、享受共享经济带来的方便……从不断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到广泛渗透各个领域，
互联网发展亮点纷呈，实现“换道超车”，成
为我国建设网络强国的底气。

比如不断夯实的基础设施。我国网络
覆盖率不断提升，截至2016年底，互联网上
网人数7.31亿人。与此同时资费则不断下
降，固定宽带和移动数据单位资费较 2013
年均下降80%以上。高速畅通、质优价廉的
宽带网络构筑了社会的信息大动脉。

比如全速奔跑的电子商务。网络购物
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引擎，2016 年，我国网
上零售市场规模突破 5 万亿元大关，稳居
世界第一，比 2012 年增长 293%。2013 年
至 2016 年 ，我 国 移 动 支 付 业 务 笔 数 由
55.45 亿笔增至 1228.6 亿笔，金额由 10.75
万亿元增至 208.41 万亿元，金额年均增长
率超过165%。

再比如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
新。在技术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等前沿技术不断“落地”。2016年，中
国新增人工智能专利9000余项，为美国新
增专利数的两倍多，中国已成为互联网新
技术全球瞩目的“创新高地”。在模式方
面，分享经济广泛渗透。2016 年，我国分
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5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 103%。有“互联网女皇”之称的华尔
街分析师玛丽·米克尔在其2017年互联网
趋势报告中表示，中国互联网已进入“在线
娱乐和共享出行的黄金时代”。

这一切，得益于 13亿多消费者的日益
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拓展出巨大的市场
空间，得益于资本提供的创新能量，更得益
于顶层设计激发出的创新活力。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丛
表示：“‘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战略规划成为我国
努力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的重
要举措。”

融合开创新局面

互联网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培育新增长点、凝聚新动能，确保

经济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需求

作为国内最大的机场，首都机场是全
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这里每天的航班流
量 1700 架次，但对应的停机坪只有 300
个，过去全靠调度员人工安排停机位，每天
在这项工作上花去 2 到 3 个小时。但现在
人工智能“助手”开始为他们分担工作压
力。为首都机场提供解决方案“航空大脑”
的阿里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告诉
记者：“航空大脑学习了飞机机型、起落时
间，机场停机位、跑道、滑道位置，摆渡车容
量、数量等 10 多个维度的基本知识，可以
在 50秒内刷新这 1700架次航班的停机位
安排，同时还能提高廊桥停机位 10%的利
用率，这相当于每天有 2 万名旅客不用再
乘坐摆渡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为建设网络强国指明了发展方向。以技
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
新生产要素为支撑，“深度融合”体现出新
的生产力发展趋势，也成为转型升级的强
大动力。

在制造业，工业互联网蓬勃兴起，智能
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型
制造等一批新模式新业态百花齐放。联想
集团董事长杨元庆颇为感慨：“数据像汽
油，计算力像引擎，发动着各行各业的智能
快车。拿联想来说，目前我们在全球有 10
个 数 据 中 心 ，每 天 新 增 的 数 据 量 超 过
30TB。这些海量数据支撑了联想价值链
的每个环节，从产品开发到供应、到制造、
到市场营销再到服务，都能发挥智能化的
作用。”

在金融业，互联网与金融业深度融合
带来了金融科技，创新着传统金融业的模
式、产品和流程。“已经对金融市场、金融机
构和金融的服务方式形成重大影响。”中东
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说：“今天的金融科技
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区块链和人
工智能为代表，本质上是一场关于金融信
息的传输、接受、分析、处理技术的革命。
它借助数据技术的优势，从掌握商品流、资
金流、信息流、数据延伸至支付、融资、投资
等金融核心业务领域。”

在流通业，“新零售”同样让线上与线
下流通业的关系从剑拔弩张变成“赋能”与

“合力”。“线上线下无缝融合，没有阻力，只
有合力。”在阿里巴巴集团 CEO张勇看来，
新零售的本质是在大数据驱动下完成人、
货、场的重构，产生化学反应，形成新的消
费价值和体验。精准营销、数据增值……
通过一次次数字化重构，零售业这棵大树
自然生长出不同面貌的全新枝条，中国也
成为未来商业变革的最大试验场。

“互联网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能够发展和充实实体经济，培育新增长点、
凝聚新动能，从而在更长远的时期里，确保
经济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广
乾表示。

掌握发展主动权

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必

须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

“牛鼻子”，努力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

跑领跑的转变

建设网络强国，要不断解决瓶颈问题，
将“木桶效应”变为“乘法效应”。

自主可控仍需进一步加强。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认
为，我国移动互联网核心技术研发还有待
突破，特别是移动芯片、移动操作系统等领
域的关键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则表示：“发展互
联网，核心技术是最大‘命门’，受制于人是
最大隐患。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
必须突破这个难题，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
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努力实现从跟跑并
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数字鸿沟”仍需不断打破。我国东部
和西部，城市和农村在互联网应用上仍然
存在较大差异。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认为，“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搭上互联网
发展的快车，是互联网普惠共享的应有之
意”。他建议，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互联网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推动农村及偏
远地区宽带网的覆盖；贫困地区、贫困群众
主动作为，积极拥抱互联网，更新观念，通
过互联网实现弯道超车和脱贫致富。

监管方式仍需不断创新。“我国监管部
门与企业已经建立起密切协作协调的关
系，探索出一条良性互动的新路。未来，还
要继续坚持鼓励支持和规范发展并行、政
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并重，既要保护企业的创新热情，也要
化解网络风险，保护公众利益。”中国社科
院财经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认
为，需要不断采用各种先进技术参与监
管。“比如滴滴、摩拜、ofo 小黄车等企业实
时向监管部门提供数据，以大数据支撑监
管决策。同时，监管部门的科技水平也要
不断提升。”

记者：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发展，您如何

看待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倪光南：如果把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
融合比作一棵泛互联网大树，如今这棵大
树可谓“根深叶茂”。而这也正是我国建设
成为网络强国的技术和产业支撑。

所谓“根深”，指这棵树扎根扎实，基本
具备了核心芯片、基础软件、关键设备等 3
个方面的支撑。拿核心芯片来说，性能指
标和国外差距并不大，除了在“太湖之光”
超级计算机上应用外，许多军用和民用设
备也在应用自主芯片。沿着这个方向前
进，我们的网信事业就可以不受制于人，持
续健康发展。

所谓“叶茂”，指这棵树惠及社会经济
的每个角落，惠及千家万户，惠及每一个
人。今天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

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这后三项基本
上都是互联网应用推广的成果，前途不可
限量。

记者：建设网络强国，哪些是我们亟待

解决的问题？

倪光南：一是要保障安全，实行安全
和发展同步推进，对于网信事业而言，如
果做不到安全，就谈不上发展。不久前，

“勒索病毒肆虐”，一些国家出现大规模停
电、停网事故都是例证。应当清醒地看
到，现在中国网络安全状况还落后于发达
国家。国际电信联盟将 193个国家的网络
安全战略划分为3个阶段，有21个国家处
于领先阶段。其中，中国排名32，位于成
熟阶段。

作为制度保障，在推进网信事业过程
中，制订计划、采购产品、推进工程、验收项
目等方面都应实施“多维度测评”，即除了
传统的功能性能测评和有关等级保护分级
保护的测评外，还需进行“自主可控评估”，

以确认网信产品或服务的“可控性”。
二是尽快补短板。我国网信技术的明

显短版是在集成电路的制造，工艺和设计
工具等方面，此外，包括电子设计工具、工
业仿真等在内的大型软件方面也是一个短
板。开发这类软件周期很长，因此可以考
虑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例如在国产桌面
Linux操作系统中整合安卓窗口，使安卓的
移动应用也能在桌面运行，也可以采用桌
面虚拟化技术，通过云服务解决某些大型
软件不能在本地运行的问题，运用这些综
合手段有助于推进桌面国产操作系统对外
国系统的替代。

记者：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在自

主创新方面应当如何发力？

倪光南：首先要加快构建安全可控的
信息技术体系。网信领域的软硬件是形成
技术体系的，单项软硬件不成气候，要使网
信事业能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打造安全可
控的信息技术体系。据工信部测评，目前

国产软硬件基本上达到了可用阶段，与外
国差距约三五年。今后要继续缩小差距，
使国产软硬件达到好用，要努力完善生态
支撑，使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及其生
态系统发展壮大。

其次还要加大自主创新成果的推广力
度。要使国产自主可控软硬件发展成熟，
市场化引导十分必要，政府采购不受WTO
规则的限制，理应作为推广自主创新研发
成果的“试验田”。推广自主创新成果不是

“保护落后”，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实例证明，
自主创新成果的技术水平和性价比不落后
于进口的。实际上往往不是技术落后，而
是应用不够，以致生态不够成熟，因此需要
进一步加大推广力度。

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依托中国巨
大的人才资源和市场优势，增强创新自信，
让泛互联网之树更加“根深叶茂”，努力实
现从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的“弯道超车”，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