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借助数字技术催生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
何实现传统产业的全产业链
数字化转型升级？如何促进
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有机融
合？如何通过数字化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和人机协作水平
……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上，腾讯公司董事会主
席马化腾的这一连串问题引
人深思。

要将信息化这个最大变
量转化为各行各业创新发展
的最大增量，需要产业互联
网扮演“转换器”角色。中国
门类齐全、种类丰富的产业
体系，最有优势借助数字化
技术，率先打通从消费到生
产的智慧连接，打造多样性、
个性化、高品质的“国货”，助
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是
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
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
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
域，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的潜力巨大，案例比比皆是。

先看一个企业。安徽铜
陵市与阿里云“工业大脑”在
六国化工公司试点，将磷酸
萃取率最高提升0.56个百分
点，每年可降低粉尘排放量 3.12 吨、氨气排放量
28.43吨。在取得环保效益同时，还为企业带来数
百万元经济效益。

再看一个行业。京东数科与能源企业共建
AI 火力发电优化解决方案，控制锅炉阀门的开
关、送风、送水等环节，提升锅炉燃效。

再看一个地区。福建漳州华安县打造智慧华
安APP，通过信息融合、资源融合、行业融合、数据
融合，让游客走进来、住下来、吃起来，买回去、还
想买、还能买。农民富了，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世界正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时期，
传统产业是应时而变、主动拥抱，还是固步自封、
转身抗拒，结果大不一样。要深化融合应用，以

“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促进我国产
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同时，应鼓励形成政产学研用共同参与、优势
互补、协同共治、多元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加快
完善产业与应用互促共进、技术与人才紧密衔接、
制度与环境相互协调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

此外，还要加快培育创新型科技型人才，推动
建立各类数据资源标准规范，推动创新技术加速
向包括传统产业在内的各领域渗透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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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薛志伟

深圳牧月科技深圳牧月科技CEOCEO杨庆雄杨庆雄：：

无人驾驶破解物流痛点

55月月88日日，，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发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发
布了系列重磅报告布了系列重磅报告。。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中央党中央党
校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司法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广播电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视总局、、国家航天局等国家航天局等88个单位个单位，，发布或解发布或解
读了各自领域最新出台的政策或报告读了各自领域最新出台的政策或报告。。

政务服务政务服务““全国一张网全国一张网””

在峰会上在峰会上，，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行政学院））
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省级政府和重省级政府和重
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

（（20192019）》）》报告显示报告显示，，20182018年我国省级政府年我国省级政府
网上政务能力排名前十位的分别为广东网上政务能力排名前十位的分别为广东、、
江苏江苏、、浙江浙江、、贵州贵州、、上海上海、、安徽安徽、、福建福建、、北京北京、、
四川和重庆四川和重庆。。重点城市排名前十位的分别重点城市排名前十位的分别
为深圳为深圳、、南京南京、、杭州杭州、、广州广州、、宁波宁波、、合肥合肥、、青青
岛岛、、贵阳贵阳、、成都和哈尔滨成都和哈尔滨。。

““近年来近年来，，我国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基本我国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基本
建成建成，，网上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提高网上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提高。。””中央中央
党校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
任王益民表示任王益民表示，，自自““互联网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服务””提提
出以来出以来，，省级统筹的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省级统筹的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驶入平台建设驶入““快车道快车道””。。网上政务服务能网上政务服务能
力指数得分为力指数得分为““高高””的省级政府由的省级政府由20162016年年
的的1212个增加到个增加到2222个个。。

据了解据了解，，目前已有目前已有3030个地区构建了覆个地区构建了覆
盖省市县三级以上的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盖省市县三级以上的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
平台平台。。2525 个地区成立了省级政务服务或个地区成立了省级政务服务或
数据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数据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3232 个省级政个省级政
务服务平台务服务平台（（31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兵团））的行政权力事项总数量比的行政权力事项总数量比20172017年增年增
加了加了5366353663项项，，增幅近一倍增幅近一倍。。

王益民表示王益民表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即将建成台即将建成。。国家平台已基本实现与国家平台已基本实现与 3232
个省级平台和个省级平台和4646个国务院部门平台对接个国务院部门平台对接，，

““全国一张网全国一张网””快速推进快速推进，，取得积极进展取得积极进展。。
““当前当前，，网上政务服务还面临一些问网上政务服务还面临一些问

题题，，包括改革配套措施仍需建立健全包括改革配套措施仍需建立健全，，区域区域
一体化发展仍需深入推进一体化发展仍需深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政府数字化转
型仍需强力推动型仍需强力推动，，政务数据同源仍需持续政务数据同源仍需持续
强化强化，，企业和群众获得感仍需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仍需不断提升，，等等
等等。。””王益民认为王益民认为，，下一步仍需创造平台服下一步仍需创造平台服
务新模式务新模式，，创新公共服务新方式创新公共服务新方式，，推动数据推动数据
服务新范式服务新范式，，构建平台服务新形式构建平台服务新形式。。

数字经济进村入户数字经济进村入户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
表示表示，，近年来近年来，，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取得新成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取得新成
效效。。比如比如，，生产智能化已见雏形生产智能化已见雏形，，信息技术信息技术
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农产品网络零售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保持高速增长额保持高速增长；；2121个省份开展个省份开展88种农产种农产
品大数据试点品大数据试点，，用数据决策指挥用数据决策指挥、、管理服管理服

务务、、引导产销的方式正逐步得到应用引导产销的方式正逐步得到应用。。
20182018年年，，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
达达77..33%%，，比上年增加比上年增加00..88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在数字乡村方面在数字乡村方面，，我国在我国在1818个省份开个省份开
展信息进村入户整省推进示范展信息进村入户整省推进示范。。截至截至
20182018年底年底，，全国建成运营益农信息社全国建成运营益农信息社2727..22
万个万个，，提供公益服务提供公益服务 95799579 万人次万人次，，开展便开展便
民服务民服务33..1414亿人次亿人次，，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
训受众超千万人次训受众超千万人次，，信息服务深入农村信息服务深入农村。。

唐珂表示唐珂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做好几项工下一步将重点做好几项工
作作。。一是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一是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推进益推进益
农信息社建设农信息社建设，，优先覆盖贫困地区优先覆盖贫困地区，，力争到力争到
今年底实现全国今年底实现全国5050%%行政村基本全覆盖行政村基本全覆盖；；
提升益农信息社服务能力提升益农信息社服务能力，，打造成乡村版打造成乡村版

““政府综合服务大厅政府综合服务大厅””。。
二是推进二是推进““互联网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农产品出村进城

工程工程。。建立完善适应农产品网络销售的供建立完善适应农产品网络销售的供
应链体系应链体系、、运营服务体系和支撑体系运营服务体系和支撑体系，，促进促进
农产品产销顺畅衔接农产品产销顺畅衔接、、优质优价优质优价。。

三是深入开展数字农业建设试点三是深入开展数字农业建设试点。。支支
持农业农村重要领域数据资源建设持农业农村重要领域数据资源建设，，推进推进

农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发展数字田园发展数字田园、、智慧养殖智慧养殖、、农农
产品电子商务等产品电子商务等。。

四是持续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建设四是持续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建设。。
整合构建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整合构建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不断不断
优化农兽药基础数据优化农兽药基础数据、、农产品质量安全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溯、、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新型经营主体信新型经营主体信
息直报等平台功能和作用息直报等平台功能和作用。。

数字红利普惠大众数字红利普惠大众

55月月77日日，，国家卫健委与天津国家卫健委与天津、、山东山东、、江江
苏苏、、安徽安徽、、浙江浙江、、福建福建、、广东广东、、湖北湖北、、四川四川、、贵贵
州等州等1010省省（（市市））签署共建签署共建““互联网互联网++医疗健医疗健
康康””示范省协议示范省协议。。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
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表示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表示，，目前全国已有目前全国已有
158158 家互联网医院家互联网医院，，1919 个省份建成统一规个省份建成统一规
划的远程医疗网络平台划的远程医疗网络平台，，““互联网互联网++””医疗保医疗保
障结算服务稳步推进障结算服务稳步推进。。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环关于加强生态环
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明明
确到确到20202020年全面完成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年全面完成政务信息系统整合，，

部省两级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达部省两级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达100100%%，，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一网通办””。。

““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基础性重要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司法司法
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其昌表示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其昌表示，，司法部提司法部提
出将出将““互联网互联网++””全面应用于公共法律服务全面应用于公共法律服务
领域领域。。据了解据了解，，中国法律服务网于中国法律服务网于20182018年年
55月份上线后月份上线后，，正逐步成为为人民群众提供正逐步成为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业务全业务、、全时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载全时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载
体体。。总访问量达总访问量达11..66亿人次亿人次，，法律咨询法律咨询450450
多万人次多万人次，，在线办事在线办事 5050 万件万件，，用户满意度用户满意度
达达9191..33%%。。

此外此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峰会上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峰会上对
《《县级融媒体中心系列标准及智慧广电有县级融媒体中心系列标准及智慧广电有
关文件关文件》》作了解读作了解读，，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博博
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
操作指引操作指引》，》，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国家民用国家民用
卫星遥感数据管理暂行办法卫星遥感数据管理暂行办法》，》，对有关领域对有关领域
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展示总面
积达5.6万平方米，是本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的“重头戏”。在这里，电子政务、
智慧城市、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诸多应用成果令人目不暇接。

在公民网络身份服务专区，观众扫描
小程序二维码，通过人脸识别后，就能获
得一张“数字身份证”，从此机场安检、
酒店入住可一路畅通。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首 席 科 学 家 金 波 告 诉 记 者 ， 这 就 是

“eID”，“与不可撤销的人脸识别、虹膜
识别等生物可识别身份认证相比，eID具
有更高安全性，在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比利时等国已经普及。在江苏工商全
程电子化登记平台、江苏淮安透明食药监
平台、闽政通、智慧阜南等政务民生应用
中，eID已广泛应用于工商全程电子化注
册、产品溯源、查询公积金、社保、新农
合等公共服务。”

在百胜中国展区，一款“神钱包”产
品吸引了众人目光。“神钱包”是肯德
基、必胜客 APP 的内置钱包功能，是银
联为百胜中国打造的移动支付产品，目前
已覆盖肯德基、必胜客在大陆地区的
8600多家门店。展区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3月份上线后，“神钱包”3月当月共实
现交易 270 万笔，新增绑卡 282 万张。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数字支付已占总销
售额87％。”

在国家文物局展区，古色古香的布展

与鲜活生动的科技应用相映成趣，充分彰
显了“互联网+中华文明”的魅力。展馆
正中上海博物馆的董其昌数字人文展示项
目，以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为主体，把
人物相关的时、地、人、事通过动态的行
旅、郊游方式等融合展示。

此外，通过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大数据、交互展陈等技术，动静结
合、虚实相宜，展区多方位展示了国家博
物馆“数字虎蓥”、故宫博物院“绘真·
妙笔千山”、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金
沙遗址博物馆“再现金沙”、山西博物院
精美雕刻艺术、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
VR“畅游遗址”等20余家文博单位的数
字项目。

华为展区则精心搭建了数字平台、数
字政府、智慧园区、智能安防、华为云、

5G、ICT基础设施、智能终端等8大主展
区。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华为与
各行业客户开展了数字产业方面的深度合
作，通过打造城市产业云，开放华为计
算、存储、网络、安全、平台等方面能
力，构筑智能世界的“黑土地”；并与合
作伙伴共同建设数字政府，打造便民服务
标杆，助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据了
解，华为与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主办城市福
州也开展了深度合作，推动软件及物联网
产业发展。

本届成果展上出现的“新面孔”体现
了数字中国建设正向纵深发展。比如，资
本市场“国家队”中国国新首次亮相，并
带来了其投资的5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国新执行董事张旭告诉记者，截
至 2018 年底，中国国新资产总额突破
3700 亿元，净利润突破 72 亿元。“国有
资本投资新一代信息技术及数字产业既需
要市场化专业化运作，也需要搭建产业生
态。我们带来的企业既有从事医保基金综
合管理服务的国新健康，也有专注于计算
机视觉、医疗影像识别的旷视科技，还有
中国联合医疗健康大数据。这是因为我们
瞄准了‘健康中国’发展机遇，对产业链
各个环节加大资本支持。”张旭说。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展示诸多新应用——

“ 新 面 孔 ”带 来 新 活 力
本报记者 陈 静 熊 丽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杜 铭 美 编 高 妍

左图 5 月 8
日，参观者在数字
中国建设成果展上
参观 AI 机器视觉
演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下图 在展会
现场，两名观众与
智能机器人互动。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已成为信息化发展政策

发布平台、电子政务和数

字经济发展成果展示平

台、数字中国建设理论经

验和实践交流平台、汇聚

全球力量助推数字中国

建设的合作平台

目前，物流行业的劳动强度很大，工作环境
也不太理想，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卡车司机这
个职业。发展无人驾驶技术，可以为行业解决痛
点，同时节省物流成本。

物流运输行业经常需要在夜晚工作，由于生
物钟的关系，司机夜里开车容易导致疲劳驾驶，
甚至发生车祸。如果无人驾驶技术能够在物流运
输行业加快应用，将替代卡车司机在夜间工作。
而且夜晚时路上行人较少，路况更简单，也适合
无人车行驶。事实上，无人车的反应时间会比人
快得多。目前经测试，反应时间是0.1秒，将来
有望低于 0.1 秒，可以在事故发生前迅速刹住
车。发展无人驾驶技术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的
生命安全。 文文//本报记者 薛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