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去年，，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卡车司机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卡车司机
群体落实一系列普惠性示范项目群体落实一系列普惠性示范项目，，““工工
惠驿家惠驿家””项目就是其中之一项目就是其中之一。。国家发改国家发改
委委、、交通运输部也采取了交通运输业降交通运输部也采取了交通运输业降
本增效一系列举措本增效一系列举措。。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中工中工
服提出了建设服提出了建设““数字物流产业创新城数字物流产业创新城++
工惠驿家工惠驿家””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为全国为全国 30003000 万万
卡车司机提供服务卡车司机提供服务。。

““卡车司机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卡车司机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
基本服务和特色服务都应该包含在工基本服务和特色服务都应该包含在工
惠驿家之内惠驿家之内。。””陈伟介绍说陈伟介绍说，，““工惠驿工惠驿
家家””旨在为各级工会动员旨在为各级工会动员、、组织组织、、服务服务
货运司机职工提供新的入口和高效帮货运司机职工提供新的入口和高效帮
助助，，为物流货运行业高品质良性发展为物流货运行业高品质良性发展，，
提供互联互通的优质资源共享服务支提供互联互通的优质资源共享服务支

撑平台撑平台。。
““工惠驿家工惠驿家””项目以服务卡车司机为项目以服务卡车司机为

中心中心，，聚合工会资源聚合工会资源、、政府资源政府资源、、工惠驿工惠驿
家资源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家资源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实现工会实现工会、、企企
业业、、会员之间智能化互动会员之间智能化互动，，通过工惠驿站通过工惠驿站
提供的停车提供的停车、、综合能源供给综合能源供给、、卡车定制卡车定制、、
汽车配件辅料供给等服务汽车配件辅料供给等服务，，打造工惠驿打造工惠驿
家线上线下融合服务生态体系家线上线下融合服务生态体系。。

根据工惠驿家的算法和调研结果根据工惠驿家的算法和调研结果，，
每辆大卡车每年可以节约刚性支出每辆大卡车每年可以节约刚性支出 55
万元万元。。一辆大卡车按照两位司机运营一辆大卡车按照两位司机运营
计算计算，，人均节约人均节约 22..55 万元万元//年年。。享受到享受到
这样普惠性这样普惠性、、常态化常态化、、精准的服务精准的服务，，会逐会逐
步提升卡车司机获得感步提升卡车司机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归属感和幸福
感感。。 文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国强崔国强

移动通信已经从1G走过了4G，当
下正朝着5G发展。

毕奇表示，当前 5G 有三大应用场
景。一是大带宽和高速率场景；二是海
量连接场景，主要是物联网；三是高可
靠低时延场景。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有
潜力把智能和工业结合在一起，对数字
经济产生更大价值。目前，中国电信已
经与全国 200 多个伙伴合作，聚焦 5G
在十大行业的发展。

“智慧城市”是其中一个方向。毕
奇介绍说，中国电信在这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包括在雄安实施了智慧治水项

目，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除了5G应用，毕奇认为5G将会推

动 5G 产业链上下游健康发展，电子产
业更上一个新台阶。例如，对于芯片的
密度，3G是 65纳米，4G是 28纳米，5G
时代是 7 纳米。密度的更迭将带动设
备、器件、算法及设计创新。

5G 技术将给互联网、物联网和垂
直行业带来全新的商机。毕奇认为，通
过 5G 的推动，河北省的“大智移云”计
划有潜力形成一批特色明显、优势突出
的高科技产业。

文/本报记者 崔国强

““航天与大数据是物理世界与虚拟航天与大数据是物理世界与虚拟
世界的对话世界的对话，，虚拟数字已经形成了一个虚拟数字已经形成了一个
数字世界数字世界，，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同等重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同等重
要要。。大数据大数据、、人工智能为航天技术插上人工智能为航天技术插上

‘‘想象的翅膀想象的翅膀’’。。””艾邦成这样形容大数艾邦成这样形容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航天技术的推动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航天技术的推动
作用作用。。

在艾邦成看来在艾邦成看来，，大数据必须要有人大数据必须要有人
工智能基于高性能计算平台经过处理工智能基于高性能计算平台经过处理
才能形成有效应用才能形成有效应用，，这三个是相互支这三个是相互支
撑撑、、相互发展的共生关系相互发展的共生关系。。““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是
一种现代化的工具一种现代化的工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时代表征时代表征，，早期我们用纸张早期我们用纸张，，用计算机用计算机，，
现在用人工智能现在用人工智能，，它向商业行业渗透它向商业行业渗透，，
也渗透到了自然科学领域也渗透到了自然科学领域，，未来会创造未来会创造
大家想象不到的空间大家想象不到的空间，，带来的不仅仅是带来的不仅仅是
技术本身的进步技术本身的进步，，同时也带来研究模式同时也带来研究模式
的巨大改变的巨大改变，，甚至变革甚至变革””，，艾邦成说艾邦成说。。

计算机在过去改变了飞行器设计计算机在过去改变了飞行器设计
发展的历史发展的历史，，19801980 年以前飞行器都是年以前飞行器都是

通过地面试验和理论研究作为设计主通过地面试验和理论研究作为设计主
要支撑要支撑，，19801980年之后发生了转折年之后发生了转折，，引入引入
了大数据计算作为技术手段了大数据计算作为技术手段，，这主要归这主要归
功于芯片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功于芯片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并并
且仍在飞速进步且仍在飞速进步。。飞行器永远追求更飞行器永远追求更
高高、、更快更快、、更远更远，，从早期莱特兄弟的低速从早期莱特兄弟的低速
飞机飞机，，到现在超音速飞机到现在超音速飞机，，再到未来高再到未来高
超声速飞行器超声速飞行器，，两小时飞遍全球两小时飞遍全球，，实现实现
这个理想这个理想，，按照传统路径会很久按照传统路径会很久，，但也但也
许大数据人工智能可以为我们提供全许大数据人工智能可以为我们提供全
新解决方案新解决方案。。““比如比如，，减少飞行阻力的课减少飞行阻力的课
题题，，基于大数据处理分析可以快速得到基于大数据处理分析可以快速得到
过去需要很长周期才能获得的成果过去需要很长周期才能获得的成果。。””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艾邦成也坦言艾邦成也坦言，，相比商相比商
业大数据业大数据，，科学大数据还处在发展的初科学大数据还处在发展的初
期阶段期阶段，，要从要从55个方面解决相关技术问个方面解决相关技术问
题题：：发展可视化分析发展可视化分析、、深入数据挖掘深入数据挖掘、、拓拓
展数据分析利用展数据分析利用、、强调语义引擎和数据强调语义引擎和数据
本身的质量管理本身的质量管理。。

文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国强崔国强

不久前刚刚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从2007年到2016年，数字经济推动就
业年均增长 7.2%，对城镇新增就业贡
献率超过了 70%；2018 年数字经济领
域创造就业岗位 1.91 亿个，占当年总
就业人数的 24.6%，同比增长 11.5%。
白津夫认为，这意味着数字化是扩大就
业的新引擎。

白津夫指出，数字经济拉动就业体
现出了几个新特点。第一，数字经济是
就业友好型创新，创新本身就存在对劳
动的替代，创新排挤就业是不争的事
实。但数字经济发展创造的就业远远
大于排挤就业，所以数字经济就业友好
的特点非常明显；第二，数字经济快速

发展，解决了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优化
了就业结构；第三，在数字经济领域容
易实现高质量就业，就业收益率相对较
高；第四，关联就业突出。在数字经济
背景下，完全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化就业
程式，按需就业、按兴趣就业、按时间就
业成为常态，这些富有特点的就业重新
定义了就业模式。

“在数字化时代，以互联共享为原
则，以小规模定制为特点。围绕这个特
点，要形成新的数字思维，用数字思维
来指导变革。”白津夫说，数字有无限的
张力，数字经济有无限的活力，要利用
数字化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高
质量发展。 文/本报记者 张 雪

“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论坛
堪称盛会，必将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特别是加强大数据产业领域的创新应用
及合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范照兵说。

他指出，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下，
大数据产业进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数
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成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大数据时
代已经真切而清晰地来临，并日益广泛深
刻地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范照兵介绍说：“河北加快发展大
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我们全力推进京津
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不断深化与
京津冀在交通、医疗健康、旅游、教育、

环保等领域大数据的应用和协同创新，
华为廊坊云基地、中国联通廊坊云中心
等一批数据中心相继建成投用，彰显了
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力量。当前，河北省
数字经济、信息产业、智能城市建设等
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

范照兵表示，加快大数据产业创新
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深化经济结构调整
的重要方向，是一篇潜力巨大、前景光
明的大文章，也是一篇应该做好，也能
够做好的大文章。河北省将继续主动
加强协同合作，有效实现京津冀三地大
数据产业优势互补，推动实现大数据产
业协同创新加快发展。

文/本报记者 张 雪

“大数据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所有的生意
都值得重做一遍。”张新红开门见山地
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数字经济重新定义了一
切，纯粹意义上的“实体经济”将不复存
在。“拿农业来说，与农业相关的各个生
产要素，以及每一个要素的运转过程，
未来基本上是都要建立在数字化之
上。工业也是一样，至于服务业的数字
化也是如此。”

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有一句话，叫
“万物源于比特”。张新红表示，一旦把
所有的事物变成 0 和 1，机器就可以识
别、捕捉、认识，并将其转化成有用的数
据、有用的信息、有用的知识，最后形成
智慧，这就是数据的价值。所谓数据赋
能，机器可以帮助我们把所有的变化全

部捕捉下来，所有的规律都有可能被发
现。“如果所有的过程都能够数据化，那
么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将会大
大增强。”

大数据到底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什
么好处？张新红认为，这个问题的答
案是数字机遇。“因为有了大数据、人
工智能、共享经济，把它们结合起来
就会发现玩法同以前完全不一样，一
下子可以用全社会的资源来完成你想
要得到的服务，解决过去很难解决的
问题。”他认为。

“万物源于比特，所有能数据化的
都将数据化；应用才是正道，所有的生
意都值得重做一遍；数据驱动一切，基
于数据的产业变革才刚刚开始。所有
人都有机会！”张新红说。

文/本报记者 张 雪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形态，正在
改变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在新的生产关
系中数据无疑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

“目前，主要问题是数据权属问题
在理论上没有统一、完整、通行的定义，
数据从法律上没有被赋予资产的属性，
所以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交易
权、享有权没有被相关的法律充分认同
和明确界定，特别是国际社会没有形成
共识和通行的规则。”陈智敏说，这个问
题对人类社会的安全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

陈智敏建议有关部门要组织有关
专家尽快研究数据权属问题，从法律上
明确政府、企业、个人在大数据权属关
系中的地位，制定既符合国情，又与国
际接轨的数据确权法律和制度。

一是通过立法或是司法解释明确数

据的权属关系，为大数据安全奠定法律
基础。对关乎国家安全的数据要确定主
权和管辖范围，对关乎个人隐私的安全
数据，应该结合民法、物权法等明确数据
所有权、使用权。

二是推进大数据安全标准化工
作，否则很多数据将成为一堆垃圾。应
尽快建立标准工作，制定数据的分类、
分级标准，为等级保护数据的制度提供
科学基础。

三是完善数据价值评估体系和数
字交易制度，为建立安全、平等、合法的
交易市场奠定基础。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在保障数据主权
基础上倡导国家之间加强数据资源的开
发利用和合作，尊重网络主权，推动建立
共享、共治、安全的全球网络体系。

文/本报记者 朱 磊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
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发
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成为鲜明
的时代特征，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也成
为大势所趋，中国的数字经济也在持续
快速发展。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高达 31.3 万亿元，比 2017
年增长了20.9%，占GDP比重34.8%。”
林跃然说。

林跃然表示，数字变革需要创新引
领，推动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就要不
断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通过大数据产业在工业、交通、
金融、物流、商贸、电信等行业领域的创

新应用，同时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大数据产业
创新应用，林跃然提出四项建议：一是
推动三地信息数据开放，对接、共享，打
造京津冀统一数据开放平台，实现全方
位、多领域大数据协同。二是继续推动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向传统行业领域的深度应用拓展，促进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
三是紧紧围绕“数字中国”战略，加快5G
商用步伐，推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型技术设施建设。四是推
动大数据人才、技术、管理等对外开放
合作，支持企业、社会组织等开展多层
面国际大数据创新合作。

文/本报记者 朱 磊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大大
数据在稳增长数据在稳增长、、促改革促改革、、调结构调结构、、惠民生惠民生
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经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战略性、、先导先导
性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性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大数据也将重大数据也将重
构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格局构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格局，，为我国信为我国信
息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发展机息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发展机
遇遇。。””曲凤宏说曲凤宏说。。

曲凤宏表示曲凤宏表示，，以互联网以互联网、、大数大数
据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不断突破技术不断突破，，并加速与各行业领并加速与各行业领
域融合发展域融合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运用大在全球范围内运用大
数 据 推 动 经 济 发 展数 据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 完 善 社 会 治完 善 社 会 治
理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
为趋势为趋势。。

目前目前，，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
全球第一全球第一，，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

市场优势市场优势。。大数据部分关键技术的研大数据部分关键技术的研
发取得了突破发取得了突破，，涌现出了一批互联网创涌现出了一批互联网创
新企业新企业。。

曲凤宏表示曲凤宏表示，，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
已进入滚石上山已进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儿爬坡过坎儿、、攻坚克攻坚克
难的关键阶段难的关键阶段，，大数据在其中发挥着关大数据在其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键作用。。

大数据产业应用大数据产业应用，，担负着从大数担负着从大数
据中挖掘新知识据中挖掘新知识、、创造新价值创造新价值、、提升新提升新
能力的使命能力的使命，，大数据在推动经济高质大数据在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力量发展的新动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重塑国家竞争优势
的新机遇等方面意义重大的新机遇等方面意义重大。。曲凤宏希曲凤宏希
望社会各界能够开拓思维望社会各界能够开拓思维、、共享成果共享成果，，
为加强大数据在重点行业领域的深入为加强大数据在重点行业领域的深入
应用应用，，促进跨行业大数据融合创新促进跨行业大数据融合创新，，推推
动大数据与各行业融合发展贡献力动大数据与各行业融合发展贡献力
量量。。 文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朱 磊磊

中工服工惠驿家总裁陈伟：

让卡车司机体验数字物流

中国电信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毕奇：

5G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艾邦成：

为航天技术插上“想象的翅膀”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白津夫：

数字化是扩大就业新引擎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范照兵：

加快大数据产业创新合作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新红：

抓住数字机遇升级实体经济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友谊促进会理事长陈智敏：

通过立法明确数据权属关系

经济日报社副社长林跃然：

数字经济需要创新引领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曲凤宏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曲凤宏：：

大数据将重构信息产业格局大数据将重构信息产业格局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亮点纷呈。

在“2019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论坛”上，与会嘉宾畅所欲言，认为推动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

要不断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发展

①① ““20192019 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论坛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论坛””现场举行现场举行

签约仪式签约仪式。。

②② ““20192019 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论坛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论坛””与会嘉宾与会嘉宾

围绕围绕进一步挖掘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的潜力进一步挖掘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的潜力，，释放大数释放大数

据产业创新应用的新动能等议题发言据产业创新应用的新动能等议题发言，，现场座无虚席现场座无虚席。。

③③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友谊促进中国友谊促进

会理事长陈智敏在论坛上作了题为会理事长陈智敏在论坛上作了题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据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据

权属与安全权属与安全””的主旨演讲的主旨演讲。。

④④ 论坛现场论坛现场，，与会人员认真听取发言与会人员认真听取发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