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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机遇，处理好大数据发展在法律、安
全、政府治理等方面挑战。
习近平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大数据
产业发展，
愿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
机遇，通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共同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
径。希望各位代表和嘉宾围绕
“创新发
展·数说未来”
的主题，
共商大数据产业
发展与合作大计，为推动各国共同发
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共 同 探 寻 新 动 能 新 路 径

大潮奔涌逐浪高——
直面困难挑战 彰显中国定力

——习近平主席致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贺信引起热烈反响
五月二十六日 ，参观者在二〇一九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现场观看智能手表。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初夏时节，万木葱茏。爽爽的贵
阳 洋 溢 着 喜 庆 的 气 氛 。 5 月 26 日 ，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
贵州贵阳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
贺信，并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大数据产
业发展，愿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
机遇，通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 ，共 同 探 寻 新 的 增 长 动 能 和 发 展
路径。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在博览会内
外引起热烈反响。与会嘉宾和贵州
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习近平主席
对大数据发展高度重视，对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有着深邃思考，为办好数
博会和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

把握大数据发展机遇

化、智能化发展机遇，
处理好大数据发
展在法律、
安全、
政府治理等方面挑战。
对此，我们要发挥政府、企业、教育、科
技部门等各方面作用，
齐心协力把短板
补好”
。

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促进全球
大数据产业发展与合作注入了强大动
力，我们深受鼓舞。今年数博会举办
的‘大数据与全球减贫’高端对话，与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
契合，与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
高度契合，与贵州运用大数据助力脱
贫攻坚的努力高度契合。”贵州省省长
谌贻琴表示。
浪潮集团董事长兼 CEO 孙丕恕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表示，希望通
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共同
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我们
既要掌握核心技术，也要在模式上进
行新的探索，把技术和商业模式应用
于各行各业，创造各种新的业态，
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我们深受
启发。”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吴云坤表示，
“数据安全是今年数博会
的重要议题。而大数据安全问题简单
看是技术问题，伴随着新技术发展的
需求而产生，但从更长远来看是网络
空间利益重新划分的问题，亟待构建
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安全体系。奇安
信将与广大合作伙伴一道，合力构建
开放创新的网信产业生态环境，努力
营造更加繁荣的大数据产业生态，更
好保障国家重要信息系统和关键基础
设施的网络安全”
。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贵州小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卢小玲说：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体
现了我们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通过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领域不断探索，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大格局。小爱将更加坚定发展目
标，
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不断推动核
心科技研发和应用，
继续瞄准政府治理
和百姓民生，
为我们的大数据产业和数
字经济发展做更多实事。
”

印度《瞭望》杂志外事主编普瑞
内·夏尔马说：
“ 习近平主席贺信提出
了大数据的未来规划方向，尽管世界
各国发展存在差异，但是相信大数据
领域一样可以进行相应合作。贵州的
大数据发展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
这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仅针对市
场，同时还能够改善民生。大数据在
贵州的应用已扩展到不同领域，比如
猕猴桃种植，大数据技术提醒农民什
么时候该种植、什么时候该施肥。贵
州和印度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开展这样
的合作，
在不同方面提高民生水平。”
“习近平主席为 2019 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发来贺信，体现了
中国对大数据发展的重视。”摩洛哥
参议院副议长阿布戴勒哈米德·苏依
里表示，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大数
据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 中国在
运用大数据助力减贫、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摩洛哥政
府非常认同这个发展思路。”摩洛哥
目前已经在移动支付方面进行了很
多大数据的运用，
“ 未来大数据必将
给人们生活品质提高带来巨大帮
助。”

□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深化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一届中部博览
会上，中部 6 省共签约项目 406 个，签
约总金额 4835.13 亿元。思爱普（中
国）有限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李强表
示，作为在中国扎根多年的德国企业，
思爱普将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积
极参与到中国中部地区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中。
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前 4 个 月 ，中 部 地 区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220.7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4.5%。
中部地区吸收外资稳定增长，实
际上是今年以来我国推动由商品和
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
放转变出实招求实效的缩影。数据
显示，前 4 个月实际使用外资 3052.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4%。在全
球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减速的情况
下，中国吸引外资保持稳定增长，
说明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
心，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认可。
今年以来，一系列全方位对外开
放的政策措施陆续落地，开放领域的

利好正加快释放。从扩大进出口贸易
到放宽市场准入，从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到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中国积极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开
放举措深入推进，不断加强制度性、结
构性安排，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开
花结果。
实际使用外资增速快。今年 1 月
份至 4 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3039 家。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943.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4%，保
持较高增速。
吸引外资的质量持续提升。高技
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43.1%，
占比达 28.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 334.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2.3%。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524.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3.4%。
其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57.4%、
49.1%和 96.3%。
主要投资来源地投资增速不减。
其中，美国对华投资增长 24.3%，韩国、

日本、德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114.1%、
3%、101.1%；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同比增长 17.7%。
外资大项目加快增长。今年一季
度 5000 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比去年
同期增长 20%，埃克森美孚、LG、普洛
斯等跨国公司纷纷来华设立企业或扩
大投资。
作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自贸试
验区吸收外资集聚带动效应明显。
2019 年前 4 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实
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1.8%，占比达
到 11.9%。以海南自贸试验区为例，
今年 1 月至 3 月上旬，海南新增市场
主体 2.7 万户，同比增长 35.8%，其中
新增企业同比增长 78.5%，第三产业
同比增长 105.18%。“海南自贸试验
区建设提出一年多以来，2018 年海南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了
92% ，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同 比 增 长
120.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近
日表示。
（下转第二版）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一
——

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蓬勃发展，对各国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人民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各国需要加强合作，深化交流，共
同把握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美方近期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导致中
美经贸摩擦升级。一些美国政客放言，如
果贸易战都阻止不了中国经济发展，那还
有什么能够阻止呢？
事实胜于雄辩。当一些人重提
“唱衰”
中国的老调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亮丽
表现给出了有力回击——
今年以来，尽管美方密集动用贸易霸
凌和极限施压等手段，中国经济依然保持
中高速增长，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各项事业
蓬勃发展。今日之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定
力、韧性和活力。
犹如浩浩荡荡的长江水，
礁石险滩挡不
住其奔腾向前。站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
新起点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
领近 14 亿中国人民劈波斩浪、
奋勇向前，
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势不可挡。

大江奔流天地宽

ECONOMIC DAILY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习近平主席的
要求，进一步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的
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
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中国将
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鼓励龙头企业建设大数据平台，
开放数据等基础资源，引导中小微企
业深耕细分市场，构建开放的产业生
态；同时，深化大数据领域的国际合
作，积极参与数据安全、数据流动等国
际规则的制定，为发展数字经济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表示，
“我们
一定牢记嘱托、砥砺奋进，把数博会办
得更好，把贵州大数据发展不断向前
推进，决不辜负习近平主席的关心关
怀和殷殷重托！”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杨
小伟表示，中国将积极顺应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
息化发展大势，与世界各国共同把握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
同探讨大数据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共同探索数据有序开放和安全流
动，共同推进世界经济转型和数字经
济发展，造福各国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计算机学会
理事长高文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
中要求我们共同把握好数字化、网络

日

农历己亥年四月廿三

经济日报社出版 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1- 68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5 月 26 日
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以互联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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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注定是卖空者的噩梦。”美
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近日刊文说。
这种感慨不无道理。一些美国政客声
称，美对华加征关税将导致一些企业离开
中国，并认为，当前美国经济“非常棒”，中
国经济
“并不好”
。
事实，恐怕要让那些陶醉在“胜利”幻
象中的人失望了——
今 年 一 季 度 ，中 国 经 济 同 比 增 长
6.4％，外汇储备余额保持在 3 万亿美元以
上；
前四个月，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新增城镇就业 459 万人……尽管运行
态势“稳中有变”，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遒
劲岿然、扎实牢固。
中国为什么行？研判经济形势，
不仅要看短期数字，
更要拨云见
日看大势。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危境中化茧成蝶，
发
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均经济增长 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
济 2.9％左右的年均增速；创造累计减贫 7.4 亿人的奇迹，近年来对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 30％。
中美经贸摩擦一年多来，中国经济总量去年底已突破 90 万亿
元，人均 GDP 接近 1 万美元，外贸进出口总值超 30 万亿元，创历史新
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六成，经济运行依然稳中有进，在高
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在世界经济阴云密布的背景下，
逆风飞扬的中国经济令世界瞩目。
与再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将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6.2％上调至 6.3％，成为全球唯一上
调今年增长预期的主要经济体；全球知名指数编制公司明晟日前也
宣布，
将 26 只中国 A 股纳入明晟中国指数。
“世界需要中国，全球经济增长离不开中国的持续发展。”IMF 总
裁拉加德如此评价。
一年多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从抓
好
“六稳”到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到拓展
多元市场，
中国经济迎难而上，
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这，
正是今日之中国攻坚克难的信心所在。
大江奔流开新路。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经济完全能够在风雨中成长壮大。中国发
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是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和勇气干出来的。
现实还将证明，
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经济，
一定能经受住各
种挑战洗礼，
绽放新的光芒。
这，
正是今日之中国在变局中勇毅前行的定力所在。
（下转第三版）

山东济南：

打造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
本报记者 管 斌
济南，山东这个经济大省的省会，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日益闪现
出生机和活力。
日前，
记者在中国重汽采访，
切实感受到了动能转换的效力。中
国重汽总经理蔡东说，中国重汽集团继 2018 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千
亿元大关之后，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累计实现整车销售 11.76 万辆，
实现营业收入 434.37 亿元，同比增长 2.24%；实现利润总额 25.11 亿
元，同比增长 28.69%；出口车辆 12589 辆，占行业市场的 48%，继续
保持国内重卡行业出口第一位。
记者在济南了解了神威 E 级原型机在这里诞生；在浪潮集团知
道了该企业的服务器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前三；在力诺看到的不仅
是山美水美，
更有企业的健康发展……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
犹如趵突泉般喷发的新动能，
滋润着这个
城市，
让她青春焕发。
2018 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
设总体方案》，把济南定位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先行区，要求济南发挥
优势，
率先突破辐射带动，
打造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
济南担当作为，
以敢为人先的精神，
砥砺前行。
凡是制约新旧动能转换的就坚决改，凡是有利于新旧动能转换
的就大胆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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