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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第六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0月20日在浙江
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互联网诞
生50周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
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
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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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应顺应时代
潮流，勇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
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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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智能互联 开放合作——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
主题，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20日
在浙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大会发来贺信，在会内外引起热
烈反响。贺信中的重要论断迅速成
为与会嘉宾口中的“热词”，得到了
国内外的广泛认同。

新动能引领美好未来

今年是世界互联网诞生 50 周
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 25
周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
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
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的重要论
述，令来自互联网产业一线的企业
家们深有感触。

“互联网实现了信息流、数据流
互联互通，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
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浪潮集团董
事长孙丕恕表示。

“过去25年，中国互联网产业建
立起了自身‘超级竞争力’。”在搜狐
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朝阳看来，中国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巨大用户
规模提供的宝贵市场，也得益于自
由竞争环境给予互联网企业自然生

长的动力。“只要你的想法正确，手
握技术，有真正能解决用户痛点的
创新，珍视用户体验，就能得到用户
认可，也能得到资本市场支持。”

“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
展动能，这对包括联想在内的互联
网科技公司来说，既是机遇也是责
任。”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表示，

“互联网产业的未来发展更要通过
‘智能+’赋能基数庞大的传统行
业。我们将更专注以数据智能驱动
产业变革，加快推进技术创新与突
破，为各行各业智能化变革和经济
发展的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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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们对贺
信中的这句话印象深刻，在他们看
来，“以人为本”正是中国互联网产
业的本质特征。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认为：“数
字化时代的商业发展催生了新商业
文明，其本质就是回到人本身，以人
为本、合作共赢、开放共享，为每个
人、为全社会创造价值和效益。”

腾讯公司首席运营官任宇昕同
样表示：“‘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
类’，对互联网企业提出了‘科技向
善’的要求。我们的产品和内容要

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努力助
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真正变成
社会发展的‘最大增量’。”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
晓栋表示，中国已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治网之路，为全球互联网治理
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成就斐
然，得到了与会嘉宾一致认可，他们
希望通过开放合作分享“中国智慧”
和“中国经验”，让互联网产业为全
人类发展增添福祉。皮埃尔·维奥
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来自法国的
皮埃尔·尤金·维奥今年是第二次参
加世界互联网大会。他坦言，中国
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
互联网产业取得了迅猛进步，“希望
中国互联网企业迅速走向世界，特
别是与法国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
系，帮助全球互联网产业更加健康
地发展”。

中欧数字经济协会创始人兼主
席鲁乙己·甘巴德利亚今年干脆将
名片上的名字从“路易吉”改为更中
国化的“鲁乙己”。他表示，中国在
数字产业发展上得分位居世界前
列。“对于中国和欧洲而言，希望未
来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等方面可以进一步开展联合研究和
试验，发挥合作的巨大潜力。”

（下转第二版）
（更多报道见第五版）

盛世中华，国之大典。
铁甲雄师滚滚向前、排山倒海，

受阅官兵步履铿锵、军威雄壮，游行
群众群情振奋、喜悦自豪……10 月
1 日，20 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
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70华诞，
全球瞩目，喝彩不断。

“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
序、礼乐交融”——国庆 70 周年庆
祝活动是国之大典，绽放出风雨兼
程、砥砺奋进的璀璨光辉，激荡着不
忘初心、团结拼搏的爱国情怀，凝聚
起共建和平、奋斗追梦的磅礴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庆祝
活动是在第一个百年即将到来之
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
心，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奋
进的一次伟力凝聚；是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全

体中华儿女对共同理想所作的一次
豪迈宣示；是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中华人
民共和国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东
方，并且愈发蓬勃、愈发健强的一次
盛大亮相。”

盛世盛典，启迪未来。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让我们高擎爱国主义
伟大旗帜，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强大奋进力量！

伟力凝聚——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近 14 亿中国人民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向
前，今日之中国如初所愿

10 月 19 日，秋日长空下，天安
门城楼雄伟壮美。

天安门广场上，标有“祝福祖国，
1949—2019”的巨大花篮，引得无数
游人拍照留念。来自山东的李先生谈
起国庆当天盛况，仍难掩激动：

“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重温那
一刻。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无比自豪！”

诚如斯言，10 月 1 日天安门前
那壮阔一幕，早已深深镌刻在亿万
国人心中，点燃华夏儿女澎湃的爱
国热情。

气势如虹的盛大阅兵，意气风
发的群众游行，欢潮如海的联欢晚
会……一系列催人振奋的庆祝活
动，恰似打开一部70年奋进岁月凝
成的华彩典籍。

10万名群众、70组彩车组成的
群众游行，就像流动的史诗，勾勒出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迈向强起
来的奋进征程。 （下转第二版）

9月6日，总投资220亿元的三
一智联重卡项目正式落户长沙经济
技术开发区。

三一智联重卡项目是三一集团
实施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数
字化转型的重点项目，也是引领长
沙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之作。
该项目将重点打造智联重卡及配套
产业，为湖南先进制造业强链补
链。该项目2021年5月全面建成投
产后，将实现 30 万台智联重卡、30
万套驾驶室、60万套柴油发动机的
年 产 能 ，预 计 年 产 值 超 过 1500
亿元。

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这样一个
千亿级的项目，落地、签约只用了50
天时间，充分体现了湖南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稳投资增后劲的决心。

“近年来，湖南坚持加快工业投
资，狠抓项目建设，努力推动全省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湖南省工信厅副
厅长黄宝林说，湖南主要采取了 3
大举措：一是持续推进工业新兴优
势产业链发展，打造投资增长新引
擎。落实省领导联系工业新兴优势
产业链制度，围绕打造工程机械、轨
道交通装备、中小航空发动机和电
子信息、新材料、消费品工业等产业
集群，分链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及
重点项目，实施一批新兴产业项目，
带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

二是持续推进重大工业项目建

设，汇聚投资增长新动能。抓好长
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中国（长沙）
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等签约项
目的落地实施，抓好四批制造强省
重点项目和100个重大产品创新项
目跟踪调度和协调服务，年内再发
布一批制造强省建设项目和百个重
大产品创新项目。

三是持续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培育投资增长新主体。着力
引进国际巨头和央企集团在湘投资
建设重大产业项目。力争全年新培

育 1000 家以上规模工业企业。开
展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
项行动，培育 300 家左右小巨人企
业。落实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
补政策，突破中小企业资金瓶颈，下
大力气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民营经
济和中小企业投资信心。

经过努力，湖南投资增长稳中
调优。今年1月至7月，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 10%，而工业投资
同比增长达17.7%。其中，工业技改
投资增长 25.7%，制造业投资增长

19.2%，均快于全部工业投资增速。
湖南稳投资的系列“组合拳”，

为推动产业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1月至7月，全省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8.8%，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
0.6 个百分点。其中，高加工度工
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1%和14.3%，同比加快5.7个和1
个百分点。1月至7月，湖南规模工
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实
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7%，全省工
业39个大类行业全部实现盈利。

开栏的话 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现阶段，我国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十分巨大。

如何发挥好投资关键作用，避免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引导资金更高效地投向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如何推动重点投资项目加快落地？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一线，就这些话题进

行了采访调研。

习近平向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致第六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贺信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陈 静 崔国强

湖南：投资带项目 实业稳经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谢 瑶

今年以来，湖南省通过持续推
进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持续
推进重大工业项目建设、持续推动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工业投
资，努力推动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其中，先进制造业的投资，更是
一大亮点。

制造业价值链长、关联性强，是
产业链条中创造价值、吸纳就业和
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等其他行业发展
的一个关键环节。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
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
造业第一大国。

但是，我国制造业依然大而不
强，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
端，很多领域缺乏关键核心技术的
局面尚未根本改观。在提高技术创
新能力、产业结构水平、企业国际竞
争力等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和潜力。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供给。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要求愈

加迫切。稳定制造业投资，要始终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着力提升
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一方
面，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提升，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另一方面，加快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关键基
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
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研发的力度。

制造业强，企业必须强。要通
过深化改革，营造更好环境，引导企
业积极发挥主体作用，愿投入敢投
入，努力打造更多享誉全球的中国
制造品牌。

投资要向先进制造业倾斜
熊 丽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22.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8%。然而，9月份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78
万亿元，同比下降3.3%。其中，出口1.53万亿
元，下降0.7%；进口1.25万亿元，下降6.2%。

单月数据的下降，引发了一些市场人士的
担忧。那么，应该如何看待 9 月份进出口增速
的回落？

综合各方因素分析，9月份外贸增速回落是
有客观原因的。从外部环境看，今年以来，受单
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增
长势头明显放缓，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先后下调
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期。近期，因国际市
场需求乏力以及贸易摩擦影响的传导，外贸企业
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增加，部分订单抢在8月份
出货，使得9月份当月进出口总额出现同比缩水。

对比基数较高是导致9月份外贸增速回落的
另一重要原因。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分析表
示，去年9月份的进出口总值为历史最高，高基
数效应直接拉低了同比增速。事实上，从绝对数
量看，9月份进出口总额不仅连续第六个月保持
在2.5万亿元以上，而且创下了今年以来的单月
新高，环比增长了2.4%。

从数据统计规律看，外贸数据的单月波动是
一个常态，更应该关注的是数据背后的结构性变
化。比如，通常情况下，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
国内产业链较长，更能体现出我国外贸的自主
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以一般贸易方式的进出
口增长 4.8%，高出外贸整体增速 2 个百分点，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9.5%，比重提升1.1个百分
点，表明我国外贸的贸易方式在进一步优化。

从贸易格局看，我国外贸的国际市场布局
更加多元，国内区域布局也更趋优化。前三季
度，我国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较快，特别是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9.5%；同
时，中西部地区依托自身优势不断加快开放步
伐，外贸出口增长了14%，高于整体出口8.8个
百分点。

市场主体的变化，也反映出外贸活力的增
减。前三季度，民营企业出口占比增加至51.3%，
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数量达到37.4万家，比
去年同期增加8.7%。 （下转第三版）

（更多报道见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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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爱国主义的磅礴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典启示录

如 何 看 待 当 前 经 济 形 势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现场展示的能弹钢琴的5G机器人（10月18日摄）。10月20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
乌镇开幕，一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在大会上发布。作为大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吸引了全球
600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统企业、创新型企业及相关机构参展，展示了一批中外互联网发展的前沿
科技和创新成果。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