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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改变世界才刚刚起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崔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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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让乌镇生活更“智能”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无人驾驶公交车、5G 智慧安防小
区、全景区支付无现金化……“年年有
新意、届届有特色”，世界互联网大会转
眼已迎来第六个年头，而被互联网浸润
的千年古镇乌镇，年年都以新面貌迎接
来自世界的目光。

5G，这个今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
一，已经与乌镇交融在一起。目前，乌
镇景区和镇区已率先实现5G商用网络全
覆盖，漫步其中，可以随时随地连接5G
网络，收看无卡顿的高清视频直播，体
验极速下载；通过高清视频观赏远在嘉
兴的红船刻纸艺术；搭乘5G无人驾驶车
游览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采

用 5G 技术的无人驾驶公交车投入使用，
承担部分参会嘉宾从镇区进入会场的接
驳任务。这批投入使用的5G自动微公交
基于5G通讯技术，加之路测传感和人工
智能边缘计算的协同，构架出了车、
路、网、云一体化的智能驾驶“数字
轨”，从而实现在城市开放道路上自动行
驶，并能在 100 毫秒内作出反应，极大
提升了驾驶安全性。接下来，5G自动微
公交将在乌镇试行推广，最终实现乌镇
110平方公里的智能网联交通系统覆盖。

在安保方面，今年大会也首次在会
议中心安检口试点应用经过民航 A 级认
证的毫米波人体成像安检系统，提升了
过检效率和准确性。不仅如此，大会还

启用了AR 智能识别防控平台，采用5G
网络连接视频监控、无人船监控、智能
巡检机器人“护航”大会用电保障等，
可以在固定区域内实现智能识别、立体
化防控、统一指挥调度。

5G的到来，也让乌镇百姓和游客的
衣食住行更便捷、更安全。据了解，乌
镇个别小区在优质网络支撑下，已开始
配置智能分类垃圾桶、智能人脸识别单
元门门禁系统、智能家电等设施。一系
列“尝鲜”项目，不仅让乌镇居民提前
过上了智慧生活，也为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保驾护航。例如 5G+VR 警务巡
逻、空地一体化消防防控体系、智慧交
通等。

近年来，乌镇旅游业正逐步实现5G
导览机器人、5G送餐机器人、景区无现
金支付全覆盖等，极大便利了游客出
行；进入景区后，使用手机搜索“i-
zhejiang-aWiFi”，通过短信验证登录
后，即可全程享受免费流量服务，这成
为乌镇景区备受游客称赞的特色服务。

“到乌镇最方便，一个手机搞定所
有。”乌镇全景区已经实现支付无现金
化，同时，景区结合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场景，率先在酒店和餐厅区域部署了人
脸支付设备，并实现人脸识别、扫码租
车、手机点餐等便利游客出行的智慧化
旅游，真正实现了不带钱包也能畅游
乌镇。

科技感和专业范十足，
看病从此变得“不一样”。世
界互联网大会期间，记者探
访乌镇互联网医院，了解高
科技怎样解决“看病难”。

4 层古香古色的建筑，
里面没有消毒水的味道、没
有手术台……乌镇互联网医
院看上去不像医院，却有着
超乎任何医院的能耐：迎面
大屏幕“微医大数据”实时更
新的问诊数据充分证实了它
的超高人气——签约全国
3200多家医院和30万名医
生，建立了12个专病专科远
程会诊中心，累计服务10亿
人次，日均接诊量8万人次。

在一楼大厅，各种检测
设备和“微医通”等智能健康
终端产品让您足不出户就可
以问诊。记者好奇地点开

“一键问诊”，屏幕上出现了
一个“林晓霞医生诊室”视频
画面，医生与记者展开了视
频通话。林晓霞医生说，她
是家庭医生，已经出诊 682
次，将根据患者描述的情况
进行初诊。

在二楼，记者看到了针
对慢病患者的智能管理系
统，慢病患者可通过移动端
接受专业的健康评估，获得
有针对性的指导，收到指标
监测数据、饮食、运动、用药
提醒等。慢病管理团队还将
根据患者病情及时调整处
方，捕捉并发症发生的蛛丝
马迹，并及时进行干预。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医院已从技术上打通医、
药、保之间的数据壁垒，患者在线复诊时生成的慢病处
方将在统一审方后，由自动包药机根据处方将药品按
次包装，统一配送到患者手中；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和购
药费用，则将依据当地政策在后台直接进行医保报销。

乌镇互联网医院后院，停放着一台云巡诊车，虽然
外形和普通的急救车一样，但功能超强：车上的医疗检
查检验设备能进行包括心电图、生化等在内的7大类
53个小项检查，对疑难杂症还能引入上级专家会诊。

云巡诊车被称为“村民家门口的流动医院”，目前
已在河南、山西、陕西、新疆、广东等地投放300余辆。

工作人员为记者演示了“云诊箱”，这是专门为基
层村医研发的智能终端。过去，“赤脚医生”靠的是体
温计、血压计、听诊器“三大法宝”。现在，村医用“云诊
箱”，通过外接设备，可直接在百姓家中进行体温、血
压、血糖、心电等 10 余项检查。此外，村医还能获得
50余种常见病的标准化辅助诊疗支持。

作为本届大会的重要成果之一，《世
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和《中国互联
网发展报告2019》蓝皮书以及《乌镇展
望2019》20日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正式发布。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
杨树桢表示：“从2017年起，我们连续3
年向全球发布蓝皮书，聚焦分析互联网
发展的新动态、新趋势、新变化，现在
蓝皮书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一项
重要理论成果和国际互联网研究领域的
一个特色品牌。”

今年适逢世界互联网诞生 50 周年，
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25周年。在
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抚今追昔，互联网
如何改变世界？过去一年中国和世界互
联网产业呈现怎样的格局？互联网又将
为未来涂抹上怎样的色彩？

看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充满活力

“25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波澜
壮阔，中国迅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信息
化差距，成为举世瞩目的网络大国。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出了建设网络
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逐渐探索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互联网发展之路，开启了中国互
联网发展和治理的新篇章。”杨树桢说。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9》指出，
创新和产业进步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
的原动力。中国在5G、高性能计算、量子
通信等基础研究方面实现突破，建成了全
球最大规模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固定光纤
网络覆盖范围全球第一、4G 网络规模全
球第一、宽带用户数量全球第一、网民数
量全球第一。网络走进千家万户，一批优
秀互联网企业跻身世界前列。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和新亮点，规模居全球第二，
全方位驱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在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产业发展的新成就、新进展来看，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9》显示，伴随
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充满活力，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放大、
叠加、倍增作用不断释放，“互联网与产业
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为
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提供了新

动能。”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李欲
晓表示。

从总量上看，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
规模达31.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达 34.8％。从结构上看，2018 年我国数
字产业化规模为6.4万亿元，进入稳步增
长期。产业数字化规模增长迅猛，达24.9
万亿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断
深化。“电子商务蓬勃发展，2019 年上半
年中国网上零售交易额达4.82万亿元，同
比增长 17.8％。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
生了大量新业态、新职业，2018 年，中国
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占
全年总就业人数的24.6%。”李欲晓说。

看世界，
技术创新格局日趋多元

“世界互联网发展的50年，是驱动经
济发展、催生产业变革的50年，也是引领
科技创新、实现跨界融通的 50 年。”杨树
桢说，“过去15年数字经济的增速是全球
GDP增速的2.5倍，到2025年，全球数字

经济规模预计将达23万亿美元。特别是
在全球经济面临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背景
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发展最迅速、创新
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成为全
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纵观全球互联网50年来的发展，《世
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互联网在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着先导作用，引
领着世界先进科技的发展方向。50年来，
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迅速兴起，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
异，基础性技术和前沿热点技术加快迭代
演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量子技
术等先进技术迸发创新活力，5G 带动大
数据、边缘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快速进
步，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加快推动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的报告显示，过去20年，在全球专利
申请量排名前 30 的企业中，互联网相关
领域的企业占比高达80％。

从2019年世界互联网发展的总体态
势来看，互联网技术创新格局日趋多元，
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呈现指数级增
长，带动经济和社会实现新一轮飞跃式

发展。美国在全球信息技术和产业领域
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全球前十大创新企
业中有 8 个为美国互联网产业和信息技
术相关企业。与此同时，世界科技创新
格局日益呈现多元发展趋势，比如，在人
工智能领域，欧盟发布了《人工智能协调
计划》，法国制定了《人工智能战略》，德
国发布了《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要
点》等。

“互联网发展的大幕才刚刚开启，对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才刚刚起
步。”李欲晓表示。

《乌镇展望2019》分析了当前互联网
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展望未来互联网发
展，就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进程形成了5
项共识，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应对思路：
一是信息通信技术加速融合创新，跨越数
字鸿沟面临新的挑战；二是全球数字经济
活力充沛，发展政策和监管规则亟待完
善；三是网络文化繁荣发展，文明成果交
流互鉴有待深化拓展；四是技术演进伴生
安全新风险，非技术因素日益改变全球网
络安全格局；五是网络秩序面临严峻挑
战，国际治理亟需重建信任体系。

在乌镇互联网医院里在乌镇互联网医院里，，患者通过患者通过““微医通微医通””与医与医
生沟通病情生沟通病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李盛丹歌摄摄

在乌镇中国电信5G营业厅，工作人员演示“智能组网”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摄

工作人员展示基于工作人员展示基于55GG技术的远程互动音乐教技术的远程互动音乐教
学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昱昱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