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激活发展新动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如果说 5 年前，人们只是感受到互联网让
生活变得更加便利的话，5 年后，在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下，数字社会建设加快推进，互联
网已经全面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互联网+零售、互联网+餐饮、互联网+医
疗、互联网+教育……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
互联网蓬勃发展、硕果累累的 5 年。5G 通信
从无到有，网络、信息等技术加速向产业渗透，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线上线下快速
融合，互联网以不可阻挡之势，与各行各业全
面融合。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是网信事业全面提升的新起
点。这 5 年，我国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信息领域核心技术
不断突破，网络惠民利民便民红利充分释放。

络红利。截至今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04
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7508 万，互联网普及率
达 64.5%，较 2018 年底提升 4.9 个百分点。其
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46.2%，较 2018
年底提升 7.8 个百分点，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
及率差距缩小 5.9 个百分点。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曾宇表示，
2019 年，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
动通信网络，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比例均超过
98%，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超过 4.5 亿
户。同时，围绕高技术产业、科研创新、智慧城
市等相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
进一步
加速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并催生新的产业形
态，扩大了新供给，
推动形成新的经济模式，
将
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和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

数字经济成新增长点

今年 5 月 27 日 11 时，珠峰高程测量队成
功登顶，通过 5G 信号完成了一次世界海拔最
高的直播。那一刻，人类利用互联网的纪录又
一次被刷新，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纪录是中国
人创造的。
在网络的另一端，有数以千万计的网友通
过 5G+云网技术见证“中国高度”。这是继今
年 2 月亿万“云监工”通过 5G+云网技术见证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后，又
一个重要网络事件。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移动通信在 2G 跟随、
3G 突破、4G 赶超的基础上，实现了 5G 引
领，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固定光纤网络、4G 网
络，IPv6 规模部署提速，天地一体化信息网
络加快构建。
《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 年）》
显示，我国 IPv6 规模部署取得长足进步，截至
2019 年底，IPv6 活跃用户数达 2.7 亿，占互联
网网民总数的 31%，已分配 IPv6 地址用户数
达 13.92 亿。5G 商用全面提速，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我国已开通 5G 基站 13 万个，5G 用
户快速增长。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
通，全球范围定位精度优于 10 米，北斗三号卫
星核心部件国产化率 100%，北斗相关产品已
出口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让更多人享受到网

“买它，
买它！”
在“带货”主播们亢奋而又接地气的叫卖
声中，
“6·18”网络购物节释放着人们的消费
热情。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
激发了我国消费
市场的惊人能量。
这样的爆发还有很多。疫情防控期间，
从
新业态的涌现到新消费的扩展，
从新就业的创
造到数字化的发展，
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积
极的新特点、新趋势、新机遇。
“十三五”
期间，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已经成
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截至今年3月，
我国网
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7.10 亿，
2019 年交易规模达
10.6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6.5%。数字贸易不断
开辟外贸发展的新空间。2019 年，
通过海关跨
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
1862.1 亿元，增长了 38.3%。数字企业加速赋
能产业发展。数字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加
快数字技术应用不断提升供应链数字化水平，
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曾宇指出，
庞大的网民构成了中国蓬勃发
展的消费市场，
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用户基础。当前，
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
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在此次疫
情中，数字经济在保障消费和就业、推动复工
复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展现出强大的增
长潜力。
数据显示，今年初，大部分网络应用的用

王轶辰

户规模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在线教育、
在线政务、网络支付、网络视频、网络购物、即
时通信、网络音乐、搜索引擎等应用的用户规
模 较 2018 年 底 增 长 迅 速 ，增 幅 均 在 10%
以上。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
我国互联
网产业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企业和技术基
础，
在后疫情时代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历
史机遇，
互联网产业将呈现全新的蓬勃发展态
势。其中，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加速升
级，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将不断加快；万物互
联将形成大连接，进一步推动互联网红利共
享；平台经济大生态将更加丰富，对实体产业
转型的赋能作用将持续凸显。

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
贵州是传统劳务输出大省，
但遵义市正安
县却有大量务工者返乡就业。这一变化的起
因是这里出现了一个专做吉他的
“淘宝村”
，
一
年通过互联网卖出了 800 万把吉他。吉他产
业带动就业的同时，也拉动了当地餐饮、娱乐
等服务业发展。
以前走出大山的人，正在因吉他淘宝村
回乡。唐玉江回到家乡成为吉他装箱工人之
前，曾辗转各地打工，给患病的儿子赚医疗
费。他说：
“现在这个工作太好了，风吹不到、
雨淋不到，还能在家照顾孩子，也很受大家尊

重。”像唐玉江一样依靠淘宝工厂脱贫的人还
有很多。
正安县的发展是网络扶贫加快弥合数字
鸿沟的一个缩影。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的《2019 年网
络扶贫工作要点》指导下，网络覆盖工程深化
拓展，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数
字鸿沟不断缩小。随着我国
“村村通”
与
“电信
普遍服务试点”两大工程的深入推进，广大农
民群众逐步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
同步享受
信息社会的便利。
今天的中国，近 10 亿网民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不断提升获得感。网信事业要发展，必
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十三五”
期间，我国互联网应用与人民群众生活结合
日趋紧密，微信、短视频、直播等应用降低
了互联网使用门槛，不断丰富群众的文化娱
乐生活；在线政务应用以民为本，着力解决
群众日常办事的堵点、痛点和难点；网络购
物、网络公益等互联网服务在实现农民增
收、带动广大网民参与脱贫攻坚行动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制定了面向新时代的发展蓝
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
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培育新增
长点、形成新动能。
伴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我国正
加快迈向网络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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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增量”
王轶辰

虽然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已经走
过 26 个年头，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
度让人们看到了互联网的惊人能量。从疫情
防控到复工复产，互联网都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
新的发展方
向，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必须用好互联网这个
“最大增量”
。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用好互联网这个
“最大增量”
，
首先要以人民为中心。当前我国
互联网普及率不到 70%，仍有不少民众没能享
受到互联网发展的成果。下一步，还要不断加
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是要补上农村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这块短板，
加快农村互联
网建设步伐，扩大光纤网、宽带网在农村的有
效覆盖。同时，要降低互联网的应用成本，加
速普及信息化服务，让百姓用得上、
用得起、
用
得好，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
更多获得感。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用好互联网这
个
“最大增量”
，关键要突破网络发展的核心技
术。虽然我国互联网产业规模很大，
大型公司
很多，但是核心元器件仍然严重依赖外国，这
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要掌握互联网发展主动

权，保障互联网安全、
国家安全，
就必须统筹各
种资源，集合精锐力量，
立足自主创新，
自强自
立，坚持开放创新，
加强各级交流合作，
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
加快突破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
术。只有夯实了技术基础、掌握了核心技术，
才能把控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命门”
。
用好互联网这个
“最大增量”
，还要平衡好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
家安全，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和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一段时间以来，
我国网络
安全建设没能跟上行业发展步伐，
威胁网络安
全的事件时有发生，
群众个人信息安全和企业
信息安全存在隐患。未来，
要加强网络安全信
息统筹机制、
手段、
平台建设，
加强网络安全事
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全力培养网络安全人
才，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网络
安全意识和防护
技能。
只有切实解决
好互联网发展的关
键问题，才能让互联
网更好造福国家和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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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日前，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发布县域电商农产品公用品牌“糯香融”。图
为工作人员在展示融水特色产品。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图② 近年来，重庆市北碚区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5G、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图为正能机械有限公司车间内，
机器人生产数据将全部汇总至车间工业互联网
“驾驶
舱”
。
秦廷富摄（中经视觉）
图③ 河南尉氏县十八里镇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返乡务工人员、
留守妇女进行
“网创”
培
训，
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图为培训班教师在授课。
李新义摄（中经视觉）

阿里巴巴集团工作人员胡雪莺告诉记者：
“淘宝村看起来和普通村子差不多，但有三多，
即网线多、年轻人多、大学生多。
”
截至目前，淘宝农民主播的足迹已经覆盖
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2000 多个县，10 万多名农
民主播正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黄 鑫
淘宝直播这个“新农活”，成为农民致富的
新方式。据了解，淘宝村数量快速增长至 5425
今年 8 月，陕西咸阳市武功县建起了西北
化。据了解，今年“阿里巴巴丰收节”举办期间
个，
覆盖 2.5 亿人。
第一个淘宝农人主播基地。淘宝此前在浙江衢
共卖出 8.4 亿件农产品。在淘宝的带动下，越
电商助农，大有可为。今年 4 月，阿里巴巴
州、重庆奉节、海南万宁等地孵化成熟了很多农
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乡创业，这些“淘宝村
集团时隔 11 年重启“春雷计划”，目前，已经帮
助 1800 个特色产业卖出 435 万款农产品。有
人主播基地，电商主播用直播“带货”方式为农
民”
平均年龄只有 36 岁。
产品找到销路的背后，是一个个电子商务年交
在甘肃兰州市袁家湾村，过去姑娘的嫁妆
了淘宝，
农民不需要离开家乡，
就可以在村里创
易额达 1000 万元以上的淘宝村。记者了解到，
是金银首饰，
现在却是一家淘宝店铺。
“别的村，
业。电商平台正带动更多人一起关注农业、关
目前，
淘宝有四分之一的网店来自淘宝村，
过去
媳妇煮饭是天经地义，
我们村的媳妇
‘下班’
了，
心农村，帮助乡亲们把
一年，淘宝村店铺的交易额超过 1 万亿元，成为
丈夫做好了一桌饭菜等着。”43 岁的袁家湾村
日子越过越红火，把农
各地脱贫致富的希望。
村民范多兰说。在袁家湾村，家家户户都种百
村变得更富、更美，
让乡
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据成
合，
再通过
“淘宝”
售卖，
九成以上的店主都是村
亲们的生活过得有滋
为新农资，这些已经成为农村越来越常见的变
里的女性。
有味。

淘宝直播成为“新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