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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恒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第五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11月7日在浙江乌镇开幕。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
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
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各
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为世界经济发展增
添新动能，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数字经济发
展，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迈进。
习近平强调，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

互联网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
同，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
网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

理的需求相同。各国应该深化务实合作，以
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互信
共治之路，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
活力。

习近平指出，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

“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希望大家集思
广益、增进共识，共同推动全球数字化发展，
构建可持续的数字世界，让互联网发展成果
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向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本报讯 记者吴丽琳报道：根据
国家统计局批准、工业和信息化部统
计的2017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年报数据，经各地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初步审核、工业和信息化部
最终核定，11 月 7 日，2018 年（第 17
届）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发
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名单（详见
第4版）发布。

报告显示，本届软件百家企业入
围门槛为软件业务年收入16.2亿元，
比上届提高1.7亿元，增长11.9%。其
中，排首位的企业是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该公司已连续17年蝉联软件百家
企业之首，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海
尔集团公司分别列第二名和第三名。

在业务收入方面，软件百家企业

业务收入实现快速增长，规模实力迈
上新台阶。2017年共完成软件业务
收入 7712 亿元，比上届增长 16.5%，
增速同比加快6.3个百分点，高于全
行业收入增速2.3个百分点。

本届软件百家企业中，超过三成
的企业收入增长率超过20%；增速超
过50%的企业达到9家；两年持续在
榜企业中，排名提升超过 10 位的企
业达到15家。

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但盈利水平
出现分化。本届软件百家企业更新
率明显下降，两年都在榜企业93家，
有7家企业首次或重新进入名单，企
业持续增长能力增强。本届软件百
家企业2017年实现利润总额1713亿
元，比上届增长15.8%。

“产品还没有上市，全球只有两
件样品，都搬到这里展示了。”进博

会现场，松下电器工作人员面对饶
有兴趣的观众说道。这两件样品
就是吸睛十足的透明OLED电视，
断电情况下电视就是块透明玻

璃，从而增添了家居的时尚感和
科技感。

近日，举世瞩目的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在风

清气爽的上海举行，来自 13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家企业竞相
展示王牌产品和核心技术。通过采
访，记者感受到，这不仅是一个科技
范儿十足的展示舞台，更是中外双
方沟通交流互利合作的平台。

“进博会是世界上首个以进口
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可谓国际贸
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我觉得这是
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象征，给外界
传递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利互惠共
同发展的信心，这个信心对于企业
而言至关重要。”戴尔科技集团全球
执行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黄陈宏
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对戴尔在中国未来发展充满
信心。据介绍，展会开幕伊始，就陆
续有中国企业前来洽谈并达成了采
购意向，这超出了戴尔的预期。

众多产品首次亮相

展会吸引了全球智能制造领域
顶尖企业参展，众多产品首次亮相
中国市场。

本届展会的明星展品——通用
型机床“金牛座龙门铣”吸引了大量
观众驻足。 （下转第2版）

进博会：科技范儿十足的共赢盛宴

2018年（第17届）中国软件

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揭晓
互联网加速拥抱实体经济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侧记

第七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明年4月9日在深圳举行

11 月 6 日傍晚，第五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乌镇因各
位互联网企业的大佬陆续到来开始
热闹，他们在镇上溜达喝酒聊天，并
互相赠送各自公司制造的产品，周
鸿祎送小猪佩奇手表，丁磊送自己
家严选的行李箱，大佬们越来越热
衷于造“物”，透露出在物联网时代
的一个重要趋势：新技术、新制造、
新方式正在加速拥抱实体经济。

从“饭局”到“夜话”

去年乌镇的热词是“饭局”，今
年的热词应该是“夜话”。互联网
大会开幕前一天，一汽集团组了一
个局：“红旗夜话”，组局者是第一
汽车集团董事长徐留平。腾讯董
事局主席马化腾、360集团创始人
兼CEO周鸿祎、以及寰球汽车集
团董事长兼CEO吴迎秋等，纷纷
来赴徐留平“工业互联网时代的未

来出行新模式”的“夜话”局。
作为中国汽车巨头之一，一汽

已不是昨天的一汽，红旗也已不是
昨天的红旗。徐留平说：“红旗开始
在电动化、智能网联、移动出行等领
域进行布局，并有了实质性进展。”
一汽构建了红旗小镇，希望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AI 和汽车“智造”、
移动出行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仅一汽，越来越多的传统企
业巨头正在加入这场工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的新变局竞争中。鞍钢

集团是一个拥有70年发展历史的大
型央企，几天前鞍钢联手金山云打造
了钢铁行业的工业云平台精钢云。

在乌镇互联网之光展厅里，金
山云合作伙伴总经理关键在展台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目前精钢云在传统云平台的基础上
叠加物联网、大数据、AI等技术，实现
工业技术、经验、软件化，以工业App
形式为制造企业提供各类创新应用，
最终形成资源富集、合作共赢、协同
演进的制造业生态。（下转第6版）

本报记者 李佳师

本报讯 记者邱江勇报道：11
月8日，第七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以下简称 CITE 2019）组委会在北
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七届中国
电子信息博览会筹备工作全面启动，
定于 2019 年 4 月 9 日—11 日在深圳
会展中心举行。

作为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发展的风
向标，CITE的启动工作备受瞩目。博
览会主办单位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
长、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组委会副主
任吴胜武，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吴优分别到会讲话。新华社等大众和
财经媒体，以及电子信息行业专业媒
体出席了发布会。来自三星、戴尔、
Intel、华为、联想、CEC中国电子、浪
潮、曙光、百度、腾讯、紫光、Semtch等
众多企业和数十家行业学协会嘉宾等
一同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于2018
年11月5日正式印发了《工业和信
息化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七届中国
电子信息博览会的通知》，正式宣告
第七届博览会筹备工作全面启动。
吴胜武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电子信息
博览会成功举办六届以来，无论是展
商数量、专业化程度，还是同期活动
的质量、专业观众人数、发布的新产
品新技术数量、行业关注度等展会关
键指标，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行业
风向标作用日益凸显。第七届博览
会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贯彻落实部领
导对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的指示精
神，以“再上一个新台阶”为目标，全
面提升博览会的品牌形象和影响
力，力争把博览会打造成国际一流
的展会平台。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11月5日，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出席开幕式及2018智能科技
与产业国际合作论坛等配套活动。

2018 智能科技与产业国际合
作论坛于11月6日成功举行，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
记、部长苗圩，江苏省委副书记、省
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吴政隆，中国
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会长王旭东，
美国肯塔基州州长马特·贝文等出
席会议并致辞。苗圩指出，中国政
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工
业和信息化部先后出台《促进新一

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等政策措施，推动人工智能产
业快速发展、融合应用不断深化、
产业生态持续完善。苗圩围绕人
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提出三点建
议：一是共创智能产业新业态，开
展多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培育新
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二
是共筑数字经济新空间，以人工智
能技术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
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
态。三是共建智能发展新秩序，面
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国
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共同应对，构
建规范有序、安全健康的智能产业
发展新秩序。

11 月 6 日，苗圩出席了“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美国嘉年华集团、
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大型邮轮项
目”启动仪式，并宣布我国建造的
首艘大型邮轮项目正式启动。大
型邮轮是现代城市建设综合化与
集约化的巨系统工程，技术难度
大、复杂程度高。此次启动的大型
邮轮项目，采用“产学研用检融”结
合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的发展路径，体系化推进
发展我国邮轮设计、制造、配套、运
营产业体系建设，充分体现了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是我国船
舶工业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博览会期间，苗圩还与意大利
副总理兼经济发展、劳动与社会政
策部部长路易吉·迪马约，美国肯塔
基州州长马特·贝文，奥地利数字化
和经济区位部部长玛格丽特·施拉
姆伯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克雷格·艾伦及其部分会员企业代
表进行了会谈交流，与匈牙利创新和
技术部部长鲍尔科维奇·拉斯洛签
署两部间创新合作谅解备忘录；参
观了三星、西门子、富士康、通用电
气、丰田汽车、大众汽车等企业展台。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际
合作司、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
装备工业司等有关负责人陪同参
加以上活动。 （布 轩）

苗圩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系列活动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人工智能分论坛举办

本报讯 11月8日，第五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人工智能：融合发展新
机遇”分论坛在浙江乌镇成功举办。
本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共同协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陈肇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
干事王彬颖等嘉宾出席论坛并致辞。

陈肇雄在致辞中表示，人工智能
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是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量，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在支撑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打造高质量的现代经济体
系、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陈肇雄指出，近年来，中国人工
智能技术创新日益活跃、产业规模逐
步壮大、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技术创新实现突破。
国际科技论文发表量和发明专利授
权量已居世界第二，智能芯片、语音

识别、计算机视觉等部分领域走在前
列，云端智能芯片理论峰值速度达每
秒128万亿次。智能网联汽车、智能
机器人、无人机等产品创新活跃。产
业规模不断壮大。人工智能领域相
关企业达2000余家，在智能芯片、计
算机视觉、自动驾驶等领域，涌现出
一批独角兽企业，截至2017年底，核
心产业规模达到180亿元，带动相关
产业规模达到2200亿元。融合应用
持续拓展。从生活到生产，从制造到
服务，人工智能不断拓展深入，制造、
物流、医疗、安防、零售等领域“智
能+”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
现，辐射溢出效应不断增强。

陈肇雄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
智能发展，愿与各方一道，抢抓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产业创新，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
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发展高质量高效
率的智能经济，建设幸福美好的智慧
社会。为此，陈肇雄提出四点建议：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