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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

第九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在深圳举办

本报讯 4 月 10 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组织召
开第四次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援
藏工作座谈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王志军，西藏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自
治区副主席张永泽出席会议并讲
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纪国
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江措拉姆出
席会议。会议总结了近年来全国工
业和信息化系统援藏工作取得的进
展，并就下一步支持西藏工业和信
息化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王志军指出，2020年8月，中央
召开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为做好
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战略部署上
来，将支持西藏和四省涉藏工作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对重要工作常抓
不懈、久久为功，加强统筹协调、狠
抓责任落实、创新支持方式，努力开
创全系统援藏工作新局面。

王志军强调，要将推进西藏工
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作为融入新
发展格局、实现富民兴藏的重要着
力点，强化规划引领和政策指导。
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保障和改
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重要依托，推进产业提质增效。将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加强民
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
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和信息
化水平。将搭建全方位合作交流渠
道作为深化产业援藏、增强西藏发
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手段，加大人才
交流和培训力度。

齐扎拉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
对全国工信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
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发展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援藏工作
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

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已成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希
望全国工信系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
西藏工信事业，积极推动清洁能源、
天然饮用水、建材、皮毛加工等产业
发展。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西藏
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关于加快推
动西藏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战略
合作协议》，援藏省（市）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代表、援藏企业代表
与受援地签署对口支援合作协
议。按照新签署的合作协议，工业
和信息化部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部区合作，
共同推进西藏工业领域特色优势
产业发展，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加
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工
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提升西藏
自我发展能力，推动西藏工业和信
息化高质量发展。

会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主任王伟主持。西藏自治区经济和
信息化厅、通信管理局在大会上进
行了工作汇报，江苏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工业
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哈尔
滨工程大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进行了交流发言。国家国
防科技工业局，国家烟草专卖局，工
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相关部属
单位、部属高校，以及 17 个对口援
藏省（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涉藏工作重点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通信管理局，西藏自治区有关
部门、各地市（行署），相关企业和行
业协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王志军同西藏自治
区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就推动西藏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交换了意见，并
赴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调研，看
望了部系统援藏干部。 （布 轩）

本报讯 记者张心怡报道：4
月 9 日，第九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
会（简称 CITE2021）在深圳举办。
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如桂、广东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岸明、工业
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乔跃山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北京大学教
授、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
山，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
任高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陈锡明，
荣耀终端有限公司董事长万飚，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彭寿等嘉宾作开幕
演讲。

乔跃山在致辞中指出，过去一
年，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奋力拼搏、共
克时艰，推动产业实现快速复苏。
2020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7%，高于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4.9个百分点，实现营
业 收 入 12.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3%，占工业营业收入比重达到
11.4%，产业地位不断凸显。集成电
路、新型显示、5G、人工智能等领域
技术创新密集涌现，超高清视频、虚
拟现实、先进计算等领域发展步伐
进一步加快，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
的融合日益深入，在推动智能制造、
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乔跃山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擘画了我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
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
造强国战略，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培育先
导性和支柱性产业，为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乔跃山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着眼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的建设全局，科学应对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把推进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摆在
突出重要位置。着力提升集成电
路、电子元器件等基础产业能力，稳
定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规模，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加快先进计
算、超高清视频、智慧健康养老等新
技术新产品的供给，扩大内需市场，
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陈岸明在致辞中指出，广东省
高度重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电子
信息产业已成为广东省第一大支柱
产业。2020 年全省电子信息产业
营业收入4.28万亿元，连续30年位
居全国第一，在智能终端、信息通
信、集成电路设计等领域具有良好
的产业基础。当前，广东省正紧抓
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

“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大力培育
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代表
的20个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统筹推
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六大工程，全
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布
局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建设一批
现代化专业化园区，努力抢占未来
产业发展制高点。

（下转第5版）

数字技术让国宝“活”起来

本报记者 谷月

一场信息技术成果集中绽放的盛宴
——第九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依依

敦煌莫高窟的佛像和壁画栩栩
如生近在眼前，“飞天”的每一个褶
皱仿佛都触手可及；《清明上河图》
中舟船楼宇的精妙结构以及每个宋
代人物的细微表情清晰可见……

历经岁月变迁的国宝在数字化
技术的加持下，通过超高清显示、画
屏、透明屏、触控屏、升降屏等显示
技术，“活”了起来。如今，这样的场
景对于普通民众已经不再陌生。

近日，三星堆的发掘和直播
让“屏显”文物再度发酵，上新的
500多件文物如何展现在大众视野
面前、智慧文博将如何发展，成为
热点话题。业内专家告诉记者，未
来显示技术将与其他交叉技术结
合，让文物可藏、可展、可赏、可鉴、
可触、可玩、可学，使国宝真正“活
起来”。

将历史激活

传统博物馆展示以单向观看和
解说为基础，大部分参观者对着静
止的文物，难以知晓文物背后的历
史场景。

与此不同，不断发展的数字技
术和显示技术却将为文物展出提供
一个无限的、最安全的虚拟网络空
间。“在这个虚拟空间里，别说是三
星堆上新的 500 多件文物，将故宫
的186万件藏品全部展出也并非不
可想象。”洛图科技分析师郑海艳对
记者说。

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
翔将这种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形容
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他认为，
博物馆要通过新的藏品阐释手段
和新的科技方式寻找新观众，尤其
需要采用更生动、更灵活的方法，

为年轻一代解读历史经典、传达文
化自信。

早在2018年，北京故宫博物院
就联合凤凰卫视，采用VR、超高清、
3D等显示技术打造了高科技互动艺
术展演《清明上河图3.0》。8K超高清
数字互动技术融合各种艺术形态，
实现了观众与作品的多层次交互沉
浸体验，在真人和全息投影影像技
术结合的互动剧场，观众仿佛走进
了《清明上河图》里的繁华盛景。

如今人们还可以通过VR设备
“穿越时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
到自己感兴趣的一切历史文物，感
受古代的人文气息，感受真实的秦
砖汉瓦，感受古人的生活细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北
京故宫博物院，国内很多博物馆也
在争相发展智慧文博。例如敦煌
研究院的“神秘敦煌”文化展，利用
数字科技呈现了 7 个极具艺术意

义的1∶1复原石窟，以360°的动感
“飞天壁画”给予参观者沉浸式的
感官体验。开封博物馆的《清明上
河图》通过数字化演绎，在环形大
屏幕上成为流动的图景，大屏幕前
还设有可触碰的小屏幕，观众通过
手动点击，这些小屏幕就会以方言或
现代语言进一步解读《清明上河图》
中所示内容。

显示技术赋能智慧文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京东方相
关负责人透露，智慧文博解决方案
包括素材采集、设计制作、体验场
景、云平台等内容，通过多种多媒体
互动形式提升藏品、展览的交互体
验。“这是一种具有更多硬件种类、
更具吸引力和科普性的数字化展示
解决方案。”该负责人表示。

（下转第2版）

这几天的深圳为什么格外热
闹？前方驶来的浅蓝色小轿车里正
坐着一位和“机器人”说话的司机，
定睛一看，这个可以与人对话的“机
器人”正是车内搭载的语音交互系
统；巨大的高清电视悬挂在展台中
央，站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赛场
上拼搏的足球运动员踢出一道完
美的抛物线，仿佛置身看台，为比
赛欢呼喝彩；一颗颗精致小巧的芯
片在展台的玻璃柜中闪耀着微光，
似乎下一秒就被安置于各类产品
中，为各种应用场景提供助力。4
月 9—11 日，第九届中国电子信息
博览会再次于深圳拉开帷幕，呈现
出一场展现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成
果的欢乐盛宴。

“聪明的车”加快行驶步伐

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汽车
中的应用愈发广泛，曾被誉为“四个
轮子+一台沙发”的汽车加速向“四
个轮子+一台计算机”的方向演变，
汽车正变得越来越“聪明”。

如果说曾经的汽车是为了让人

们的出行更便利，那么现在的智能
汽车就是为了让人们的出行更舒
适，更注重用户的出行体验。

在展厅中，一辆兼具动感与优
雅车身比的天蓝色轿跑车成功地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当记者坐上这辆

内部宽敞明亮的车时，一个较大尺
寸的平板电脑率先映入眼帘。

（下转第5版）

张鹏张鹏摄摄

本报讯 4 月 12 日，2021 年国
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在京召开。会
议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减
轻企业负担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总结了
2020年以来联席会议工作，部署了
2021 年全国减轻企业负担重点任
务，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减
轻企业负担工作情况的报告》和

《2021年全国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实
施方案》。联席会议召集人、工业和
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联席会

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聚焦惠企政策落实、清理拖欠
账款、整治涉企违规行为、优化营商
环境等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协
调和督促指导各成员单位、各地区深
入开展减轻企业负担工作，为助力企
业克服疫情冲击渡过难关、推动经济
平稳向好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国
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企业生产经
营仍面临不少困难问题，进一步做好
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对于增强企业信
心、稳定社会预期、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各单位要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持续推进减轻企业
负担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的减税降费、清理拖欠、严
控非税收入、降低成本、金融支持、
深化改革等各项减负工作任务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坚持突出重点，紧
扣“六稳”“六保”任务要求，下大力
气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坚持问题导
向，进一步提升减轻企业负担治理
能力。坚持改革创新，用改革的办
法减轻企业负担。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强化责任

担当，密切协同配合，扎实抓好各项
重点工作。要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
费政策，确保政策红利不减、企业获
得感不降。要加快健全防范和化解
拖欠账款长效机制，切实保护中小
企业合法权益。要加强重点领域整
治，坚决遏制加重企业负担的行
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辛国斌出席会议并介绍相关情
况。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
会议成员、办公室成员及联络员，工
业和信息化部相关司局、部属单位
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耀 文）

切实惠企减负 激发市场活力

肖亚庆主持召开2021年国务院
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