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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忠实践行“两个维护”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NFT的尽头是元宇宙？

赋能冰雪运动
5G毫米波大显身手

本报讯 11月23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赴国

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宣讲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肖亚庆介绍了党中

央召开六中全会以及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的历史

性、战略性意义，阐释了党的百年

奋斗的初心使命和辉煌成就，重点

讲解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阐明了

全会开创性提出“两个确立”对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决定性意

义，从坚定历史自信、坚持党的政

治建设、坚定担当责任、坚持自我

革命、忠实践行“两个维护”等方

面谈了认识体会。

肖亚庆指出，《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以大历史观的视角，着

眼当前和长远，深刻揭示了我们党

过去为什么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

续成功的根本所在，系统回答了建

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对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明确要

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指南。全系统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

神，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中汲取信心和力量，在新的

赶考路上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笃行实干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高

质量发展。

肖亚庆强调，要深刻认识只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

家才能彻底改变积贫积弱的面貌，

我们的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我们的人民真正掌握自己的命

运，党史学习使我们更加坚定历史

自信、坚守理想信念。要深刻把握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不

移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看齐，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

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

政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

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弘扬担当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有效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

解决重大矛盾，把学习成果体现在

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

上。要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

和政治保障作用，不断提高党员干

部适应现代化建设履职尽责的能

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

新作为。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

促进工业和信息化事业发展、加快

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紧密结合

起来，着力稳定和提振工业经济，着

力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着力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着力增强

产业创新力，着力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着力培育有

核心竞争力的优质企业，着力办好

各项民生实事，着力振奋党员干部

精气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肖亚庆实地参观无线电监测网

控制中心和全国无线电管理信息系

统中心机房，深入了解相关业务开展

情况，听取全面从严治党和无线电监

测情况汇报。他强调，监测中心要聚

焦主责主业，不断强化技术手段和能

力建设，善于用改革的办法和法治

化手段，筑牢无线电国家电磁空间

安全屏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

好重大活动无线电安全保障，维护

安全有序的空中电波秩序，为有效

有序开发利用频谱资源提供支撑。

要深入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

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加大

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不断增强干事

创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布 轩）

近年来，全球市场上零信任的

声音越来越大。在国外，谷歌、微软、

思科等IT企业领衔布局零信任；在

国内，不仅奇安信、深信服等公司相

继围绕零信任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腾讯、华为等也纷纷重磅加码，火爆

程度不言而喻。专家认为，零信任有

望成为网络安全下一轮爆发点。

零信任的核心价值：

打破边界

Forrester 分析师约翰·金德维

格在 2010 年首次提出的零信任概

念包含三个核心观点：一是不再以

一个清晰的边界来划分信任或不信

任的设备，二是不再有信任或不信

任的网络，三是不再有信任或不信

任的用户。“零信任”一经亮相，

迅速吸引了诸多安全专家的关注，

但彼时并未在市场端激起太大浪

花。直到 2017 年 Google 基于零信

任安全的 BeyondCorp 项目成功验

证了零信任安全在大型网络场景下

的可行性，业内才开始普遍跟进零

信任实践。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

个显著的转折点，随着网络安全

形势日益严峻和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普及，零信任的热度骤增。

传统网络安全架构理念是基于

边界的安全架构，企业构建网络安

全体系时，首先寻找安全边界，把网

络划分为外网、内网、隔离区等不同

的区域，然后在边界上部署防火墙、

入侵检测等安全产品。这种网络安

全架构假设或默认了内网比外网更

安全，因此一旦攻击者潜入内网，或

者攻击者本身被内网信任，那么安

全边界就形同虚设。不同于这种以

网络为中心的防护思路，零信任建

立的是以身份为中心，以识别、持续

认证、动态访问控制、授权、审计以

及监测为链条，以最小化实时授权

为核心，以多维信任算法为基础，认

证达末端的动态安全架构。它的核

心目标就是解决边界问题带来的安

全风险。

相较而言，零信任的优点在于

其动态综合纵深安全防御能力，整

个防护控制都基于身份，并对身份

进行持续确认。在“网络可能或已

经被攻陷、存在内部威胁”的环境

下，把安全能力从边界扩展到主体、

行为、客体资源，安全解决以前传统

边界无法应对的难题。奇安信副总

工程师邬怡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零信任之所以爆火

主要是因为整个信息化环境从之前

的以网络为中心变成现在的以数据

为中心，传统的边界防护模式已经

逐渐‘失灵’。” （下转第8版）

本报记者 张依依

眼前纯白的“白雪世界”一望无

垠，身披靓丽“银装”的滑雪场里正处

处有乾坤。定睛一看，翱翔于蓝天的

无人机、运动员的头戴摄像机、360º
专业摄影相机组建成了一个拍摄矩

阵，让长长雪道的每个角度都清晰可

见、一览无余，回传视频再通过无线

网络与基站通信相连。

通过观看回传过来的高清视

频，裁判和教练可以清楚地看到运

动员的专业动作与空中姿态，对运

动员的竞技状态和训练水平做出更

加客观的评判。观众则可以在无卡顿

的情况下，身临其境般地欣赏国内外

高水平运动员“闪转腾挪”绝技，尽观

冰雪运动之美、尽享冰雪运动之乐。

在实验室环境下，有公司已经

完成了基于大上行帧结构的 5G 毫

米波8K视频回传业务演示，验证了

5G毫米波的超级上行能力，凸显了

5G 毫米波在推动大型赛事和活动

中的媒体直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

用，让冰雪运动场景更富科技感与

体验感。

5G 毫米波为何成为了 8K 视

频回传业务的关键“帮手”？据了

解，作为 5G 的重要组成部分，毫米

波在性能部分拥有诸多优势，具有

超强的技术实力。

第一是超高速度。毫米波被誉

为“5G 高 速 公 路 ”，可 支 持 高 达

10Gbps的连接速率；第二是海量带

宽，毫米波比当前 3G/4G使用带宽

多25倍；第三是超低时延，毫米波空

口时隙仅为目前主流 5G 中低频段

的 1/4，可实现低至亚毫秒级时延。

此外，毫米波还容易与波束成形技术

结合，可支持密集小区部署、高精度

定位和更高设备集成度。

基于上述种种技术优势，具备

上行增强能力的 5G 毫米波正在赋

能各大应用场景。其中，以冰雪运动

为代表的大型赛事和活动是5G毫米

波的最重要应用场景之一，逐渐成为

5G毫米波大显身手的舞台。

《中国电子报》记者了解到，与

消费终端市场的传统下行大带宽业

务需求不同，冰雪运动等大型赛事

和活动中的媒体直播对上行带宽需

求较大。由于5G毫米波具备的高带

宽、高容量、低时延技术优势，5G毫

米波的上行增强能力在冰雪运动等

场景下能够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

记者了解到，在实验室场景下，

5G毫米波8K视频回传业务的演示

采 用 26GHz 毫 米 波 频 段 与

900MHz LTE 频段的双连接技术，

其中毫米波上行峰值速率达到了

930Mbps。实时采集的 8K 视频内容

通过 5G 毫米波上行链路实现稳定

的回传，并最终在接收端成功接收

进行回放。

根据IMT-2020（5G）推进组的

5G毫米波测试计划，2021年将推动

毫米波大上行帧结构，支持差异化

应用场景。 （下转第8版）

本报记者 宋婧

冬奥来了

零信任：网络安全产业下一轮爆发点

本报记者 齐旭

科幻电影极力渲染，科技巨头

动作频频，下一代互联网——元宇

宙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小到一车

一人，大到一楼一城，与现实世界一

样，所有人与物在虚拟空间构成了

庞大且隐秘的独立经济体系，而其

背后是由区块链支撑的 NFT 技术

（非同质化代币）连接着，定义着彼

此之间的身份关系。

在元宇宙中，NFT被视为可以

赋能万物的“价值机器”，如今却“混

迹”文娱圈。2021 年上半年，NFT

整体市值较 2018 年增长近 310 倍；

截至今年 8 月，全球最大的 NFT 交

易平台OpenSea的交易额已经达到

2020 年的 5 倍。业内专家指出，金

融属性加持的 NFT 需要尽快展现

促进实体经济生产力发展的技术价

值，为构建元宇宙奠定基础，而非充

斥炒作和投机成分的泡沫。

NFT提供了

一种数据化的“钥匙”

在科幻电影《头号玩家》中，少

年韦德·沃兹通过 VR 进入一个名

为“绿洲”的虚拟世界，他穿上传

感设备，与其他玩家争夺结束“绿

洲”游戏的红色按钮。在电影构

造的虚拟世界中，有花有草、有血

有肉，拥有与现实世界无异的真实

体验，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就

是下一代互联网的新形态——元

宇宙。

前 亚 马 逊 工 作 室 战 略 主 管

Matthew Ball 认为，标准化的元宇

宙将由许多不同的参与者以去中心

化的方式运营，而不归属于某个公

司。这一属性与NFT密不可分。

NFT 诞生于 1993 年的加密交

易 卡 ，走 红 于 2017 年 一 款 名 为

CryptoKitties（加密猫）的游戏。

（下转第 2 版）

肖亚庆赴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宣讲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11月25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主持

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围绕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忠实践行“两个维护”

开展集体学习研讨。部党组成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

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郭开朗，部党组

成员、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局长张克俭，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

江平，部党组成员、国家烟草专卖局

局长张建民，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田玉龙，总工程师韩夏，总经济师许

科敏参加学习并逐一交流学习心得

体会，结合工作实际，研讨贯彻落实

的具体措施。

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开创性提出“党确立习近

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政治论断，有着

深刻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

依据，对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不断把民族复兴的历

史伟业推向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历史作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

神，要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决定性

意义的深刻内涵，深刻认识维护习

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决定道路方向，决定事业

成败，必须在忠实践行“两个维护”

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更加执着；

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思

想旗帜、精神旗帜，具有强大的历史

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

必须更加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

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

力奋斗。

大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以坚定信仰信念、鲜明

人民立场、卓越政治智慧、顽强意志

品质，在政治经济文化、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提出

一系列原创性思想，领导一系列变

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开创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从此有了掌舵人、有了主

心骨、有了定盘星。全面坚决落实

“两个确立”，必须将“两个维护”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必须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折不扣、落实落细、有力有

效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将践行“两个维护”体

现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

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

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

言行上，以新气象新作为建功新时

代、创造新业绩。

大家表示，全系统要深入学习

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

会《决议》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

实践要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

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识大

体、顾大局，观大势、谋大事，自觉在

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始终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要把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工作责任，

坚定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

路，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实施

重大战略、制定行业政策、部署重点

任务、推进重要工作的实践中，确保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正确方向，努力

实现我国工业由大到强的新跨越。

要保持自我革命定力，持之以恒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严明党

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

党员干部适应现代化建设履职尽责

的能力，更好应对变局、把握大局、

开创新局。

（耀 文）

图为数字艺术家
Beeple 的 实 体 NFT 艺
术品《人类一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