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五
星级编辑 蔡富根 组版 王贤梅 校对 解正球

中国热点

11

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发布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 27.2 万亿元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
告 2018》蓝皮书 8 日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报
告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 27.2 万亿元，
数字经济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55%。
报告指出，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人类
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先导力
量。2017 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12.9 万亿美元，美国
和中国位居全球前两位。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保持快速增
长势头，交易额达 2.3 万亿美元，亚洲、拉丁美洲、中东、非
洲等新兴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网
络信息技术取得积极进展，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网络
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网络空间日渐清朗，网络文化日
益繁荣。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 4G 用户渗透率进入全球
前五，5G 研发进入全球领先梯队，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位居
全球首位。
报告还指出，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支
持 5G 发展。例如，欧盟对 5G 的研发经费达 42 亿欧元；日

本启动 5G 技术试验并发布频谱规划等；韩国在 2018 年平
昌奥运会期间完成了 5G 预商用试验。
据介绍，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
院编写，内容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技术、数字经
济、政府数据开放、互联网媒体、网络安全、互联网法治建
设、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等 8 个方面，是互联网领域最新学
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 据新华社

未来长什么样？

马化腾等互联网“大佬”这样预言
每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大佬”们的一言一行
都备受关注。2018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迎来五年之约，在
11 月 7 日大会开幕首日，互联网“大佬”围绕热点话题，勾
勒出一幅人工智能等引领下的图景。
□ 据中新社

战略的升级版。
周鸿祎说，随着产业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未来互联网公
司会投资更多的传统企业，这样的投资并购案例也会越来
越多，
360 公司也不排除将选择传统行业的公司进行投资。

马化腾：
互联网发展到深水区甚至无人区

沈南鹏：
互联网下半场，传统企业或当主角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世界互
联网大会上表示，互联网目前已经发展到了深水区，甚至
是无人区。
“当新问题出现时，对于每一个参与主体来说，尤其是
平台型互联网企业，更需要多一份挺身而出的主人翁态
度，带动其他主体一起来解决问题。”
马化腾还表示，对 5G 的到来感到非常兴奋。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世界互联网大会
圆桌讨论中表示，
“ 我感觉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下一步应该
可能是呈现出来一种新情况，就是传统企业也会有自己的
互联网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
“也就是说，各行各业，尤其是很多传统行业会把互联
网、大数据的手段用起来。比如说，上海一些医院用互联
网做临床新药的研发等。”

丁磊：
未来五到十年，
也会像过去那样激动人心

曹国伟：
互联网平台要加强治理，承担社会责任

网易 CEO 丁磊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场论坛上表示，
未来的五到十年，也会像过去二十五年那样创造激动人心
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是会影响整个人类的。
“所以，我是深深地相信，如果你今天要再看互联网的
话，请你立刻紧紧地抓住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和传统企业的
结合，比如和教育、医疗、零售等要紧密结合，我觉得有巨
大的空间。”

新浪董事长兼 CEO、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在世界互联网
大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互联网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社
会带来了诸如虚假新闻泛滥、伪劣商品等新问题。
他呼吁，互联网平台型的企业尤其要对自己日益增长
的影响力有敬畏之心，积极加强平台治理，承担社会责任。

雷军：
小米首部 5G 手机明年 3、4 月份发
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在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表示，
“马
上 5G 要开始了，我觉得 IoT(物联网)是个巨大的方向，企业
应用服务也是个很大的方向，
包括互联网服务的出海。
”
雷军还透露，预计明年 3、4 月份在欧洲发布第一部
5G 商用手机，5G 是小米重要的研发方向和领域，这对小
米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周鸿祎：
互联网公司会投资更多传统企业
360 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表示，很多互联网公司
都是从 2C(消费者端)业务起家，目前，虽然该领域红利犹
存，但不可能像之前那样高歌猛进了。
他说，中国的优势是有很多产业(类型)，例如工业、农
业、制造业、服务业，能否用互联网技术来赋能这些传统产
业，是新的机会，
“ 产业互联网”也可以理解为“互联网+”

孙丕恕：
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将会遍及
“三张网”
浪潮集团董事长兼 CEO 孙丕恕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全
体会议上表示，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将会遍及“三张网”——
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政务互联网。
孙丕恕解释，其中，工业互联网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结合的重要抓手，推动企业数字化转
型；政务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在政府的具体体现，当前最典
型的就是利用互联网实现“零跑腿”。

彩票开奖台

严复：
中国西学第一人
100 多年前，面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年轻
的严复用《天演论》等一系列译著，唤起国人救亡
图存意识，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
走进福州市三坊七巷，走进郎官巷里的严复
故居，以及位于南后街 7 号的严复翰墨馆，在专
家的介绍中，严复的生平徐徐展开。
严复，1854 年生于福州一个医生家庭。当
时鸦片战争后不久，乡贤林则徐的爱国行动给他
以启迪。福州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又让他感受到
国家积贫积弱的伤痛。
1866 年，严复投考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当
时船政学堂聘请了法国和英国教习，严复开始接
受新式教育，在５年时间里系统学习了英文、代
数、几何、天文学、航海术等几十门课程。1871
年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
1877 年，23 岁的严复受公派留学英国格林
尼次海军大学。期间，他游历欧洲各国，并广泛
考察英国社会，探讨英国富强的原因。亚当·斯
密、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
让他大开眼界。
“当时中国黑暗贫弱，而西方国家正处于快
速发展时期，两相对比，给严复很大冲击。”严复
侄孙、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严以振说。
两年后，严复学成归国，先后担任过福州船
政学堂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校长）。
此后还担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局总
办、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长、安徽高
等师范学堂监督、北京大学校长等职，掌教 20
多年。
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让严复探求救国救民之
道的心情更加迫切。特别是 1894 年甲午海战
中，中国败给日本。21 年前，严复曾在英国舰长
的带领下抵达日本军港，当时日本人争睹大清海
军风采，如今，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他在船政
学堂的同学或学生一个个战死在舰船上，这激发
了他的危机感和爱国心。
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
发表《论世变之亟》
《原强》
《救亡决论》
《辟韩》等
政治论文，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变法维
新，主张向西方学习，努力救国图强。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和教育家，是精通国学、传播西学的大师。梁启
超说：
“ 严氏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又说：
“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严复其
首也。”康有为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认为这是
“中国西学第一等”。
□据新华社

中国福利彩票 3D 玩法

中国福利彩票 15 选 5 玩法开奖公告

第 2018305 期中奖号码：845

第 2018305 期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

中奖号码：01、07、11、13、1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 2018131 期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21、22、24、31、32、33
蓝色球号码：
01

“排列 3”开奖公告第 2018305 期
中奖号码：19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
“排列 5”开奖公告第 2018305 期
中奖号码：19060

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我 公 司 定 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 上 午 10:00
在双赢大厦（合肥市高新区玉兰大道 777 号）17
层会议室举办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经济区繁华大道 12167 号中
环 购 物 中 心 1303、13- 二 单 元 03 上 ，证 载 面 积
72.3㎡，层高约 5.4 米，室内隔层装修完毕，学区
房。参考价 138 万元（保证金 14 万元）。
二、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向我司指
定账户缴付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拍卖会前
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竞买手续参加竞买，竞买不成
功者保证金 5 日内原渠道无息退还。户名：安徽
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徽商银行曙光
路支行。账号：2181012080061137。
咨询电话：0551-63506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