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幕。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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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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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野）10月20日下午，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举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会，记者从现场获悉，重庆正式被确定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一同被确定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还有浙江、河北（雄安新区）、福建、广东、四川。
会议要求，各试验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结合各自优势和结构转型特点，在数字经济要素流通机制、新型生产关系、要素资源配置、产业

集聚发展模式等方面开展大胆探索，充分释放新动能。
会议强调，各试验区要充分认识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握先机，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着力打造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标杆，做强做大数字经济，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重磅！重庆被确定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乌镇身影
昨日，乌镇这座白墙黛瓦的

千年古镇，再度迎来它的“高光时
刻”。来自全球各地的嘉宾进行
新一轮的乌镇论道。

●15项世界领先科技成果发布
据新华社电 20日，15项闪耀全球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在浙江乌镇

召开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这些成果有望为人类生活、科技进步、经
济发展、社会变革赋予强大动力。

这15项成果是鲲鹏920处理器、面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异构融合天机芯
片、统一自然语言预训练模型与机器阅读理解、360全视之眼——0day漏洞
雷达系统、特斯拉完全自动驾驶芯片、飞桨深度学习平台、POLARDB：基于
储存计算分离与分布式共享存储架构的云原生数据库、思元270芯片、科技
向善——通过科技手段助力现代智慧城市综合治理实践、人工智能算法平台
Brain++、硅立方浸没液冷计算机、IPv6超大规模部署实践与技术创新、智慧
企业的AI创新与深入应用、Versal自适应计算加速平台、民用飞机制造5G
创新示范应用。

大咖的话说中了吗？
随着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如约而至，

“乌镇时间”再次开启。作为互联网领域一年
一度的盛会，人们对被科技萦绕的江南水乡
充满期待。每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最值得
关注的就是“乌镇热词”和“大咖语录”了。频
繁出现在各个论坛的互联网领域“热词”和国
内外大咖的观点争锋，不仅将互联网世界的
未来勾勒出来，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
生活方式。

“乌镇热词”
2014

移动互联网、O2O，智慧网络、智能穿戴
设备、移动支付、新媒体、电子商务
2015

分享经济、大数据、O2O，互联网＋、移动
互联网、P2P、虚拟现实、万物互联、创客
2016

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物联网、无人驾驶、
云计算、数字鸿沟、移动端
2017

IPV6、数字经济、APP生态圈、大连接、人
工智能、跨境电商、开源
2018

5G 技术、农村新市场、产业互联网标准
化、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物联网、人工智能

大咖语录
马云

2014 “十年后的机会是健康和娱乐产
业”

2015 “我们正在进入 IT(信息技术)向
DT（数据科技）时代的转型”

2016 “未来不会只是‘互联网公司’的
天下”

2017 “未来 30 年，我们让机器更像机
器，人更像人”

李彦宏
2014 “后悔没有早做移动搜索”
2015 “人工智能会代替绝大多数简单

重复性的脑力劳动”
2016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

的机会在人工智能”
2017 “有了无人驾驶，就不存在酒驾

问题了”
2018 “未来30年到50年是人工智能时代”

马化腾
2014 “互联网对人、服务和硬件的连

接才刚刚开始”
2015 “几乎每 20 年，终端的演变会对

整个信息业态产生一个重大转变”
2016 “移动互联网还有创业机会”
2017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是融合而不是替代”
2018 “互联网‘深水区’更需主人翁

态度”

雷军
2014 “未来手机会成为人的一部分”
2016 “国产手机要跨过苹果三星这两

座大山”
2017 “当AI时代来临后，我们发现路由

器只能放在角落里”
2018 “IOT＋AI＋5G=所有设备无缝对接”

库克
2017 “我不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思

考，但我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

丁磊
2018 “不重视互联网的行业有可能被

取代”
据央视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
席兼CEO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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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创始人、董事
局主席兼CEO丁磊

浪潮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孙丕恕

巴基斯坦前总理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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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互联网之父”
维纳·措恩

美国东西方研究所
执行副总裁布鲁斯·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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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了互联网快车的重庆餐馆
入夜的乌镇青镇路灯火通明，一拨一拨的客人走进谭自中的餐厅。这段时

间太忙，他和老婆忙不过来，把在重庆奉节上班的儿子叫过来帮忙。三人加上女
婿在厨房忙活半天，芳香四溢的重庆炒菜便端上了桌。

来乌镇做餐饮的四年多时间，谭自中一直没闲过。“乌镇基本上没有淡旺季
之分。接待的客人主要分为两类：旅客、参会者。”几年时间，他从一个餐饮业者
的角度，见证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乌镇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发力会展经济
带来的繁荣。

58岁的谭自中家乡在重庆奉节，在江浙一带打工经商多年。以前在餐厅打
工，后来发现重庆菜非常受欢迎，夫妇两人又都是炒菜高手，就和老婆商量，自己
出来单干。

“生意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好。”谭自中说，他们是在2014年年底来到乌镇，那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乌镇举行。当年，大会组委会发布，将把乌镇作
为永久会址，每年一届持续召开。

这一年，是乌镇会展经济持续发力的开端。谭自中的餐饮店也迎来了发展
的黄金期，每天从早上一开门，到晚上深夜才关门，顾客盈门。

初来乍到，生意火爆，谭自中感觉到乌镇发展提速了，这一步走对了。
“我的店现在一个月毛利有五六万，面积还是小了，人手紧张，不然还会高一

点。”谭自中的小店从餐饮这一侧面，反映了乌镇的繁荣。民宿、娱乐、交通、餐
饮、礼品等各行业莫不如此。

女儿女婿、侄儿也从奉节来到乌镇投奔谭自中。经谋划，女儿看中了乌镇的
早餐市场，和侄儿一起开了家主打重庆小面的餐厅，经营已步入正轨。

谭自中说，乌镇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不单是重庆人，四川、河南、贵州都有不
少人在乌镇掘金。

●丁磊又摆“乌镇饭局”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日开幕。往年的丁磊饭局、东兴局都曾引起了

人们的关注。前来参会的大佬又都赴了哪些局呢？
记者从多方了解发现，今年的“会前饭局”规模不同往常，都是私人间的小聚

会，而且更加私密化了。
丁磊的每年一局，依然如常，从网友上传的图片可以看到，乌镇西栅景内的

“恋爱的犀牛”咖啡厅，丁磊和百度CEO李彦宏相对而坐。“吃到一半，浪潮集团
董事长孙丕恕也加入了进来。”

桌上菜不多，刚够两三人吃，显然这不像往年庞大的聚会。但能看出来，三
人相谈甚欢，李彦宏不停在笑。

据了解，几位大佬吃饭的地方叫“恋爱的犀牛”，餐厅老板正是著名演员、导
演黄磊。

不知道，从不参加乌镇各种饭局的马云，会否再次造访他钟爱的“书生羊
肉面”。

乌镇生活 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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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9》发布

10月20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互联网发展
报告2019》。

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

易额达31.6万亿元。

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

模达到了31.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34.8%。

电子商务方面，2018年中国电子商务交

易额达31.6万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8.5%；电子商务服务营业收入规模为

3.5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20.3%。

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网上

零售交易额达4.82万亿元。

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领

域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占全年

总就业人数的24.6%。

2019 年 48 国互联网
发展水平排名出炉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9（以
下简称<报告>）》对五大洲互联网发展
具有代表性的48个国家进行分析、评

估、排名。结果显示，中国互联网发

展水平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据《报告》，48个代表性国家互联网
发展状况排名为：

美国（63.86分）
中国（53.03分）
韩国（49.63分）
英国（49.02分）
法国（48.49分）
芬兰、瑞典、新加坡、德国、日本、挪

威、加拿大、瑞士、以色列、丹麦、荷兰、俄
罗斯、澳大利亚、爱沙尼亚、西班牙、爱尔
兰、新西兰、印度、波兰、意大利、阿联酋、
巴西、比利时、土耳其、马来西亚、越南、
泰国、印度尼西亚、南非、葡萄牙、墨西
哥、乌克兰、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埃及、
智利、伊朗、巴基斯坦、肯尼亚、哈萨克斯
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古巴。

据新华社

10月20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在水乡乌镇开幕。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开幕式
致辞中提出，数字化时代的商业发展
催生了新商业文明。新商业文明以人
为本、合作共赢、开放共享，为每个人、
为全社会创造价值和效益。

张勇说：“数字化时代的新商业
文明，本质是要回到人本身，从关注

流量、关注交易量，到关注客户、关注
消费者，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关注
全社会的效益。”

他说，阿里巴巴积极创造生态，
既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发展，也
鼓励支持新的独角兽、小巨人的发
展，让大树下面既能长小草，同时也
让更多的小草能长成参天大树。阿
里巴巴在服务千万级中小企业的同

时，也孵化适合中小企业成长的互联
网土壤。

数字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也是
立足开放共享的商业文明。张勇表
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能够
更好地助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让更
多合作伙伴、更多消费者、更多社会
组织能够参与到数字经济当中来，共
同分享数字经济成长的红利。”

10月20日，第六届互联网世界
大会在乌镇开幕。百度创始人、董事
长兼CEO李彦宏出席大会并发表演
讲。在大会全体会议演讲中，李彦宏
首次提到“智能经济”新趋势。

李彦宏认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
智能经济将在三个层面带来重大的
变革和影响：

首先是人机交互方式的变革。
“如果说过去20年是人们对手机的

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20年，那么未
来 20年将是人们对手机依赖程度
不断降低的 20年。”在智能经济时
代，智能终端会远远超越手机的范
围，人们将会以更自然的方式和机
器、工具进行交流。其次，智能经济
也会给 IT 基础设施层带来巨大的
改变。最后，智能经济会催生很多
新的业态。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乐观主义

者，李彦宏认为“人工智能不仅不会
毁灭人类，反而可以让人们获得‘永
生’”。“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干的
每一件事儿，甚至你的记忆、情感、意
识等都可以数字化存储下来，放在网
盘或云端，你的思维方式可以被机器
学习出来，通过技术进行现实还原，
就可以与后人进行超越时空的对
话。”他表示，“人工智能必将让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0月20日下午，第六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网上未成年人保护与生态
治理论坛”在杭州乌镇召开。本次论
坛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主办，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和腾
讯公司协办，汇集了中外各国的政府
官员、专家学者、国际组织和企业代

表等嘉宾，共同围绕未成年人的网络
保护、构建健康的网络生态等重要议
题，展开研讨和分享。

腾讯公司首席运营官任宇昕出席
了本次论坛，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
《共筑未成年人保护生态，创造数字社
会美好未来》的致辞。任宇昕表示，随
着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3.7%，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和生态治
理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互
联网行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保护意
识，积极做好网络生态的治理工作，为
未成年人构建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同时也要用发展的眼光，处理好互联
网和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让科技真
正为年轻一代所用，助力他们的成长。

10月20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在水乡乌镇拉开帷幕。在“网上
未成年人保护和生态治理论坛”上，
知乎创始人、CEO周源以《互联网已
过青春期，勇于担当才能行稳致远》
进行主题演讲。

周源认为，从万维网诞生开始计
算，互联网至今已有30年，中国互联
网行业的这二三十年，规模快速膨
胀、不断更新迭代，竞争纷乱而激烈，

缺乏约束与自省。“无论是人还是行
业，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青春期，知
敬畏、懂担当，正是青春期到成年期
本质的变化。”周源表示，“当流量之
争变成质量之争，优质内容和优良生
态，已经不是及格线，而是一家企业
能否行稳致远的核心和关键。”承担
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
所有企业的重要任务。

周源表示，中国的网络生态治

理，近一两年成效显著。主管部门瞄
准重点环节和突出问题，对网络中的
有害信息进行了有力整治，各项法律
法规也日益进步和完善。但互联网
企业作为责任主体，仍有许多作业要
补。他呼吁，互联网企业在坚守责任
的同时，更要做主流价值的裂变器、
正能量的放大器、社会进步的助推
器，让互联网成为推动社会更快进步
的强大力量。

乌镇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罗汉堂召集了一屋子包括诺奖得主
在内的经济学家，讨论了9个他们发
现的正在发生的有趣变化：在4G普
及的第二年，中国口香糖销量下降了
10%；2019年，中国ATM数量十年
来首次下降；杭州全城拆除了出租车
驾驶室隔离栏……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指出，这9个
有趣变化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它们都
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引起的，二是它
们带来的社会价值大多没有被计入
GDP指标中。

经济学诺奖得主、罗汉堂学术委
员迈克尔·斯宾塞认为，这个命题对发
展中国家意义重大，在数字技术时代，

忽略GDP之外其他维度的代价会越来
越大。因为衡量方式反馈到政策层
面，会给国家在基建、教育、医疗、扶贫
等方面的投入产生深远影响。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将数字经济
纳入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这个
问题已经很迫切了，“如果不尽快实践
很可能会导致发展前进中出错。”

乌镇声音

阿里巴巴张勇：新商业文明要打破大树底下寸草不生魔咒

百度李彦宏：人工智能将让人获得“永生”

腾讯任宇昕：为未成年人构建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知乎周源：互联网已过青春期，勇于担当才能行稳致远

罗汉堂诺奖得主：数字经济价值被低估，应计入G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