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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2月
3日上午在浙江省乌镇开幕。国家
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他个人的名
义，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 国际机构
负责人和专家学者、 企业家等各界
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希望大家集
思广益、增进共识，深化互联网和
数字经济交流合作，让互联网发展
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尊重网络主权
发扬伙伴精神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全球
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
期，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
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我
们倡导“四项原则”、“五点主张”，
就是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 尊重
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
事由大家商量着办， 做到发展共
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
参与、成果共同分享。

习近平强调， 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将进入快车道。 中国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 推动世界各国共
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
快车。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

大咖云集

泰国副总理巴金·詹东、蒙古
国副总理恩赫图布辛、 联合国副
秘书长刘振民、 苹果首席执行官
蒂姆·库克、思科首席执行官罗卓
克、 互联网之父罗伯特·卡恩、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等分别在
开幕式上致辞。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2月
3日至5日举行，主题为“发展数字
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来自五
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
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互联网企业
领军人物、互联网名人、专家学者
等共1500多名嘉宾参加大会。

12月2日， 第四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
光博览会在乌镇拉开帷
幕。 来自国内外400多家
知名企业为世界带来了互
联网界的最新科技产品。

敦煌壁画活起来

今年， 国家文物局首
次参加互联网之光博览
会，国家文物局以实物、视
频、 交互系统相结合的方
式， 鲜活呈现了近年来互
联网与中华文明深度融合
的最新成果。 参观者置身
现场， 可以通过一面高清
晰度的大屏幕， 近距离欣
赏精美的敦煌壁画、珍贵的
故宫藏品，如同身临其境。

官方为你定制专属回忆

在中国邮政展台，一
台名为“LOMO时光机”
的设备引起不少人关注。
手机扫一扫、发送一张照
片、打印，几个简单的操
作，一张属于自己的明信
片DIY当场就能制作完
成。 打印出来的明信片，
还可以当场邮寄出去。

一秒学会“变脸”神功

对着屏幕照镜子，脸
上却神奇地覆盖了张精
致的脸谱。这是什么高科
技？ 在腾讯觅影展台，记
者就体验了一把一秒“变
脸”。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该技术是使用了滤镜
加人脸再次识别， 因此，
只要用户一转头，再次识
别技术就能让人脸上的
脸谱发生改变，今后这样
的高科技技术将会应用
到交互性游戏上。

AI帮你看病诊断

在科大讯飞展台，智
能导医导诊机器人“晓
医”正在为“患者”服务。
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导医
导诊机器人“晓医”，能够
自动进行语音识别，为患
者提供导航、导医、咨询
等服务，支持声音、图像
等多种交互方式，减少导
诊人员重复性咨询工作。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
款智能导医导诊机器人
已经在安徽省立医院成
功应用。

7国共同发起倡议
3日，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中国、老挝、沙特、塞尔维亚、泰
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相关部门
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
际合作倡议》，标志着“一带一路”数
字经济合作开启了新篇章。

倡议内容包括， 扩大宽带接
入、提高宽带质量，促进数字化转
型，促进电子商务合作，支持互联
网创业创新， 促进中小微企业发
展，加强数字化技能培训，促进信
息通信技术领域的投资， 推动城
市间的数字经济合作， 提高数字
包容性， 鼓励培育透明的数字经
济政策，推进国际标准化合作，增
强信心和信任， 鼓励促进合作并
尊重自主发展道路， 鼓励共建和
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
空间， 鼓励建立多层次交流机
制。 ■据新华社

记者在博览会上捕捉到了
两家来自湖南的互联网企业，
它们推出的“蚁工厂大数据服
务云”与“大京出行APP”吸引
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它们的
产品向世界展示了湖南在互联
网方面的成就。

湖南蚁坊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蚁坊软件）作为大
数据领域的湖南代表企业，受
邀参加了此次互联网大会。蚁
坊软件是一家专业从事互联网
大数据分析的企业， 在舆情领
域颇具影响力的数据分析产品
有“鹰击”、“鹰眼”。

记者了解到， 蚁坊软件的
大数据分析产品主要是面向政
府的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系统。
“蚁坊软件凭借大数据方面的
技术优势对网上的信息进行
‘拾荒’与‘淘金’，做到‘早发
现’突发事件，为政府早报告、
早响应提供先机。”蚁坊软件副
总经理张明说道。

如果一款APP集齐了“预
约车位 ”、 “买车”、“卖车”、
“养车”等功能，你是否会选择
下载它?12月4日， 长沙大京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
京科技)的大京出行 (APP)将在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会场正
式上线。

“大京出行APP是从整体解
决汽车出行问题的角度来设计
的， 不是各类汽车APP的简
单叠加 ， 是通过互联网+物
联网技术 ， 环环相扣为用户
提供服务， 填补了汽车出行
互联网综合服务技术的空白。”
大京科技总经理罗会明表示。

■记者 张璐 王为薇

大咖们都讲了啥？
阿里巴巴马云：
未来30年要把机器变成人

对新技术与其担心，不如担当，
与其担心技术夺走就业， 不如拥抱
技术，去解决新的问题。过去30年，
我们把人变成了机器，未来30年，我
们将把机器变成人， 但最终应该让
机器更像机器、人更像人。人类有灵
魂、有信仰、要自信可以控制机器。
未来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一定会取
代大部分机械的工作， 而人类将会
从事更有创意、更有创造力、更有体
验的工作， 服务业一定会成为未来
就业的主要来源。

腾讯马化腾：
互联网企业将给各行各业解决痛点

新年代里， 新产品的迭代速度
以天为单位，大公司也是如此。过去
中国企业扮演新技术跟随者， 今天
要成为新技术的驱动者。

过去互联网企业是解决个人用
户的痛点。未来，互联网企业将给各行
各业赋能，解决全部痛点。

苹果CEO库克：
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

很多人都在谈论AI，我并不担心
机器人会像人一样思考，却担心人像机
器一样思考。我们相信AR（虚拟现实）
能够帮助人们工作，而且帮助人们在教
育医疗上有所突破，让世界更加美好。

技术的好处是普惠于民。 我们将
竭尽全力降低进入APP生态圈的门
槛。必须为技术注入人性，将价值观注
入到技术中。

谷歌CEO皮查伊：
未来是电脑适应人

6个月前在乌镇举办阿尔法狗
围棋比赛时，我们认为，这是AI发展
历程中的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谷
歌也在转型，从移动到AI。目前我们
已经跨越到AI阶段。 以前是人来适
应电脑，未来是电脑适应人。

计算将无处不在， 无论是办公
室和车里。 此外， 计算将以语音、视
觉等形式进行。 这些变化都可以让
数字经济超越互联网。 ■本报综合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

共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互联网大会·观点

互联网大会·倡议

AI诊病、一秒“变脸”，这些黑科技吸睛
互联网大会·黑科技

参观者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通过家庭智能终端与
家庭医生在线交流。 新华社 图

本年度最顶尖成果发布
3日，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
动发布今年互联网领域14项领先科
技成果和4项入围的先进技术。

分别是华为“3GPP�5G预商用
系统”、阿里巴巴的“ET大脑”、百度
“DuerOS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嘀
嘀的“基于大数据的新一代移动出
行平台”、 摩拜无桩智能共享单车、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世界首台光量
子计算机、基于“神威·太湖之光”超
级计算机系统的重大应用成果、微
软人工智能小冰、 高通公司5G技
术、特斯拉的能源方案、苹果公司的
AR�Kit等。

互联网大会·成果

12月3日，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在乌镇举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值CEO徐直军介
绍华为3GPP�5G科技成果。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