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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第六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 10 月 20 日在浙江乌
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互联网诞生
50 周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
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
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好、运
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互联网更好造

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
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责任，
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
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杭州 10 月 20 日电 10月
20 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
江乌镇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宣读
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主席贺信
提出的理念主张，充分体现了对互
联网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对增进
人类共同福祉的高度关切，展现了
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黄坤明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互联网诞生 50周年。在
新的起点上，应当牢牢把握发展机
遇，积极应对风险挑战，把网络空间

建设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发展共同
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要坚
持平等互利、包容互信、团结互助、
交流互鉴，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释放
数字红利，有力维护网络空间安全
秩序，让互联网成为促进变革创新、
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共赢之网。面
向未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发挥负责
任大国作用，努力做网络空间发展
的贡献者、网络空间开放的推动者、

网络空间安全的捍卫者、国际网络
空间治理的建设者，与国际社会共
同推进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进程，
更好造福世界、造福人类。

黄坤明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重
要嘉宾，参观了“互联网之光”博览
会。本届大会以“智能互联 开放合
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为主题，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 1500 名嘉宾参会。

习近平向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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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碧水轻摇、白墙黛瓦
之间，人工智能、5G、物联网
等成为“热频词”，世界互联
网又如约进入了乌镇时间。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
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
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
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

“发展好、运用好、治理
好互联网，让互联网更好造
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
责任。各国应顺应时代潮
流，勇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
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
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
贺信，在会内会外引起热烈
反响。

前景广阔，造福人民

“从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中，可以看出我们有信心，推
动互联网发挥更好的影响和
更大的作用。”中国工程院院
士邬贺铨表示，今年适逢互
联网诞生 50周年、中国全功
能接入互联网 25周年，互联
网行业持续蓬勃发展，中国
将大有可为。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对
世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提出
了殷切希望，再次鼓舞中国
互联网企业家们投身到数字
中国的建设中去。”快手科技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宿华
说，得益于国家在互联网基
础设施上的巨大投入，快手
等一大批科技企业快速成
长，见证、记录着国家日新月
异的发展进程。

“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正成为创新经济发展方
式的新引擎。信息技术为制
造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效
赋能，推动国家不断前进。”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
团董事长南存辉说，公司深
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努力探索物联网技术与智慧
能源的深度融合之路。

杭州大搜车集团首席执
行官姚军红说，当前传统汽
车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流
通市场急需变革，以降低车
辆消费门槛，提振消费市场
信心。大搜车采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开放
平台，精准对接传统工厂、商
家和客户，为消费者带来切
实利益。

旷视科技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印奇说，新一
轮互联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让从业者深
切感受到机遇与挑战并存。印奇表示，旷视始终坚持
自主创新，已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拥有自主研发深度
学习框架的公司之一，将努力帮助中国企业在人工智
能时代来临时，成为引领世界的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了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
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这让我们对抢抓新机遇、拥抱数字化，推动产业
升级的道路充满信心。”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
记徐良平说。

徐良平介绍，诸暨拥有 4家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还
将针对袜业、珍珠、铜加工三大主导产业企业的数字化改
造进行专项政策扶持。

共商、共治，加强网络空间治理

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局长
亚历山大·扎罗夫认为，新技术发展为各国合作应对网络
风险、开展共同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硬件支持。他建议，各
国应加强网络空间的相互信任，合力应对挑战和威胁，尤
其是打击互联网犯罪。

“网络空间是实体社会的延伸，大会将贡献网络治理
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凝聚国际社会最大共识，为互联
网未来格局演进指明方向。”浙江省委网信办主任朱重
烈说。

网络安全战略专家秦安说，尽管欧美等国提出了有
关打击网络犯罪的公约，但由于公约本身不完善，没有得
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目前世界范围内很难对网络犯罪
形成打击合力，直接影响网络空间治理力度。

秦安表示，此次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提出了“四个共同体”概念，标志
着一个全球网络治理高质量的新阶段，有助于各国在加
强自身网络治理的同时，建立和完善世界范围内的规则
体系，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提升。

“互联网新技术为经济社会注入动力的同时，也给
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世界各
国虽然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但对网络安全、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却是一致的。”奇安信集团董事长
齐向东表示，对习近平主席贺信中提出的共迎风险挑
战深有体会。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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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盛世中华，国之大典。
铁甲雄师滚滚向前、排山倒海，受

阅官兵步履铿锵、军威雄壮，游行群众
群情振奋、喜悦自豪…… 10 月 1 日，
20 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
众游行欢庆共和国 70 华诞，全球瞩
目，喝彩不断。

“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
礼乐交融”——国庆 70周年庆祝活动
是国之大典，绽放出风雨兼程、砥砺奋
进的璀璨光辉，激荡着不忘初心、团结
拼搏的爱国情怀，凝聚起共建和平、奋
斗追梦的磅礴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庆祝活
动是在第一个百年即将到来之际，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朝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奋进的一次伟
力凝聚；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征程上，全体中华儿女对共
同理想所作的一次豪迈宣示；是在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
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巍然屹立
于世界东方，并且愈发蓬勃、愈发健强
的一次盛大亮相。”

盛世盛典，启迪未来。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让我们高擎爱国主义伟
大旗帜，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强大奋进力量！

10 月 19 日，秋日长空下，天安
门城楼雄伟壮美。

天安门广场上，标有“祝福祖
国，1949-2019”的巨大花篮，引得
无数游人拍照留念。来自山东的李
先生谈起国庆当天盛况，仍难掩
激动：

“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重温那
一刻。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无比自
豪！”

诚如斯言，10 月 1 日天安门前
那壮阔一幕，早已深深镌刻在亿万
国人心中，点燃华夏儿女澎湃的爱
国热情。

气势如虹的盛大阅兵，意气风
发的群众游行，欢潮如海的联欢晚
会……一系列催人振奋的庆祝活
动，恰似打开一部 70 年奋进岁月凝
成的华彩典籍。

10 万名群众、70 组彩车组成
的群众游行，就像流动的史诗，勾勒
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迈
向强起来的奋进征程。

无论是“阅兵首次借助仿真
模拟系统”“气象全方位全天候加
密观测系统”等诸多运用尖端科
技的庆典保障服务，还是高铁、大
飞机等国之重器的展示……这场
庆典处处彰显着祖国日新月异的
变化。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 120
元，到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
“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拥有世
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从缺衣少

食到即将实现全面小康，告别千百
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今日之中
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庞大的机群掠过天安门上
空，划出祝福共和国 70 华诞的美
丽彩带，也留下跨越 70 年的时代
剪影。

《西班牙日报》网站文章如此赞
叹：与过去相比，今天的中国国庆阅
兵已是天壤之别！

2019 年国庆阅兵，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
庆阅兵，也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
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受阅装备
全部为中国制造，4 0 % 为首次
亮相。

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元帅的女
儿贺晓明动情地说：“看到新时代人
民军队的威武雄壮，想起共和国 70
年的非凡历程，就忍不住热泪盈
眶。”

“盛大的典礼其实也是对 70 年
成就的一次总体检阅。”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人民艺术家”王蒙深信，
“新中国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新中
国的成立、发展、建设是我一生的经
历，也是我创作的主题。”

有过多少奋斗拼搏，就有多少
豪情激荡。

千里奔涌，万壑归流。今日之中
国，正不断汇聚起澎湃的伟力。

这伟力，源自中国共产党坚强
有力的领导。

阅兵式中，一个细节意味深长：
习近平驱车行进至受阅部队最前方
的党旗、国旗、军旗前，面向旗帜行
注目礼。阅兵式上，《人民军队忠于
党》乐曲排在了阅兵式正式演奏音
乐的第一首。

群众游行时，一首歌曲万众齐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
副书记金民卿认为，这次盛大的庆
祝活动有力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大
团结的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关键是要依靠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才能有这么强大的组
织力”。

党兴国兴，党强国强。
无论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找寻光

明之路，还是领导人民确立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无论是改革出发前的
举旗定向，还是迈进新时代的稳舵
领航……始终拥有坚强的领导核
心，“中国号”巨轮才能乘风破浪、行
稳致远。

这伟力，源自人民作为国家主
人翁所迸发出的无穷干劲。

“中国人的日子好不好，你去看
群众脸上掩饰不住的笑容，那就是
最好的回答！”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
席技师戎鹏强由衷感慨。

攻关不止的科研人员，加班加
点的工薪族，挥汗如雨的农民工，不
辞辛劳的快递小哥……参加群众游
行的人们，共同绘就亿万中国人民
当家作主豪情万丈、奋发有为的宏
阔图景。

千人交响乐团和千人合唱团联
袂献艺，气势恢宏的大规模“快闪”
合唱，“人民万岁”的礼花夜空璀璨
绽放…… 10 月 1 日晚的联欢活动
美轮美奂、令人赞叹。

“这是一场行云流水、酣畅淋
漓的艺术盛宴！这是伟大的人民
群众创造的伟大奇迹！”谈及筹备
近一年的国庆广场大联欢，总导
演张艺谋感叹道：大部分演员都
是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在天安
门广场“嗨”起来，真切表达幸福
感和获得感，礼赞新中国、讴歌新
时代。

这伟力，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在探索、开创、发展中越走越
宽广。

宽阔的长安街上，历史的车轮
滚滚而过，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兴衰
荣辱，也标记着踏平坎坷成大道、砥
砺奋进永向前的伟大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
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社科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辛向
阳说。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站在新中国 70 年辉煌成
就的今天，更需要感怀筚路蓝缕
的来路，更需要铭记不懈追求的
梦想。

细心的人可以体会到，“我和
我的祖国”歌唱“快闪”、“伟大历
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 0 周年大型成就
展”、表彰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一系列庆祝活动筹
办精心细致、饱含深意，始终高扬
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始终贯
穿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主线。

梦想召唤，初心不改。
逐梦路上，英雄辈出。
右手敬军礼，左手抹眼角泪

水…… 1 0 月 1 日，庆祝大会群
众游行中，当礼宾车组成的致敬
方阵徐徐驶过天安门，86 岁老兵
关茂林的动情瞬间，让无数人
泪目。

70 年前开国大典当天，关茂林
和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下面待
命，保卫首都安全。

“开国大典一哨兵，七十国庆成
嘉宾。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奋斗的功臣，更加值得人
民的尊敬和爱戴。”关茂林说，他的
亲密战友们很多已经离世，“想到他
们无法看到这盛世，我的眼泪止不
住地往下流。”

盛世大典，以最高的礼遇向英
雄模范们致敬——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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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致敬”方阵。 新华社记者李尕摄

在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下，近 14
亿中国人民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阔步向前，今日之
中国如初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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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上，全体中华
儿女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必将创造新的
更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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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
乌镇开幕。

新华社记者张笑宇摄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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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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