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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以“数字赋能
共创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世界
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
将在浙江乌镇拉开帷幕。

23日、24日两天时间里，
水乡乌镇以互联网的名义，再
次汇聚全球目光，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也将在现场持续
为用户带回精彩报道。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知名企业展示一批“黑科技”

22日，“互联网之光”博览
会在大会开幕前一天开馆，展
期共3天。阿里巴巴、华为、腾
讯、百度、奇安信、中兴、伊利等
130 家知名企业和机构亮相，
展示前沿科技成果。

阿里巴巴首次线下展示了
智能物流机器人“小蛮驴”，以及
面向未来的云电脑“无影”；腾讯
首次展出了腾讯医典即时体态
评估功能，这是腾讯在人工智
能动态图像识别方面的最新成
果；百度的展位上出现无人车和
小度机器人，百度虚拟AI助手

度晓晓也全新亮相。
今年，乌镇在智能办会方

面相较往年又有显著升级。记
者了解到，在嘉宾注册等全环
节，运用无感刷脸、一码通行、
红外感应等技术，进一步提升
智慧化服务水平。同时，着眼
于打造“365 天永不落幕的世
界互联网大会”，新建“一馆一
园一场”，推动互联网元素更深
入地融入乌镇的文化基因。

其中，“一馆”即开设互联
网科技成果展示馆，常态化展

陈世界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成
果；“一园”“一场”即建设全国
首个新基建5G+智慧互动体验
线上线下一体化公益性生态公
园，打造云上农业试验场，以沉
浸式体验和交互式场景生动展
示互联网带来的全方位变化。

“小而精”“新而活”
打造永不落幕的互联网大会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办会
形式有新特点。首先是取消举
办第七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改

为以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名
义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
网发展论坛”；其次，以“线下+
线上”形式开展各项活动，在乌
镇设置实景会场，无法到现场
的嘉宾可以线上参会；第三，论
坛规模有新调整，今年的论坛
将设置 1 场主论坛、5 场分论
坛，呈现“小而精”“新而活”的
崭新面貌。

从配套活动上看，世界互
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将
发布 15 项左右年度前沿互联

网科技成果；“互联网之光”博
览会将瞄准世界互联网最新发
展趋势和前沿技术动态，展示
具有全球引领力和创新力的技
术成果和产品应用；“直通乌
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主要展现
数字抗疫和互联网创新成果，
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工业互联网的创新与突
破”分论坛将以“数字赋能新智
造”为主题，来自阿里巴巴、正泰
集团、罗克韦尔等国内外工业互
联网领域的知名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将围绕如何推动工业互联
网赋能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转型展开对话交流。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一
以贯之的主题。”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赵泽良说，
今年论坛将秉持开放、平等、
互信、共赢理念，促进全球数
字赋能与经济复苏，携手各方
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
生机活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艾晓禹 张越熙乌镇报道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 日晚在北
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二阶段
会议，重点阐述关于可持续发
展问题的看法。

习近平指出，要打造包容
性、可持续、有韧性的未来，不
断推进全球减贫事业至关重
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拿出切实举措。

第 一 ，坚 持 发 展 优 先 理
念。以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为引领，加强发
展合作，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第二，采取全面均衡政策

举措。精准施策，应对因疫致
贫返贫。既要落实缓债倡议，
也要继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
要融资支持，推动基础设施和
互联互通建设。

第三，营造良好国际经济
环境。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
垒，以贸易促减贫、促发展，帮
助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全球
大市场。发挥数字减贫作用，
为中小企业、妇女、青年等弱
势群体提供更多脱贫致富机
会。

习近平强调，中国即将提
前 10 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目
标。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
7 亿多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

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愿同
各国一道，合力建设远离贫困、
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

与会领导人表示，二十国
集团应加大支持发展中国家克
服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
缩小数字鸿沟，消除贫困，赋予
妇女和青年更多教育和就业机
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实现包容性发展。减少碳
排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合力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恶化
等全球性挑战。

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宣言》。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
毅、何立峰等参加。

据新华社利雅得11月22
日电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22日
强调，发展循环碳经济对实现
未来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当
天举行的“守护地球”主题边
会上强调，二十国集团鼓励采
用循环碳经济方式，全面、综
合地管理排放，以减轻气候变
化的影响，使能源系统更清
洁、更可持续，增强能源市场
的安全与稳定。

会后发表的声明说，二十国
集团将继续致力于保护珊瑚礁
和海洋生态系统，并采取具体行
动应对土地退化和栖息地丧失
等问题。通过在环境问题上采
取协调一致的立场，二十国集团
承诺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包容、更
可持续、更有韧性的未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
次峰会 21 日以视频方式拉开
帷幕。此次峰会为期两天，由
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主办。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呼吁发展循环碳经济

水乡古镇的木门在“吱嘎”
声中缓缓开启，世界互联网界再
次瞩目“乌镇时间”。风云际会，
追“光”而来，自2014年首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成功
举办并永久落户以来，这里成为
纵论网络空间发展大势、展示信
息技术创新成果、共商网络空间
开放合作的“世界客厅”。

古老江南小镇邂逅求新求
变的互联网，开启了一扇透视中
国互联网发展的新窗口，承载着
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城市的
期待和使命。

走进乌镇，随时随地感知互
联网的脉动。桐乡市世界互联

网大会承办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吕国震说，智慧化应用项目在乌
镇纷纷落地，在全市域覆盖推
广。比如，在“互联网+智慧旅
游”的推动下，无感支付、刷脸入
住等受到游客欢迎；“互联网+智
慧医疗”开启“云医疗”新模式，
目前乌镇互联网医院日均医疗
服务量已突破10万人次。

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互联网
领域关注度最高的会议之一。
人工智能、5G、开源芯片等科技
热点，产业数字化、金融科技、
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前沿，网络
空间数据治理、网络空间国际
规则等议题，吸引着各路大咖。

同时，今年整体上保持了
世界互联网大会一贯的风格
和精神内核。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副主任赵泽良指出，今
年的论坛将继续坚持高端定
位，开展富有全局性、前瞻性、
战略性的思想碰撞，贡献具有
引领性、包容性的观点见解；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论坛、“一
带一路”互联网国际合作论
坛、人工智能论坛、工业互联
网创新与突破论坛等高端论坛
将继续举行。

“数字赋能，共创未来”。从
乌镇出发，一批互联网最新成果
和前沿技术，迅速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新引擎。
科技赋能，让互联网应用

走得更细。在位于桐乡的新凤
鸣集团，机器人正对纤维产线
编织窗进行扫描巡检。在 AI
处理+5G 传输下，每根直径不
到 0.001 厘米的细丝，都处于
精密智控中，一旦出现漂移、错
位，终端将马上预警提醒。

滴滴出行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程维表示，我国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不断增强，互联网事业取得重
大突破，有力推动网络强国建
设迈上新台阶，增强了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的互联网大会期间，华
为、阿里巴巴、腾讯、中国电科、
中国移动、爱普生等130家知名
企业和机构将展示最新的科技
成果，比如阿里巴巴的物流机器
人“小蛮驴”、云电脑“无影”，腾
讯的“数字方舟计划”，之江实验
室的亿级神经元类脑计算机、天
枢人工智能开源平台，国家（杭
州）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等。

为打造“365 天永不落幕
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年乌镇
开设全年开放的互联网科技成
果展示馆，涵盖了 5G、人工智
能、集成电路、区块链等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据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五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

重点阐述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看法

世界互联网大会今日乌镇召开
三大新变化呈现不一样的科技盛宴

“光”从“浙”里来 世界再次瞩目“乌镇时间”

11月22日，一位小朋友在中国联通展台
体验智慧教育的应用。 新华社发

11月22日，一位观众在百度展台参观自
动驾驶测试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