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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上接A01版
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

习近平强调，中共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
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
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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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
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对全球互联网
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对网络空间发展治理规律的
准确把握，对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发展互联网和数
字经济的真诚愿望。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对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以及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合作等进行了深刻
阐述，不仅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
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网络合作提供了新的机
遇。中国愿同各国一道，顺应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历
史机遇，以数字经济为重要驱动力，推动网络空间
开放、合作、交流、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要鼓励创新创造、增强发展活力，促进开放
合作、拓展发展空间，推动包容共享、夯实共赢基
础，强化协同联动、凝聚互动合力，促进安全可控、
构建良好秩序，建设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

黄坤明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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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王沪宁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中外嘉宾
代表，参观了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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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网络主权
发扬伙伴精神
共同搭乘互联网和
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新华社杭州12月3日电（记者
魏董华）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四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受到了与会
外国嘉宾的高度评价。

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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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世界五大洲的嘉宾带着关于互联网
的经历和思考齐聚中国江南水乡乌
镇。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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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鲁乙己说，中
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分享经济，培
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是对中
国经济的驱动力，也是对世界经济的
驱动力。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还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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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最大的独立影视剧内容发行
商美国赛点数字集团CEO克里斯·麦
格尔克说，我赞同习近平主席这一提
法。为此，世界各国应该在互联网发
展问题上更加紧密地合作，以确保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继续向着积极的方
向发展。

与会外国嘉宾评价说，贺信充分
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全球互联网发展
趋势的深刻洞察，对网络空间发展治
理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同世界各
国携手发展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真诚

愿望。
前来参会的英国PA图像常务董

事斯蒂芬·芒迪，在乌镇欣喜地看到了
数字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

“20年前我曾经来过中国，现在已经
很难辨认出过去的痕迹。最有趣的
是，我看到如今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
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并越来越多地触
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斯蒂芬·芒迪说。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
表示。

“我们相信这是全球网络空间政
策新的开始，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其
中才能够实现共同的利益，才能更加
有效、安全和公平地利用新技术革命
所带来的成果。”塞尔维亚贸易旅游与
通信部国务秘书塔提亚娜·马迪奇说。

大会专门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嘉宾
开辟了“互联网纪念林”，他们将在这
里亲手种植一棵梧桐树。中国梧桐，
其姿态挺拔，象征着各国嘉宾对共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蓝图寄于
美好的希望。

“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外国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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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新闻工作者要自觉走出去，走到全省各地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火热现场中，感受广大干部
群众开启新征程、谋划新作为的凌云壮志，融入全
省上下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的冲天干
劲里。只有走进去、沉下去、融进去，我们才能挖掘
到最新鲜的新闻“活鱼”，才能写出“有温度、冒热
气、带露珠”的新闻报道，才能通过这些鲜活的报
道，把党的十九大精神深深地播种到广大干部群众
的心田里，为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海南开花结
果、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凝聚起磅礴的力量。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新时代里，党的
新闻工作者担负着更加神圣的使命。广大新闻工
作者要追随党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的步伐，跟着
党再出发、跟着习近平总书记再出发，要用自己的
笔，写出信仰的味道，写出思想的力量，写出时代
的旋律，写进人民的内心，写出不愧于使命、不愧
于时代的新闻，书写新闻事业新的壮丽篇章。

书写“有温度”的
新时代好新闻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
黄。世界互联网又一次进入了乌镇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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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与国际社会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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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四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在与会中外嘉
宾中引起热烈反响。

中国理念，为世界提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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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主席以‘四个共同’简明、通俗、扼要
地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指明了
路径，这是对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
丰富和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
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互联
网发展也给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在贺信中，
习近平主席对世界互联网发展形势的

深刻洞悉和判断，获得了中外与会嘉
宾、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同。

“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
过22万亿元人民币，总量跃居全球第
二，占GDP比重超过30%。”听完习近
平主席的贺信，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副院长杨学成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看到，互联网自身的发展正在改
造整个传统产业，我们迎来了数字、数
据、信息技术的新时代，跟经济、社会、
治理等方方面面深度融合，伴随着物
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对传统领
域的改革正在加速。”

互联网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
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许
多新的挑战，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作
出判断，“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
入关键时期”。

对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
主任法图玛塔·恩达耶说：“过去几年
间，中国在互联网治理上提出‘四项原
则’、‘五点主张’等理念在国际社会逐
渐深入人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时
刻，没有人可以旁观，大家应该携手，
共同应对挑战，共享成果。”

中国经验，为世界注入新活力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出，“中共

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
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
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前来参会的英国PA图像常务董
事斯蒂芬·芒迪，在乌镇欣喜地看到了
数字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

“20年前我曾经来过中国，现在已经
很难辨认出过去的痕迹。最有趣的
是，我看到如今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
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并越来越多地触
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斯蒂芬·芒迪说。

从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到共享单
车、快递送餐……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不仅为中国百姓的生活带来更多便
利，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美团点评CEO王兴说，我们确实
感受到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
焕发出的新活力，感受到新旧动能的
接续转换。这是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的领先经验，对全球经济发展也
非常有借鉴意义。

“从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我看到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决心
和举措，令人振奋。”Airbnb爱彼迎联
合创始人、首席战略官及中国区主席
内森·布莱查奇克说，中国从国家领导
人到各级政府所持有的这种开放和扶
持的态度，鼓励了互联网及数字经济

行业和企业的积极创新，使得中国一
直走在世界前列，也增强了我们加大
在华投资信心，为我们深耕中国市场
提供了机遇和保障。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将进入快车道，这对我们既是机遇，
也是责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
经理刘烈宏说，我们希望企业之间能
够联合起来建立行业自律规范，推动
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建设和完善，为打
造支撑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共同努力。

“作为原创的共享经济模式，摩拜
单车目前已进入全球12个国家、200个
城市，展现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创新
活力。正是得益于国内开放、包容的政
策环境，我们才能够根植国内，走向世
界。”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CEO王晓
峰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对外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
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
针。共享经济已经成为未来全球经济
增长点，我们将抓住这一机遇，让更多
人加入简约、绿色、低碳的出行生活方
式，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便利。”

中国愿景，为世界擘画新蓝图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希望大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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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所长秦

安说：“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我们必
须理解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深
刻内涵，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才
能让更多人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
拥有更多获得感。”

中国的愿景，也是世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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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之后，我们希望泰国能沿着数字‘丝绸
之路’，与中国一道共享互联网发展的
成果和幸福。”泰国立法会秘书长万洛
比埃·翁哥欧对此充满信心。

塞尔维亚贸易旅游与通信部国务
秘书塔提亚娜·马迪奇表示，我们相信
这是全球网络空间政策新的开始，所
有的国家都要参与其中才能够实现共
同的利益，才能更加有效、安全和公平
地利用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成果。

“今天的互联网企业是时代的宠
儿。互联网企业从未遇到过如此机
遇，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担当起从未
遇到过的巨大责任。”阿里巴巴董事局
主席马云呼吁，我们要共同行动起来，
一起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一同
进入到新的共享、普惠、绿色的时代。

“因为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更好、
才会更持久、才会更健康。”

（新华社杭州12月3日）

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
——习近平主席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引起与会中外嘉宾热烈反响

据新华社杭州12月3日电（记
者魏董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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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
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在加速经济
发展、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
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
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中正发挥着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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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挝邮政与通信部副部长本沙

乐塞·肯纳翁表示，该倡议能够给我
们带来很多合作机遇，也能够使所
有参与国家之间达成更多共识，弥
补技术、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鸿沟，

希望通过这个倡议能够达成富有成
效的合作。

目前，许多从事“一带一路”建设
的企业都遇到了信息安全问题。在大
数据和云计算环境下，网络空间安全
面临巨大挑战。

“着眼未来，我们期待与各国保
持密切沟通，在促进民心交融、推进
数字技术应用、培育创新能力、释放
数字经济活力和共建治理体系等方
面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林念修说。

中国等7国共同发起倡议

开启“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