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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16
日上午在中國的烏鎮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發表主旨演講。據中通社報道，海外媒
體對於習近平在演講中就共同構建網絡空間
命運共同體所提出的「中國方案」、國際網
絡反恐合作等話題予以高度關注。
路透社認為習近平就全球互聯網治理提
出了中國自己的方案和願景，關注習近平
關於維護網絡和平安全所作的論述。美聯

社在其網站發表了題為《習近平呼籲加強
互聯網治理合作》文章，報道了習近平在
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提出的構建互聯網治理
體系的主張。俄羅斯衛星網報道習近平在
演講中提出，國際社會應加強打擊網絡恐
怖主義的對話合作。英國《衛報》網站則
對習近平提出的構建良好的網絡秩序進行
了報道，並特別提到了習近平演講中的
「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的表述。

美國《洛杉磯時報》發表評論稱，中國
的「互聯網+」戰略將推動雲計算、網上
銀行以及移動互聯網業務的發展，從而加
促中國電子商務產業的蓬勃發展，實現金
融產業的升級改造，中國的互聯網產業已
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環。英國
廣播公司（BBC）也刊文稱，擁有超過
6.5億網民的中國將成為世界互聯網的重
要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
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昨日出席第二屆世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昨日出席第二屆世
界互聯網大會界互聯網大會，，在互聯網創新論壇就在互聯網創新論壇就
跨境電子商務的創新機遇發表演講表跨境電子商務的創新機遇發表演講表
示示，，香港科技初創企業成長環境日益香港科技初創企業成長環境日益
蓬勃蓬勃，，初創企業的數目已超過初創企業的數目已超過11,,500500
間間，，比去年增加四成比去年增加四成。。
據中通社報道據中通社報道，，楊偉雄指楊偉雄指，，除特區除特區

政府資助的培育中心或孵化器外政府資助的培育中心或孵化器外，，在在55
年間年間，，香港已經有香港已經有4545家共用工作空家共用工作空
間間、、培育中心或加速器培育中心或加速器，，絕大部分為絕大部分為
私營私營。。不少培育中的初創企業已獲得不少培育中的初創企業已獲得
國際與內地投資者支持國際與內地投資者支持，，成功打入海成功打入海

外市場外市場。。
他表示他表示，，多家跨國企業已在香港為相多家跨國企業已在香港為相

關行業設立加速器計劃關行業設立加速器計劃，，涵蓋醫療保健涵蓋醫療保健
和智慧城市等範疇和智慧城市等範疇。。香港的香港的「「金融科技金融科技
創新實驗室創新實驗室」」是繼紐約及倫敦後是繼紐約及倫敦後，，全球全球
第三個推行類似計劃的地方第三個推行類似計劃的地方。。
楊偉雄又表示楊偉雄又表示，，國家國家「「十三五十三五」」規規

劃建議的重點是結合劃建議的重點是結合「「互聯網＋互聯網＋」、」、
「「中國製造中國製造20252025」」和和「「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在下一代互聯網在下一代互聯網、、物聯網物聯網、、國際電子國際電子
貿易的標準與平台仍在形成時貿易的標準與平台仍在形成時，，香港香港
的軟實力可幫助將中國的標準與平台的軟實力可幫助將中國的標準與平台
演變成為世界的標準與平台演變成為世界的標準與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1616日上午在日上午在
浙江烏鎮開幕浙江烏鎮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
演講演講，，強調互聯網是人類的共同家園強調互聯網是人類的共同家園，，各國應該共同構各國應該共同構
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推動網絡空間互聯互通推動網絡空間互聯互通、、共享共享
共治共治，，為開創人類發展更加美好的未來助力為開創人類發展更加美好的未來助力。。1717日的日的
《《南方日報南方日報》》刊發題為刊發題為《《為全球互聯網治理貢獻中國方為全球互聯網治理貢獻中國方
略略》》評論員文章指出評論員文章指出，，這是互聯網治理邁向全球共享共這是互聯網治理邁向全球共享共
治模式的嶄新里程碑治模式的嶄新里程碑。。
文章說文章說，，當今世界當今世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
月異月異，，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
間間，，拓展了國家治理新領域拓展了國家治理新領域，，極大提高了人類認識世極大提高了人類認識世
界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改造世界的能力。。但與此同時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清楚看我們還要清楚看
到到，，互聯網領域發展不平衡互聯網領域發展不平衡、、規則不健全規則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秩序不合理
等問題日益凸顯等問題日益凸顯。。一方面一方面，，不同國家和地區信息鴻溝不不同國家和地區信息鴻溝不
斷拉大斷拉大，，現有網絡空間治理規則難以反映大多數國家意現有網絡空間治理規則難以反映大多數國家意
願和利益願和利益；；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世界範圍內侵害個人隱私世界範圍內侵害個人隱私、、侵犯侵犯
知識產權知識產權、、網絡犯罪等時有發生網絡犯罪等時有發生，，網絡監聽網絡監聽、、網絡攻網絡攻
擊擊、、網絡恐怖主義活動等成為全球公害網絡恐怖主義活動等成為全球公害。。面對這些問題面對這些問題
和挑戰和挑戰，，國際社會迫切需要作出改變國際社會迫切需要作出改變，，在相互尊重在相互尊重、、相相
互信任的基礎上互信任的基礎上，，加強對話合作加強對話合作，，推動互聯網全球治理推動互聯網全球治理
體系變革體系變革，，共同構建和平共同構建和平、、安全安全、、開放開放、、合作的網絡空合作的網絡空
間間，，建立多邊建立多邊、、民主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
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如何變革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如何變革？？面對這一歷史性命面對這一歷史性命

題題，，習近平主席在演講中提出了中國方略習近平主席在演講中提出了中國方略，，這是為人類這是為人類
互聯網發展作出的思想和制度貢獻互聯網發展作出的思想和制度貢獻。。主權平等原則是當主權平等原則是當
代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代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覆蓋各個領域覆蓋各個領域，，自然也適用於自然也適用於
網絡空間網絡空間；；網絡空間網絡空間，，不應成為各國角力的戰場不應成為各國角力的戰場，，更不更不
能成為違法犯罪的溫床能成為違法犯罪的溫床；；維護網絡空間秩序維護網絡空間秩序，，必須堅持必須堅持
同舟共濟同舟共濟、、互信互利的理念互信互利的理念，，擯棄零和博弈擯棄零和博弈、、贏者通吃贏者通吃
的舊觀念的舊觀念；；網絡空間不是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法外之地」，」，既要提倡自既要提倡自
由由，，也要保持秩序也要保持秩序，，讓互聯網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讓互聯網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
基於對這些關鍵性問題的思考基於對這些關鍵性問題的思考，，習近平主席明確了全球習近平主席明確了全球
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應該堅持的四大原則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應該堅持的四大原則：：尊重網絡主尊重網絡主
權權、、維護和平安全維護和平安全、、促進開放合作促進開放合作、、構建良好秩序構建良好秩序。。這這
些原則充滿前瞻性些原則充滿前瞻性，，為國際社會齊心協力構建網絡空間為國際社會齊心協力構建網絡空間
命運共同體奠定了思想基礎命運共同體奠定了思想基礎。。
文章強調文章強調，，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不僅是理念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不僅是理念，，更應該更應該
成為各國的共同行動成為各國的共同行動。。習近平主席為此提出五點主張習近平主席為此提出五點主張：：
加快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促進互聯互通，，讓更多發讓更多發
展中國家和人民共享互聯網帶來的發展機遇展中國家和人民共享互聯網帶來的發展機遇；；打造網上打造網上

文化交流共享平台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進交流互鑒促進交流互鑒，，推動世界優秀文化交流互推動世界優秀文化交流互
鑒鑒，，推動各國人民情感交流推動各國人民情感交流、、心靈溝通心靈溝通；；推動網絡經濟創新發推動網絡經濟創新發
展展，，促進共同繁榮促進共同繁榮，，促進世界範圍內投資和貿易發展促進世界範圍內投資和貿易發展，，推動全球推動全球
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發展；；保障網絡安全保障網絡安全，，促進有序發展促進有序發展，，推動制定各方普推動制定各方普
遍接受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遍接受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共同維護網絡空間和平安全共同維護網絡空間和平安全；；構建構建
互聯網治理體系互聯網治理體系，，促進公平正義促進公平正義，，應該堅持多邊參與應該堅持多邊參與、、多方參多方參
與與，，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願和利益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願和利益。。這些主張務實有這些主張務實有
力力，，為建立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的全球互聯網治理新體系指明了基為建立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的全球互聯網治理新體系指明了基
本路徑本路徑。。
文章呼籲文章呼籲，，國際社會應該攜起手來國際社會應該攜起手來，，秉持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秉持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為國際網絡空間打造一個共享共治的美好時代為國際網絡空間打造一個共享共治的美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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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關注網絡安全「中國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周方怡 烏

鎮報道）浙江省省長
李強昨日在第二屆世界互

聯網大會「互聯網+」分論壇「智能
製造轉型與升級」議題現場發表主旨
演講說，以智能製造為主攻方向的信
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是中國工業
經濟「彎道超車」的最佳路徑。

他指出，世界經濟進入一個
整體速度放緩的「彎道」，作
為全球第一製造大國的中國面
臨着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發展
中國家低成本競爭的「雙向擠
壓」。他認為，以新一代信息
技術為基礎、以「互聯網+製
造」為趨勢的新工業革命，是
中國製造擺脫「雙向擠壓」的

戰略機遇；以智能製造為主攻方向的
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是中國經
濟彎道超車的最佳路徑。

互聯網成浙經濟增長新引擎
李強表示，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

經濟成了浙江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今
年前三季度，該省規模以上電子信息
製造業新產品產值率達50%。當前，
浙江的二產比重仍佔46%，打造浙江
經濟升級版，就必須先打造浙江製造
升級版。李強認為，中國發展智能製
造，要依靠市場的力量，並集聚高端
要素，人才是智能製造的關鍵，更要
找到撬動點，隨着機械人的廣泛使
用，智能工廠、無人車間的不斷湧
現，中國必將迎來智能製造的一次新
浪潮。

李強：智能製造助中國經濟「彎道超車」

網信辦副主任：借互聯網傳播優勢 推動民族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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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方怡 烏鎮報
道）世界互聯網大會分論壇之一「互聯網文
化與傳播」論壇昨日在浙江烏鎮舉行。中國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任賢良在會上
表示，在互聯網時代，推進文化傳承與創新
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使命，必須樹立「人

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處理好不同民族文化
的關係。
任賢良表示，互聯網具有開放性、多樣性，
但決不是不要秩序的自由和毫無節制的個性張
揚、非理性的宣洩，其包容和分享也決不是良
莠共生、善惡不分。應當運用互聯網的力量推
動世界文化多樣化廣泛交流，推動世界文化平
等發展，促進世界文化融合發展。

未來互聯網為中英文世界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

會上表示，互聯網是從資本要素之後影響我
們人類最重要的第二大要素。人類歷史上真

正的大眾文化就是從互聯網開始，但現在互
聯網時代強勢文化越來越強勢，弱勢文化越
來越弱勢。互聯網也在改變原有的經濟結
構。互聯網的空間需要改革，這個秩序要重
新建立。「互聯網以後的世界就是英文和中
文，現在英文還是強勢，中文還是比較弱
勢，但是唯一能和英文相抗衡的就是中
文。」
此外，維基百科創始人吉米．威爾士表

示，人們要學會如何更好地借手機傳播自己
民族的文化。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總裁蔡紹中
提出，在網絡上做跨文化的宣傳，跨文化的
傳播，跨文化的保存。

楊德斌：港推智能城市引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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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國家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

任任、、第二屆世界互聯網第二屆世界互聯網

大會組委會主任魯煒大會組委會主任魯煒

1717日在烏鎮會見了前日在烏鎮會見了前

來參會的香港嘉賓並進行座談和交流來參會的香港嘉賓並進行座談和交流。。魯煒魯煒

在會見中鼓勵香港各界尤其是青年人積極投在會見中鼓勵香港各界尤其是青年人積極投

身互聯網事業身互聯網事業，，在在「「互聯網互聯網++」」的各個領域的各個領域

施展身手施展身手，，通過網絡經濟助推香港創新發通過網絡經濟助推香港創新發

展展。。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俞晝俞晝 烏鎮報烏鎮報
道道））從智能手機到智能手錶從智能手機到智能手錶、、手環手環，，
再到智能眼鏡再到智能眼鏡，，越來越多的智能終端越來越多的智能終端
將發展到各行各業將發展到各行各業，，影響人們的衣食影響人們的衣食
住行住行。。香港特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香港特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
德斌在世界互聯網大會德斌在世界互聯網大會「「智能終端研智能終端研
製與合作製與合作」」分論壇上表示分論壇上表示，，香港在推香港在推
動智能城市的發展上動智能城市的發展上，，也可適當地考也可適當地考
慮引用國家標準慮引用國家標準，，讓廠家或者產品的讓廠家或者產品的
開發者可以用香港作為一個智能試開發者可以用香港作為一個智能試
點點，，再推向內地市場再推向內地市場。「。「物流網與智物流網與智
能終端是一個萬億級的市場能終端是一個萬億級的市場，，香港也香港也
要參與其中要參與其中。」。」
據了解據了解，，深港澳智慧城市聯盟去年深港澳智慧城市聯盟去年

在深圳高交會期間成立在深圳高交會期間成立，，今年又有台今年又有台
北加入北加入。「。「兩岸四地首次結盟兩岸四地首次結盟，，深入深入
研究研究、、精準把握智慧城市發展的態精準把握智慧城市發展的態
勢勢，，有利於合作共贏有利於合作共贏。」。」
楊德斌提出楊德斌提出，，在移動通信與數據傳在移動通信與數據傳

輸領域輸領域，，兩岸與港澳可共同參與制定兩岸與港澳可共同參與制定
雲計算應用標準和最佳實踐雲計算應用標準和最佳實踐，，統一應統一應
用於兩岸與港澳用於兩岸與港澳，，推動廣泛採用雲計推動廣泛採用雲計
算以至移動商務服務算以至移動商務服務，，進一步為往來進一步為往來
兩岸與港澳之間的商務人士帶來方兩岸與港澳之間的商務人士帶來方
便便。。楊德斌透露說楊德斌透露說，，移動功能有不少移動功能有不少
是透過雲端系統提供是透過雲端系統提供，，目前目前，，香港特香港特
區正積極與內地攜手合作推動雲計區正積極與內地攜手合作推動雲計
算算。。

■■楊偉雄楊偉雄（（右右））與國家互聯網信息與國家互聯網信息
辦公室主任魯煒會面辦公室主任魯煒會面。。 中通社中通社

■■正在浙江省桐鄉市烏鎮正在浙江省桐鄉市烏鎮
舉行的舉行的「「互聯網之光互聯網之光」」博博
覽會是世界互聯網大會的覽會是世界互聯網大會的
主要內容之一主要內容之一。。 新華社新華社

■■「「互聯網之互聯網之
光光」」博覽會展博覽會展
示的自平衡示的自平衡
車車。。 新華社新華社

■■陪伴兒童陪伴兒童
的機械人的機械人。。

新華社新華社

■■吉米吉米··威爾士威爾士((中中））與蔡紹中與蔡紹中（（左左））在論在論
壇現場壇現場。。 記者周方怡記者周方怡 攝攝

李強李強

與港代表團座談 鼓勵港青投身互聯網事業與港代表團座談 鼓勵港青投身互聯網事業

魯煒指出，互聯網已成為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抓手。香
港要以此為契機，積極推動互聯網與實業跨界融合，

大力發展網絡經濟、數字經濟，發展物聯網、大數據，力爭
成為互聯網創新中心，繼續在世界和區域經濟格局中發揮重
要作用。魯煒說，借助互聯網經濟可以提振港人信心和激
情，讓更多青年看到實現夢想的希望和前景，讓技術創新成
為年輕人創業的動力、創新的亢奮點。

發揮優勢 對接內地 實現共贏
魯煒表示，中國已

經是名副其實的網絡
大國，正一步步從大
到強，邁向網絡強

國。目前有近6.7億網民，還有7億的「潛在」網民。未來
幾年，老網民要提升、新網民要發展，市場潛力十分巨大。
面對這一難得的機遇，香港可以進一步和內地對接發展網絡
經濟、數字經濟，分享市場，實現共贏。在內地改革開放的
進程中，香港過去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在這一波網絡
經濟的浪潮中，香港可以繼續發揮優勢，與內地省市及網信
企業協同發展。
香港代表團是第二次組團參加世界互聯網大會。今年的代

表團由19人組成，主要來自特區政府、網絡媒體、科網企
業和行業團體，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擔任團長。期間，
代表團先後出席開幕式、參加海峽兩岸和香港澳門互聯網論
壇、參觀「互聯網之光」主題展覽，還參加了多場分論壇及
交流活動。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參加會見。

■■「「互聯網之光互聯網之光」」博覽會展示的博覽會展示的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新華社新華社

：魯煒：發展網絡經濟 保持香港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