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记总书记嘱托

坚定不移把大数据战略行动向纵深推进

社论

贵州日报

“中国高度重视大数据产业

发展， 愿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

展机遇， 通过探索新技术、 新业

态、新模式，共同探寻新的增长动

能和发展路径。 ”

5月 26 日上午，2019 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的贺信在与

会中外嘉宾中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

一致认为，习近平主席为全球共享

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共同探寻新的

增长动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作为 2019 数博会主宾国代

表， 摩洛哥参议院副议长阿布戴

勒哈米德·苏依里表示，非常认同

习近平主席的倡议。 大数据是未

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很看重大数

据背景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接下来， 摩洛哥将与贵州签署协

议， 共同致力于大数据产业的合

作发展。 希望借助数博会这样的

平台， 吸引更多大数据领域的中

方企业来摩投资。

美国无限资本管理合伙人加

利福尼亚州门罗帕克市市议员及

前市长凯瑟琳·卡尔顿是第三次

来贵阳参加数博会。“我记得去年

习近平主席同样向数博会发来贺

信， 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政

府对前沿科技发展的重视。 这些

年，每次来参会，都会被贵阳这座

城市的发展活力所感染， 数博会

与会嘉宾分享的智慧更是令人受

益匪浅。 ” 凯瑟琳·卡尔顿说。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

发展， 对各国经济发展、 社会进

步、 人民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言简意

赅、意味深长，深刻反映了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人类命运未来发展之

间的联系。 ” 北京国脉互联信息顾

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爱军说，习

近平主席连续两年发来贺信，说

明国家领导人持续和高度关注以

大数据技术为主的前沿科技对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也殷

切期望这些新技术在我国新旧动

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中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

展中心先进制造商学院副院长姜

延宾说，习近平主席的贺信高屋建

瓴。融合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趋

势， 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

键。 当前，全球以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为特征的数字经济、智能经

济在快速发展，贵州在这方面已取

得巨大成效。 下一步，我们要以习

近平主席贺信精神为引领，奋力做

好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助力中国

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浙江有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张利江说，贺信指出，要通

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共同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

径， 这让大数据企业感到十分振

奋。 公司将继续以“数据场景 智

能应用” 为使命， 致力于以大数

据、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服务政

府、金融机构，共建数据生态，共

创数字中国。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我深

受鼓舞，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企业

的发展方向。 ” 北京搜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公共事业部总监季磊说，

搜狗公司是一个集互联网、 大数

据、人工智能为一体的典型技术创

新型企业。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在

技术和产品应用方面努力开拓创

新，为推动整个产业和行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提供智慧和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各

国需要加强合作，深化交流，共同

把握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机遇， 处理好大数据发展在法

律、安全、政府治理等方面挑战。

对此，育学园董事长、首席健

康官崔玉涛特别认同。 他认为，大

数据绝不是几个单位自己做出来

自己用这么简单。 比如，数据的搜

集、开发、传播，需要多部门、多学

科、多专业，甚至多国家、多地区

共同完成。

“要处理好大数据发展在法

律、安全、政府治理等方面挑战。

对此，我深有体会。 数博会与会嘉

宾分享的智慧经验， 对我们公司

安全性能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以

及未来市场的开拓都有重要借鉴

意义。 ” 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大中华

区总裁林育麟说。

如今， 数博会已经走过五年

不平凡的历程。 本届数博会与去

年相比，参会国家从 29 个增加到

59 个，参会世界 500 强企业从 15

个增加到 39 个， 参展企业从 388

家增加到 448 家， 其中国外参展

企业从 56 家增加到 156 家。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也引发了

本届数博会境外参展企业的强烈

共鸣。

“大数据带来的社会智能化

正在变革人类的生活、 工作和思

维模式， 人类也迎来新的生产生

活方式。我们通过动态定价、预测

分析赢得了市场竞争优势。 贵阳

在智能超市的试行中， 很多做法

给我们带来新的想法， 希望能与

贵阳加强交流合作， 携手共创智

能化未来。” 俄罗斯企业PAVEL�

PODKORYTOV 首席执行官巴

维尔·巴特科鲁托夫说。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杨蕾 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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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共同探寻新的增长动能

———习近平主席致 2019 数博会的贺信在与会嘉宾中引发强烈反响

贵州日报讯 （记者 许邵庭

田方）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 5 月 26 日在贵州省贵

阳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会

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当前， 以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 对各国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带

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各国需要

加强合作，深化交流，共同把握好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机

遇，处理好大数据发展在法律、安

全、政府治理等方面挑战。

习近平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

大数据产业发展， 愿同各国共享

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通过探索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共同探寻

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 希望

各位代表和嘉宾围绕“创新发展·

数说未来” 的主题，共商大数据产

业发展与合作大计， 为推动各国

共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 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出席开幕式，宣

读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并致辞。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

雷斯，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第一副

总书记、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苏莱

曼·欧姆拉尼， 埃及议会第一副议

长赛义德·谢里夫发来贺信。 摩洛

哥参议院副议长苏伊里， 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工

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致辞，省委

副书记、 省长谌贻琴主持开幕式。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杨

小伟致辞，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

厚麟发表视频致辞。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保罗·罗默， 图灵奖获得

者惠特菲尔德·迪菲， 中国工程院

院士高文发表演讲。省政协主席刘

晓凯，中央、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省

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

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开幕式。

王晨指出， 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发展大数据

产业的高度重视，对推动世界各国

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坚

定信念，对于推动大数据产业实现

新的更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晨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途

径，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

要内容，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

观需要。 中国将坚持贯彻新发展

理念， 进一步发挥数据的基础资

源和创新引擎作用， 加快推进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努力实现

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转变。 要

构建数字治理体系， 推动国家治

理现代化；缩小数字鸿沟，以大数

据助力脱贫， 服务社会、 造福人

民；加强互利合作，推动全球数字

经济发展， 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

享大数据发展成果。

王晨强调， 当今世界单边主

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但深化交流、 加强合作是人心所

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时代大

势。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享

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

挑战，共同促进大数据发展，共同

创造美好的数字未来，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王晨 25 日下午参观了展馆，

并集体会见部分中外嘉宾。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贺信中

说，大数据及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应用对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有巨大潜力，大数据向世界提供了

促进全球进步的卓越工具。 我们必

须共同努力，确保大数据及其生成

的技术被用于提升人类福祉，并将

其对发展、和平安全和人权的风险

降到最低，共同创造一个令人自豪

的数字世界，并传给我们的子孙后

代。 祝愿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取得丰硕成果。

苏伊里在致辞中说，当前，全

球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 大数据

改变了商业发展模式， 带来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 摩中两

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摩洛哥

正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 倡议

和实践中， 希望两国本着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寻找新的合

作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推动

更加务实、更加高效的合作，为两

国及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孙志刚在致辞中说，习近平主

席向 2019 数博会发来贺信， 令我

们激动自豪、倍受鼓舞、倍感振奋，

为办好数博会和发展大数据产业

注入了强大动力、 指明了前进方

向。贵州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

定不移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实施

“四个强化” 和“四个融合” ，把大

数据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决不辜负

习近平主席的关心关怀和殷殷重

托。 数博会已经成为充满合作机

遇、 引领行业发展的国际性盛会，

成为共商发展大计、共用最新成果

的世界级平台。 参加数博会，已经

成为全球大数据业界的一个约定

和时尚， 成为各界汲取丰富营养、

收获创新智慧的一种共识与追求。

期待各国各方深度参与到数博会

中来， 共同把数博会越办越好，为

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苗圩在致辞中说， 数据资源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大数据产业发展

方兴未艾。 我们要增强创新能力，夯

实产业发展基础；聚焦实体经济，推

进深度融合；加强数据治理，持续优

化环境；深化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 数博会打造了国内外瞩目的业

界盛会，在凝聚发展共识、促进各方

合作、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作

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将坚持不懈推

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如既往支

持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 努力开创

数字经济美好的未来。

杨小伟在致辞中说，贵州推动

大数据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成为我

国大数据发展的“试验田” ，数博

会已经成为全球大数据发展的“风

向标” 和“晴雨表” 。我们要加快掌

握大数据核心技术，不断深化大数

据开发利用，全面加强大数据安全

保障，积极推进大数据国际交流。

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

默就运用大数据赋能城市道路网

络管理进行分享。 图灵奖获得者

惠特菲尔德·迪菲探讨了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三者间的关

系。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围绕“信

息时代的人工智能” 主题，介绍了

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国内外知名企业嘉宾， 外国

政府机构官员及驻华使节， 两院

院士，有关省（区、市）代表，全球

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国内外媒体、 行业协会和咨询机

构的嘉宾代表参加开幕式。

据悉，本届数博会为期 4 天，

截至开幕式前，有来自 59 个国家

的近 2.6 万名嘉宾参会、448 个企

业参展， 其中参展世界 500 强企

业 3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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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数博会在贵阳隆重开幕

习近平向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王晨宣读贺信并致辞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等发来贺信

苏伊里 孙志刚 苗圩致辞 谌贻琴主持 刘晓凯等出席

杨小伟致辞 赵厚麟发表视频致辞

保罗·罗默 惠特菲尔德·迪菲 高文等演讲

习近平主席致 2019 中国国际

大 数 据 产 业 博 览 会 的 贺 信

值此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召开之际，我

谨向会议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蓬勃发展，对各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带

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各国需要加强合作，深化交流，共同

把握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处理好大数据发

展在法律、安全、政府治理等方面挑战。

中国高度重视大数据产业发展，愿同各国共享数字经

济发展机遇，通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共同探寻

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 希望各位代表和嘉宾围绕“创

新发展·数说未来” 的主题，共商大数据产业发展与合作大

计，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9 年 5 月 26 日

习近平主席贺信引发强烈反响

今日导读

孙志刚会见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一行

孙志刚会见苹果公司全球副总裁葛越一行

孙志刚会见绿地控股集团董事长张玉良一行

2019 数博会“大数据与全球减贫”高端对话举行

赛义德·谢里夫致贺信 谌贻琴致辞

“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高端对话举行

谌贻琴致辞 保罗·罗默等对话演讲

贵阳市举行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集中签约仪式

陈晏讲话 陈琳林晨曦顾伟谢鹏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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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数据减贫实践为全球提供借鉴经验

———从数博会“大数据与全球减贫”高端对话看中国减贫奇迹的贵州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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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6 日，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邓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