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提出!互联网
!

"的意图比较

明确#就是要推动经济提质升级

!"互联网
!

# 不是找最容易的领

域$而是找比较难%对国家整个经济转

型和发展方式转型具有意义的领域去

推动&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

说&

!互联网
!

'行动的提出$最大的焦

点在于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

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高新民认为$!互联网
!

'行动下将

有三类企业主体(互联网企业%驱动升

级的技术支撑企业以及转型后的一些

传统企业&

!互联网企业所擅长的是融合生

活服务业 $ 总体被包含在国家行动

中&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

研究所
"#$

产业研究部主任何伟说$

!国家提出 )互联网
%

* 的意图比较明

确$就是要推动经济提质升级$主要是

融合工业等$ 属于较高层次的战略性

规划& '

互联网融合工业的威力$ 在美国

!工业互联网'倡导者通用电气公司负

责人看来是可以量化呈现的( 在商业

航空领域$工业互联网技术每节省
&'

的燃油$ 未来
&(

年将预估带来
)**

亿

美元的收益+在燃气发电领域$工业互

联网每节省燃油
&'

$未来
&(

年将带来

++*

亿美元的收益+ 至于医疗系统$每

减少
&'

的系统低效率$未来
&(

年将带

来
+)*

亿美元的收益,,

!数据显示$假设说提高生产力从

&'

到
&,('

$未来
-*

年可以预见$互联

网将使人们的收入提高
-('

到
.*'

& '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

事长邬贺铨说$!人们期待$ 互联网进

入产业应用以后$ 将带来的新一轮产

业变革& '

全球最大制造业!

!

"互联网$两种

优势叠加# 将给中国带来新的产业增

长契机

中国传统产业$尤其在工业领域$

正以独特的 !叠加优势 '$等待 !互联

网
%

'引擎的全面发动&

!中国制造业有规模优势$是全球

最大的制造业$门类齐全+中国的互联

网也发展迅猛$用户规模最大$产业实

力仅次于美国$ 拥有全球级别的竞争

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辛勇飞说$ 两种优势叠

加$将给中国带来新的产业增长契机&

从苏宁开设 !云店 '%线上线下结

合$到海尔!人人是创客'的实践$传统

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拥抱 $

更像是产业谋求自我蜕变的凝练 %重

构过程&

!整个互联网与工业融合趋势之

下将形成新的生态体系( 工业大数据

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工业云计算服

务%融合应用解决方案等业态将出现$

规模庞大的新兴市场应运而生& '辛勇

飞说&

数字化营销%协同工作%共享服务

将成为比较容易率先实现互联网化转

型的企业领域

正确合理的!路径选择'对于推动

!互联网
%

'行动至关重要&

指导意见给!路径选择'提供了空

间$ 意见明确让产业融合发展拥有广

阔空间& 企业拥抱互联网将得到开放

包容的政策环境&

当下 $ 产业 !探路者 ' 已经启

程---

-*&.

年$!

/0%

' 计划的实施$让

京东和硬件行业制造企业变成了新的

创新综合体(京东每日销售%库存%流

量数据将共享给产业链&

!拥有大数据 $ 通过构建账户体

系$ 互联网服务可以记录消费行为 $

发掘价值 $ 从而实现
1-2

的模式转

变& '前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众海投

资创始人鲁众认为$数据挖掘成了目

前零售业%广告传媒业!触网'的重要

途径&

而对徐工集团的!大块头'工业机

械设备而言$!触网' 意味着给自身工

业产品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徐工集团通过
34

%

.4

网络实时收

集工业机械设备的运行时间% 运行状

况%油耗%工况信息%历史轨迹等数据&

!后台大脑' 计算并远程维护这些设

备&

以徐工为代表$ 工业企业探索融

合传感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为产品增加价值&

无论横跨哪个领域% 门类$ 可以

说$!互联网
%

'都是一个融合创新的过

程&

何伟说(!距离终端用户越近的行

业$变革将越早发生+开放程度越高的

环节$互联网融合将越深& '

!具体到当前国内的行业 $ 预计

数字化营销 %协同工作 %共享服务将

成为比较容易率先实现互联网化转

型的企业领域& '用友网络董事长王

文京说&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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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眼中的!互联网%'行动

!

新华社记者 李峥巍 杨步月

!!!!!!

国务院
$

日全文发布 (关于积

极推进 !互联网
%

" 行动的指导意

见)#!互联网
!

" 再次成为人们热议

的话题*

!互联网
!

" 行动的意图究竟何

在+ 拥抱互联网#究竟哪些领域比较

容易实现互联网化转型+新华社记者

就此采访了部分专家,企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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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推动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写在!七七'全民族奋起抗战 <5周年之际

!

新华社记者 周亮 肖春飞 华春雨

古都烽火

那年夏天$ 北平溽热难熬$ 空气湿

重& 老人们回忆$天空似乎在酝酿一场风

暴&

入夏后$ 还不懂事的学芬和
=

岁多

的哥哥学武$经常啼哭& 父亲就一手抱起

一个$一边走一边哄&

他们的父亲名叫赵登禹$ 时任国民

革命军第
>?

军
@3>

师师长& 殉国时$

3?

岁$ 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牺牲的

第一位师长&

在他的身前和身后$ 无数英勇的中

国军人倒下了$鲜血浸染大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继

而步步蚕食华北$残缺的中国$无数家庭

被碾碎&

日寇发起攻击时$ 北平实际上已三

面被围$只剩西南面尚有
>?

军驻防&宛平

一失$北平将变孤城&

!夺回卢沟桥. '

命令下达时$手持大刀的
>?

军士兵

群情激奋---杀敌报国的时候到了.

北京丰台大红门$赵登禹殉国处$当

年是一片高粱地&

<

月
>5

日$ 因汉奸出

卖$日军设伏$击中了率部途经的他&

同一天$

>?

军副军长佟麟阁喋血南

苑$壮烈牺牲&

次日$北平沦陷&

赵登禹% 佟麟阁倒下了$ 但这个国

家$却不会倒下&

血肉长城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 一个以人

民解放%国家发展为己任的政党$秉持民

族大义$肩负历史重任$显示出强大气魄%

广博胸襟和远见卓识&

卢沟桥战斗打响$ 中共中央迅即于

次日发出致全国同胞的通电 $ 大声疾

呼---!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

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

出路. '

一股又一股的爱国力量$ 聚集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 一浪接一浪的

救亡呼声$山崩海啸般爆发&

团结御侮的阵线筑起了& 以国共两

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了一切抗日的阶级%

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

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力量&

古老的万里长城$处处残破%颓圮$

而一道由中华儿女用血肉筑成的团结的

长城%自强的长城$在群山间屹立$在大地

上横亘&

共克时艰

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

太原会战,,中国军队节节抵抗$ 悲壮

惨烈&

台儿庄%平型关%长沙保卫战%宜昌

保卫战,,中国军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

胜的狂言&

国共合作$各派携手+军队抗敌$万

众支援+正面战场英勇抵御$敌后战场硝

烟迷漫,,在沉沦中奋起的中华民族$

不畏强敌%不计代价$给侵略者以沉重打

击&

河山大半沦丧$ 神州处处焦土---

中国$依然顽强挺立&

!九一八'之后的
5

年$中国基本上一

力支撑$为同盟国赢得了备战时间$为人

类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立下不可

磨灭的功勋&

到处是身死家国的战士$ 到处是宁

死不降的硬骨&

他是一只蓝天雄鹰---阎海文 &

@?3<

年
5

月
@<

日$在淞沪抗战中跳伞误

入日军阵地$誓死不降$用佩枪击毙数名

敌人后$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年仅

>@

岁&

在对阎海文的报道中$ 当时日本大

阪 /每日新闻0 感叹(!中国已非昔日支

那. '

北京档案馆收藏了一幅珍贵照片(

@?35

年
+

月$ 白求恩大夫到晋察冀边区

驻地阜平$受到聂荣臻等人的热烈欢迎&

广大爱国民众纷纷投身抗战$参军%

支前%修路%转运,,

海外爱国华人华侨捐款捐物$ 许多

人回国直接参战,,

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伸出援手,,

喋血沙场

仅相隔一天$ 中华民族的两位将星

相继陨落& 一位在华北太行山$一位在缅

甸野人山&

他们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中

国远征军
>**

师师长戴安澜&

@?.>

年
(

月
>(

日$左权将军在山西

辽县麻田十字岭突围时牺牲& 日寇获悉

后$竟掘坟拍照$激起华北军民的复仇怒

火&

在河北涉县莲花山下$八路军总部为

左权修了陵墓&公葬那天$!为左权将军报

仇'的呼声响彻云天$当场有
(**

多名青

年报名参军$八路军为此成立了独立营&

(

月
>+

日$ 戴安澜将军在缅甸的莽

原中牺牲$将士们抬着他的遗体$翻山越

岭运回国内&

今天$在四川建川博物馆的!壮士广

场'$ 屹立着左权将军% 戴安澜将军的塑

像& 在那里$国共两党两百多位抗战名将

和著名烈士$站在中国地图图案上&

杨靖宇%赵尚志%彭雪枫%张自忠%吉

鸿昌%蔡炳炎%赵一曼+八路军!狼牙山五

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四行仓库!八

百壮士',,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名字$永

远映照在历史的天空&

百炼成钢

@?3<

年
@@

月$ 聂荣臻率领
3***

余

人的武装$ 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建

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这里$一个名词诞

生了---!子弟兵'&

!子弟兵'生动诠释了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武装来源于人民%根植于人民$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新型军民关系$ 很快

家喻户晓$越叫越响&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八路军%新

四军和敌后解放区能在严酷的战斗条件

下得到大发展$ 从根本上讲是人民战争

的胜利& 通过充分动员人民$以弥补武器

条件的不足$ 以长期牵制并拖垮强大的

侵略者& '

人民战争思想$ 是对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思想贡

献$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理论创新的典范&

送儿参军% 送夫参军,,广大农民

被动员起来了$根据地军民一体%协力抗

战&

扫荡%清乡%蚕食%!三光'%囚笼%无人

区,,日伪军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在

共产党八路军% 新四军开创的敌后抗日

根据地展开灭绝人性的遏制战术$ 但收

效甚微&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贺新城说$ 大规

模游击战争的展开$ 使日军不得不放弃

其擅长的大兵团作战方式$ 以高度分散

的配置来对付陌生的游击战争$ 被拖入

持久战轨道&

磅礴力量

@?.+

年
<

月
>5

日$赵登禹%佟麟阁

将军殉国
?

周年纪念日&北平军民沉痛举

行公祭大会$为两位英烈送行&

满眼素白%人群肃立& 赵登禹和佟麟

阁的灵位被请入八宝山忠烈祠&

新中国成立后$ 赵学芬终于回到出

生地$首都北京&她拿到了!革命牺牲军人

家属光荣纪念证'$ 编号为 !北京字第

***5*

号'$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

没有亲历过战争磨难的人$ 可能无

法完全体会老人内心对亲人的无尽思

念$对战争的切齿痛恨+没有经历过命运

沉浮的人$ 可能难以完全感受老人对中

国发展进步的骄傲$ 对早日实现民族复

兴的热切渴望&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程中$中

国人民向世人展示出的爱国情怀% 民族

气节%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念$如无声的命

令%隐隐的号角$催促今天的人们继续奋

发努力&

?

月
3

日$一场展现中华民族光荣与

梦想的大阅兵$将在北京举行&

这将是一个告慰英灵的庄严时

刻---今日中国$已站在发展新高度$加

快走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

这将是一个宣示立场的重要时

刻---中国决心与爱好和平的国家与

人民一道$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

果和国际公平正义$维护来之不易的和

平&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

创未来---

中国抗战熔炼出的宝贵精神财富$

薪火相传$凝聚起实现国家强盛%维护世

界和平的磅礴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枪声响起时#赵学芬两岁多#正在北

平鼓楼方砖厂胡同的家里#甜甜入梦-

这天是
)*+"

年
"

月
"

日-枪声来

自京郊宛平城#卢沟桥-

从此#赵学芬再也没见过父亲-

!七七事变"# 是日本法西斯蓄意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

黑云压城%山河破碎- 然而#英勇

的中国人民没有被压倒# 而是团结在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旗帜下#同仇敌忾%奋起抗击#

铸就一道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 并第

一次赢得抵御外敌的全面胜利# 开辟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青史如鉴#使命如山-

",

年过去了# 中华民族已远离任

人宰割的羸弱不堪# 正比任何时候更

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新征

途上#中国人民继承先烈遗志#发扬抗

战精神#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3

月
!

日!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旁的烈士广场!一名母亲为孩子讲述民族

英雄赵一曼的英勇事迹" 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众多游客来到哈尔滨

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右图为一名访客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

馆内参观记录" 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

!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又结硕果

金正大!五个 "工程"全面提速中以农业合作

!!!!!!

中以农业合作签约仪式
/

月
.4

日

在山东临沂举行& 以色列利夫纳特%瑞

沃乐斯等国际知名企业与中国金正大

等企业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作为

我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内容$ 此次

合作$中以双方将在优良品种%精准施

肥%高效节水%智能管控等现代农业技

术研发推广方面展开广泛合作& 来自

农业部%临沭县政府 %农资领域 %以色

列中国大使馆及以色列企业代表等

-5##

多人参加这次盛会&

作为齐鲁大地上的行业领先的高

科技企业$金正大一直扮演着中外农业

交流的 !先锋'& 金正大先后
6

次西行

!取经'$ 组织农业方面的专家学者%种

植大户等到以色列深入学习先进农业

技术$并与以色列签订了一系列的农业

合作和交流项目$使中以农业的合作领

域不断扩展和常态化&

金正大助推中以合作的行动得到

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5-6

年
/

月$首批!以色列水肥一体化国际培训

交流活动团'赴以色列参观交流$以色

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先生接见了万连步

董事长$!以色列1中国水肥一体化技术

应用国际峰会'举行+同年
--

月$以色

列前总统佩雷斯会见万连步 $ !金正

大---利夫纳特农业科技研究中心'揭

牌+今年
-

月$金正大第三次开展!以色

列现代农业技术交流培训'活动$万连

步会晤以色列农业部部长沙米尔 +

6

月$ 金正大与希伯来大学
7899:*

技术

转化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通过这些合

作$金正大打造了我国对外农业合作的

!桥头堡'$为!一带一路'战略和我国农

业现代化积累了可贵经验&

据悉$ 金正大计划用五年时间$全

面与以色列相关企业%高校院所%政府

部门等合作$建设!五个
-

工程'$即启

动
-5

个中以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

-55

个农化服务中心建设 %

-555

个农艺师

培训 %

-5555

块试验田建设 %

-55555

名

农业示范户$鼎力助推中国农业的现代

化发展&

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认为$中

以合作!五个
-

工程'的建设$将更好地

促进中以农业合作的成果落地$ 促进

以色列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国内

的应用$ 全方位开启中以农业的深度

合作模式&

交房公告
尊敬的周口华耀城

;

区业主(

衷心感谢您和家人一直以来对周口华耀城的关注和支持. 经所有团队的

共同努力$我公司开发的
;

区交易市场已竣工验收合格$具备交房条件& 为便

于业主收房$我公司定于
.5-!

年
/

月
<5

日至
.5-!

年
3

月
<-

日2每日
"=55

-

-3=55

3集中办理交房手续$请各位业主按/入伙通知书0要求携带相关资料和费

用$按时前往周口华耀城
;

区办理房屋交接手续&

咨询电话(

5<"6

-

4-5444<

特此公告

华耀城投资&周口'有限公司

%&!"

年
#

月
$

日

河南划定丹江口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电 2记者 宋

晓东3记者日前从河南省政府获悉$为

切实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水

质$ 河南省划定丹江口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质达到
!

类

或优于
!

类标准$ 并禁止从事网箱养

殖%旅游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活动&

此外$ 丹江口水库汇水区域内的

南阳%洛阳%三门峡和邓州四市政府还

将建立水污染联防联控制度$ 共同改

善丹江口水库及入库支流水质$ 防范

水环境风险&

中华司法研究会在京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2记者

徐3中华司法研究会成立大会
.

日在

京举行$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当选

研究会会长& 来自海峡两岸%港澳及海

外法律界
3(*

余人参加了会议&

周强表示$要把中华司法研究会建

设成为海峡两岸暨港澳司法及有关法

治问题的共同研究平台和以全球华人

法学家与法律家为主体的高端交流平

台$为深化两岸暨港澳以及海外法律界

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华司法研究和法

治进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港澳

长期繁荣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兰州号"国际货运班列开通

据新华社兰州
"

月
(

日电 2记者

白丽萍 屠国玺3被命名为!兰州号'的

国际货运班列
(

日早晨$满载着机电设

备等货物从甘肃兰州新区火车北站缓

缓驶出$随即开始了开往哈萨克斯坦阿

拉木图%全程约
>+53

公里的首发行程&

据了解$!兰州号'国际货列计划每

周发一班$ 以逐步扩大中国与沿线各

国能源合作%经济贸易的空间$缩短中

国西部与中欧亚各国之间的运输时

空$更让!中国制造 '多了一条走向世

界的便捷之路&

!日!小暑"#我国多地开启!桑拿模式"

据新华社天津
"

月
(

日电 2记者

周润健3!小暑过$一日热三分& '!小暑

大暑$上蒸下煮'!小暑接大暑%热得无

处躲',,

<

月
<

日将迎来今年的小暑

节气$高温%高热 %高湿的天气开始袭

来$我国多地开启!桑拿模式'和!蒸烤

模式'&

每年
<

月
<

日或
5

日$太阳到达黄

经
@*(

度时为小暑& /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0中说(!六月节,,暑$热也& 就热

之中分为大小& 月初为小$ 月中为大&

今则热气犹小也& '小暑$意指天气开

始炎热$ 但还没到最热& 小暑到来$意

味着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炎热季节&

!!!!!!

!安居富民房"经受地震考验 在地震重灾区新疆皮山县皮西那乡的一户庭

院!农民自建的土坯房&右'被震塌!而旁边的#安居富民房$基本完好&

3

月
6

日摄'%

记者在地震重灾区皮山县皮西那乡采访时看到! 不少土坯房在地震中发生了不同

程度的损坏!但近年来修建的#安居富民房$却基本保持完好%

.556

年新疆实施抗震

安居&安居富民'工程以来!共发生
!

级以上地震
/5

多次!但经过多年抗震安居工程

建设!新疆地震多发区及强震区已由被动救灾转变到震前主动防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