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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理念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技术和理念在多个方
面都达到世界一流。与世界分享中国互联网发展
的经验，让世界共享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成果，成
为中国迈向网络强国的重要一步。

在 2017 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成为大会焦点议题。中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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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就此提出了

“四个共同”的新建议，即：发展共同推进、安
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这
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互联网治理的最新方案。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看
来，这体现出一种开放共享的新理念，正是中国
所倡导的网络空间治理原则。全球互联网治理体
系的变革，必须建立在共建共治共享基础上，大
家一起来商量制定规则，不存在垄断与主导。

与会的外国嘉宾也积极评价中国在互联网治
理方面的成就和带给世界的理念。美国互联网企业
爱彼迎联合创始人、中国区主席内森·布莱卡斯亚
克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持有开放、包容、合作的
积极态度，这增强了我们加大在华投资和推进本土
化策略的决心，为我们深耕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和
保障。”老挝、塞尔维亚等国政府官员也表示希望能
够在互联网发展上与中国开展深度合作。

中国不仅有方案，更有行动。中美首轮执法
及网络安全对话举行，双方在网络安全维护打击
网络犯罪方面将全面深化合作；推进“一带一路”
信息化建设，实施“信息化国际枢纽工程”和“网信
援外计划”，建立“走出去”推广项目库；在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造等关键技术和重要领
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如今的中国正在以更深远的眼光，更前沿的
创新，更全面的防护，更开放的姿态，努力迈向
网络强国。

在线支付、城市服务、理财应用、云
端平台……在中国，从生活到生产，几乎
一切场景都可以通过这一个小小的端口联
结起来。

以微信为例，9.8亿月活跃账户数，在 10
多个国家或地区实现落地应用，这就是中国
网络事业发展的一个小窗口，透过这扇窗，我
们可以窥探中国网络强国建设的基本路径。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 1994 年接入
国际互联网，中国仅用 20 多年就完成了向
世界网络大国的跨越。如今，互联网已惠
及亿万中国人民。

在城市，市民动动手指，足不出户就
可以享受到网上阅读、购物、游戏、送餐
等服务。同时，利用互联网，政府部门打
破信息壁垒，扩大信息共享，提升服务效
率。目前，已有300多座城市的市民，通过
手机就可以查社保、办违章、预约挂号，

享受到“手机在手，生活服务全都有”的
便捷。在农村，一根光纤连接起外面的世
界。农民通过网店把自家农产品卖向全国
各地；贫困家庭通过互联网享受到精准扶
贫资源的帮扶；小朋友们通过直播技术，
跨越地理环境限制，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资
源，看到外面的世界。

互联网与产业发展融合。网络速度、
通信质量决定着产业融合发展的质量，网络

创新、核心技术掌握着互联网发展的安全。
面对中国在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产业

实力等方面与网络强国的差距，一批中国互
联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创新活力，把
互联网发展的“命门”掌握在自己手里。智能
家居、无人驾驶、生物识别技术、医疗机器
人，都是中国企业攻关的重点。得益于华为、
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的创新研发和
市场布局。中国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创

新领域已取得系列创新成果并具备全球领
先优势。“互联网+”与产业发展创新融合，互
联网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一点接
入，全球共享的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
动空间。“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在
互联网发展中，中国积极推动国际交流，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同各国一道抓住互联
网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

中国互联网的开放共享，早已在多方
位呈现：通过网购“买遍全球”“卖遍全
球”，优质产品在全球各个角落流通；全球
率先批准网约车上路，共享单车海外落
地，“新四大发明”走向世界；举办世界互
联网大会，举办多边论坛，为各国搭建对
话合作平台，积累互联网的发展治理共识。

进入新时代，中国网络强国建设站上
新起点。互联网不再仅仅是信息的通道，
它还将给亿万人民工作生活、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强大
支撑和巨大推力。

一网无际向未来
王 萌

网络强国，中国在路上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叶 子

从1994年第一次全功能接入国际互
联网，到如今，固定带宽已覆盖全国所有城
市、乡镇和95%的行政村，7亿网民数量世
界第一，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网络
强国，这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但如何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如何
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如何让互联网发
展成果惠及更多的民众，是建设网络强国
之路上必须攻克的难关。中国从网络大国
走向网络强国，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数
字经济发展、网络安全维护和治理理念创
新等多个方面更加努力。

强基础 ▏布局下一代网络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 《推进互联网协议第
六版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提出用5到10
年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
态，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IPv6商业应用网络，为中
国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描绘了路线图和时间表。

IPv6 的启用，标志着全球互联网发展进入
“拐点”，而中国也迎来了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

IPv6将网络地址个数由2的32次方个扩大到2
的 128 次方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说，这个空
间大到甚至“可以分配地址到空中的尘埃”。它的推
广，不仅使万物互联成为可能，为对接智慧社会提
供技术支持，还将打破中国没有根服务器的困境。

根服务器负责互联网最顶级的域名解析，被称
为互联网的“中枢神经”。由中国下一代互联网国家
工程中心牵头发起的“雪人计划”于2016年在全球
16个国家完成25台IPv6根服务器架设，其中1台主
根和3台辅根部署在中国。

拥有根服务器意味着中国在顶级域名上获得
了解释权，改变了美国主导的根服务器治理体系，互
联网基础设施更加安全。中国还就IPv6提出了100
多个标准，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表示，
IPv6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创新空间。

5G 网络设施建设也显现曙光。5G 代表了下
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相比目前的 4G 有更高的速
率、更宽的带宽、更高的可靠性和更低的时延，
下载一部6GB的电影只要不到2秒。

目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到 5G 国际标准制定
中。由中国移动牵头并联合 26家公司提出的 SBA
架构已经被3GPP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一个国
际标准化机构） 认可为 5G 核心网的统一基础架
构，成为国际5G标准。

随着IPv6、5G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的网
络主权将更加完善，中国在互联网领域核心关键
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会得到根本改变。

强应用 ▏数字经济进入快车道

一个厚度仅为 0.1 毫米的电子屏幕，可以前
后弯曲而画面不受影响。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上，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任意折叠柔
性屏全模组”吸引了众人目光。这款产品弯折
次数可超过 10 万次，预计在两三年内，它就会
被应用于智能手机、VR 头戴等终端产品上走进
千家万户。在中国，互联网新产品正在迅速

“飞入寻常百姓家”。
网络技术的进步带动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

入快车道，数字经济不仅发展壮大了新兴产业，
也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
的总量超过 22 万亿元人民币，占 GDP 的比重超
过30%，跃居全球第二。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正如
火如荼展开，中国同样作出了规划。

抢滩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互联网的新风口、
数字经济的新动能。依托百度公司发展自动驾驶，
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依托腾讯公司发
展医疗影像，依托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能语音，中
国正在建设的四大新一代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放创
新平台已经覆盖了人工智能应用最前沿。

布局 5G 商用。作为即将统领全球的技术，
5G 已经成为各大企业、各个国家争相研发的

“科学武器”。联通、移动和电信三大运营商早已
开始试验，都宣布在 2020年实现 5G 网络正式规
模化商用；华为的 5G 项目从标准研究走向预商
用，已经在全球建立了十多个预商用网络，并获
得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奖。

惠及全球用户。中国的互联网产品不仅彻底
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正迈步走出国门。目
前，全球有超 9亿的用户在使用微信或 wechat进
行交流；支付宝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入了
线下商户门店；摩拜单车正在为全球超 2亿用户
提供互联网绿色出行服务。未来，随着更多中国
企业布局海外，这份成绩单还将更加闪耀。

强安全 ▏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2016年11
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在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通过，标志着中
国拥有了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
问题的基础性法律，在网络安全上实现了“有法
可依”。

如今，网络和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紧密相连，
一旦互联网基本服务遭到攻击，人们的生活乃至
整个社会秩序都会被影响。根服务器的部署、安
全防御能力的提升都将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保驾护航。

网 络 谣 言 从 人 的 私 生 活 到 政 府 的 公 共 行
为，从衣食住行到就医养生，涉及各个方面。
暴恐音视频、网络色情、“伪基站”等网上乱象
扰乱了网络空间基本运行，治理网络空间刻不
容缓。

为此，“微信十条”“账号十条”“约谈十条”
等管理规定相继出台，使网络空间的规范有序运
行有章可循。网络乱象得到有效地治理，网络空
间日益清朗。

近年来，网络诈骗甚嚣尘上，诈骗方式多种
多样，诈骗金额从数百到数百万不等，维护网
络安全必须重拳打击网络诈骗。从建立 23 个部
门和单位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到健全涉
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工作机制；从深化跨境跨区
域警务合作，到建立诈骗电话通报阻断、被骗
资金快速止付机制，中国正创新机制，治理网
络电信诈骗。

自2014年起，每年举办的网络安全宣传周向
全社会普及了网络安全知识，公民网络安全意识
逐渐提高。一些中国顶尖的互联网安全团队在修
复漏洞方面及时有效，甚至频繁出现在微软、苹
果等国际巨头的致谢榜上。一条齐抓共管、良性
互动的网络安全新路径正在铺就。

图①：11月 23日，中国义乌国际装备博览会举行。
图为展会现场。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图②：9月6日，在马来西亚沙阿兰，一名摩拜公司
工作人员在讲解使用方法。 张纹综摄 （新华社发）

图③：12月4日，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观众在
与智能问诊机器人互动。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图④：8 月 10 日，在中国国际互联网时代博览会
上，机器人与现场人员互动。 春 光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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