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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
电 综合新华社驻罗马、地拉
那记者报道：由中国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中国外文局、意大利参
议院、中国驻意大利和阿尔巴尼
亚大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意大利文版和阿尔巴尼亚
文版首发式近日分别在意大利首
都罗马和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
举行。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两国
政要分别在首发式上致辞并为新
书揭幕，两国政界、经济界、文
化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出席首发

式。首发式活动在两国引起热烈反
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书收
录了习近平主席自 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的讲话、谈话、演讲、
答问、批示、贺信等 79 篇。截至
目前，该书已出版 23 个语种，在
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
650 万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意大利文版和阿尔巴尼亚文版由中
国外文出版社分别与意大利君提出
版集团和阿尔巴尼亚凡·诺利出版
社合作翻译出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意大利、阿尔巴尼亚文版首发

新华社沈阳9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 汪伟 徐祥达

精准的大数据分析推荐最优出
行路线、快速的信息分析传输帮助
消防人员在火灾中高效扑救……正
在沈阳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智慧城市

（国际）博览会上，能让城市更加智
慧的多种新兴信息技术集中亮相，
从实践来看，一些城市借此确实让
市民生活更加便利。

“智慧城市”仅限于此么？真正
建成“智慧城市”还要迈过哪些坎？
相关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城市治理
智慧化整体仍处于体系构建阶段，
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打破体制机
制障碍等举措。

拆除无用的“数据烟
囱” 建设统一协调的智
慧体系

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持编制的

《中国城市治理智慧化水平评估报
告》博览会期间发布。评估结果显
示，我国城市治理智慧化整体仍处
于体系构建阶段，需要加大统筹布
局。

如何统筹布局？
从数据平台建设方面看，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
展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张晓欢表
示，要自上而下建设国家级数据平

台，各市各地依托国家级平台建设
自己的分平台，切实让平台有用、能
用。

“数据烟囱”是张晓欢对当前部
分地区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数据归
集现状的描述。他说，当前智慧城市
建设中数据平台建设还处于地方各
自为战，甚至部门各自为战的状态。
一些地区甚至部门，想到发展“智
慧＋”，便开始投资建设大数据中心
之类的场所、部门，缺少统一协调的
规划。如同小烟囱、小锅炉。这些“数
据烟囱”有的因为数据收集能力有
限等原因无法达到使用效果，最终
闲置、废弃，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因
此需要强化顶层设计，统一规划。

数据平台需要统一，但在“智慧
城市”建设方面，还要因地制宜，并
在规划上“一张蓝图绘到底”。国家
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李维森表
示，我国地域差异性大，经济发展不
平衡，城市化进程和基础条件也各
不相同，智慧城市建设没有标准的
模板，各地政府应根据城市的地理
自然优势、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统筹规划，谋篇布局，做好顶层设
计。

用人的智慧让“智慧
城市”更接地气

“建而不管”“建而难用”是专
家、学者对部分地区智慧城市建设
的印象。“这些年我国多地在积极建

设智慧城市，谁赚到钱了呢？多是一
些技术设计公司、硬件销售公司。政
府投入大量资金购进这些设备，但
是没有真正用起来，用好。”张晓欢
说。

“人的智慧在智慧城市建设中
非常重要。”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刘超说，现在很
多地方建设智慧城市往往投巨资建
设数据中心，在设备设施上投入巨
量资金，但是没有把这些硬件投入
真正用起来，这就让智慧城市变成
了“口号”“形象”。因此建设、发展智
慧城市关键是调动这些设备的管
理、运营团队，发挥他们的智慧。

人的智慧如何发挥？
科大讯飞营销中心蒙辽区总经

理江厚军说，当前很多城市提出了
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但是对概念
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理解和操作多
停留在技术层面，缺乏整体的顶层
设计。不少地方政府在编制建设规
划的时候，没有充分、超前地考虑到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技术的应用，停留在信息化建设
的初级阶段。

对此，江厚军建议，用以人为本
的理念，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充分融合，发挥人工
智能等技术优势和专家智慧的经验
优势，最终实现人类需求与城市资
源的最佳匹配，进而充分发挥智慧
城市的必要价值，实现新型智慧城
市的建设目标。

真正进行体制机制创
新 打破“信息孤岛”

此次博览会的举办地沈阳，近
年来创新组建了大数据管理局，制
定了智慧沈阳建设总体规划，整合
了全市的信息化项目建设，统筹全
市的数据资源管理。

对于这些，参会嘉宾给予肯定。
他们认为，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最突
出的问题仍然是信息共享难题，信
息孤岛问题仍然广泛存在。

刘超说，现在各地都在喊打破
“数据孤岛”，但从实际工作来看，说
得多做得少。浪潮集团副总裁肖雪
则表示，智慧城市建设举步维艰的
重要原因就是新经济与原有体制机
制的矛盾，必须要通过体制机制创
新化解这一矛盾。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表示，
各地要着力构建集智慧交通、智慧治
理、智慧民生、智慧医疗、智慧养老、
智慧社保等为一体的智慧城市规划
体系，通过智慧城市规划，促进横向、
纵向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
逐步消除信息共享的障碍。

江厚军建议，各地应打通分散
在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大量政务
数据，不断汇集行业数据和社会数
据，设立大数据资产公司，通过数据
资源的汇集、清洗、开放、共享，促进
大数据产业发展，为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从“技术智慧”到“城市智慧”

建成智慧城市还需过哪些坎？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
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
记、主席项俊波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项俊波严重违反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工作纪律，为
谋取个人政治利益，滥用审批权
和监管权，对抗组织审查，搞迷
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违规接受宴请；违反组织纪
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在员工录用、干部职务晋升
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

物；违反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搞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
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决定给予项俊波开除党籍处
分，由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给予
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十八
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
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中国保监会原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2 日电
（记者刘晨 陆佳飞） 美国白宫 22
日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韩国总
统文在寅 21 日在纽约举行会晤的
纪要。纪要说，双方重申两国共同
谋求以和平方式促使朝鲜放弃核武
器的目标。

白宫发布的会晤纪要说，特朗
普与文在寅“重申两国的共同目标
是以和平方式促使朝鲜全面、可核
查、不可逆地弃核”。双方认为，
为阻止朝鲜继续采取威胁性举动并
促使其弃核，“最大程度向朝鲜施
压及实施制裁”是必要手段。

美韩领导人重申共同目标：

以和平方式促朝鲜弃核 新华社德黑兰 9月 23日电
（记者马骁） 伊朗国家广播公司
22 日晚公布一段视频，画面显
示伊朗成功试射了新型弹道导弹

“霍拉姆沙赫尔”。该型导弹在
22日的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

不过伊朗国家广播公司并未
透露更多细节，如导弹试射时
间、地点和试射的实际射程等。

伊朗官方新闻电视台在 22

日阅兵式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将领哈吉扎德的话说，“霍拉姆
沙赫尔”弹道导弹射程可达 2000
公里，能携带多枚弹头，将很快投
入实战部署。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今年
1月就职后，借口“伊朗发展弹道导
弹”而对伊朗追加多项制裁措施。伊
朗对此回应说，发展弹道导弹是其

“不可剥夺的权利”，将坚决发展。

伊朗成功试射新型弹道导弹

9月23日，在青少年网络安全活动体验展上，观众 （左） 向参展人
员了解网络安全方面的信息。当日，2017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
年日”系列主题活动在上海科技馆启动。 （新华社发）

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活动在上海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