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77 20182018 年年 99 月月 55 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王芳王芳 王路王路

智能互联时代的穹顶之下，酝酿着信

息产业的革命风暴，为各行各业的脱胎换

骨、改头换面提供了绝佳契机。依托于

传统媒介、主动融入信息化技术的芸芸

网络媒体置身其中，或飘摇不定、或破茧

重生。

9月6日，2018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将登

陆宁波。这场十九大之后中央网信办主导

的最高规格网络媒体盛会、宁波市迄今为

止承接的最大规格网络大会，将在东海之

滨筑巢落脚，邀集全国 700 余名业内精

英，共同探寻网络媒体发展的机遇，直面

变革遭遇的阵痛和挑战。

梧桐繁茂，方能引凤来栖。这场国家

级的网络媒体盛会缘何相中宁波？宁波用

四张闪亮的城市“金名片”给出了答案。

梧桐繁茂引凤来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相中宁波的 个理由
“网络盛会甬城开，只缘海丝宁波来。千年港城活化石，大咖齐聚甬上辉。”读

者许先生用一首诗表达了他对此次论坛的期待。
联通世界，是网络的本质，也是宁波作为“一带一路”古港“活化石”的不懈

追求。
这份追求，早在 7000年前就已开始。一支几乎保存完好的木桨，无声地讲述

着在东方文明曙光初现时的河姆渡时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乘坐独木舟划桨出行，
在江海上建立起彼此联系的故事。

唐朝长庆元年，明州州治迁至三江口，随即构建州城、兴建港口、置官办船
厂、修建浙东运河，明州由此成为我国港口与造船最发达的地区。“海外杂国贾舶
交至”，江厦码头一带“帆樯如林”“镇鼓相闻”，明州港在唐朝就被列为开埠港口
之一。

宋代时，明州已成为当时三大国际贸易港口之一，有“走遍天下，不如明州、
江夏”之说，成为盛极一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的起点。

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义，将明州改称宁波府。在明代，
宁波港是中日朝贡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一度发展为“16世纪亚洲最大的自由贸
易港”。

到清代，宁波设立浙海关，是当时我国四大海关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宁波的地域史，就是一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一部中

国海上对外交流史。中国文化，以宁波为枢纽港飘洋过海，发散到了世界各地。
月湖畔江南唯一的高丽使馆、鼓楼边规模宏大的永丰库遗址、上林湖的越窑青

瓷古窑址、天童寺……漫步宁波城乡，见证了宁波古代对外贸易繁华景象的“海
丝”遗迹依然随处可见。在目前国内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中，宁波是延续时间
最长、所达范围最广的丝路城市之一。

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将贸易商品和文化文明长期对外输出。本地越窑青
瓷、两浙地区的丝绸、浙江的茶叶等商品，以及余姚籍的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
等浙东学派学者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知行合一思想，源源不断地向世界
发出宁波的声音。

如今的宁波，正利用区位优势、港口优势、产业创新优势、贸易优势等，积极
开展城市建设，着力擦亮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活化石”这张宁波新名片。

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点的宁波舟山港，
已成长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10亿吨的超大港，已开辟集装箱航线242条，与全
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个港口架起贸易通道，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国际枢纽港，并向世界级强港迈进。

宁波航交所编制的“海上丝绸之路指数”，也已成为国际航运市场的“风向
标”，成功登陆波罗的海交易所。

海上丝绸之路，正成为宁波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新助力。在甬企全球化战略
中，“一带一路”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是宁波企业的重要目标市场。银亿、华翔、
百隆东方、狮丹努等一大批企业或跨国并购、或设立境外产能合作园，在更大范围内
进行国际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宁波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宁波市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认同，也成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活化石”建
设的深厚土壤。《海上丝绸之路》特种邮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宁波》系列纪念
封等，受到了宁波市民的欢迎与点赞。“丝路琴声”宁波国际钢琴艺术节、海丝少
儿艺术节、海丝国际合作港口论坛、海丝遗产手绘地图等活动，都得到市民的积极
参与和响应。

如今的宁波，正着力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名城和“一带一路”枢纽城
市，打造“海丝活化石”国际城新形象。而 9 月 6 日 2018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的举
办，将成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活化石”建设的对外展示窗口和重要推动力。

“海丝活化石”串联古今

记者 孙佳丽 徐展新 金鹭

“工业企业众多的宁波有先进的理念、全球化的视角和踏实肯干的传统，在完
成智能化改造后能迸发的力量是无穷的。”读者陆小姐认为论坛的举办与宁波深厚
的工业基础、充满活力的经济现状是不可分割的。

智能互联网，是2018年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的主要议题。事实上，这一公认的
发展风口，已在论坛的主办地宁波演绎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宁波是长三角南翼著名的制造基地，被国家赋予探路先行、探索创新的重大
使命。在这里，数字化与制造业正深入融合，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宁波是全国
首个系统部署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经济发展的城市，具有建设数字宁波的良好基
础和坚定的信心。

在这座全国制造业强市，智能制造被视为发展数字经济、振兴实体经济的重
要举措。无人车间、聪明车间正在重新诠释“宁波制造”。

在中银 （宁波） 电池有限公司“黑灯车间”，“车间空无人，但闻机器响”，每
条生产线每分钟生产 500节碱性电池。通过全息影像实时在线监测、传感系统应
用等技术，实现人、机、物互联互通。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产品合格率达到
99.99％。

“智慧因子”同样在奥克斯车间内迸发。奥克斯集团投资23.9亿元建设的智能
化工厂今年已正式投产。注塑、电子、钣金等工段均实现智能化，制造效率提升
30%，产品交付期缩短 30%。奥克斯已开启了中国家电在互联网时代“大规模定
制”精品输出的先河。

截至2017年，宁波累计实施“机器换人”技改项目3379个，累计组织开展28
个市级自动化 （智能化） 成套装备改造试点项目建设，14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
厂示范项目列入市级项目计划，累计 12 家企业入选国家智能制造业系列示范名
单。按照“三年大改造计划”，宁波市 7300多家规上企业，将通过三年时间，逐
步实现智能化改造全覆盖。

智能制造强调大规模定制，要求系统高度稳定可靠，工业互联网则是智能制
造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2017 年，全市工业互联网制造业规模达到 221 亿元，
同比增长17.3%。

帮助中小企业降低上云成本，搭上智能制造快车，正是中之杰所做的事。在
“一云通”采用公有云服务模式下，企业无需投入大量资金购买软硬件，只要按需
选择租赁“一云通”相关服务即可，仅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成本就能省下 70%至
80%。利用该平台，企业的采购周期能缩短60%，库存周转率提高78%，相关准确
数据性能达到99.9%。目前，已有5900多家中小企业受惠于“一云通”，其中宁波
企业占六七成。

而在另一个由甬企搭建的平台“生意帮”上，1.6万多家中小微五金、塑料加
工厂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结构件产业链，以工艺为中心，搭建“虚拟工
厂”，分流程协同制造。

今年7月，国内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操作系统supOS的发布，被视为中国
工业魂的诞生。该平台以赋能制造企业为主要目标，企业按需下载应用、组合使
用构建自己的智能大脑。按计划，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今年将建设 10个“su-
pOS”试点示范项，未来将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
大数据平台、工业人工智能平台。

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揭牌、牵手国内工业自动化系统巨头和利时集团、用
友 （宁波） 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成立、华为沃土工厂和腾讯云产业基地落地……
截至目前，宁波已培育行业云制造平台、工业大数据平台、工业物联网平台等在
内的20个工业互联网平台。

2017 年，宁波规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3266.7 亿元，首次跃居全省第
一，同比增长9.6%，增速创2012年以来最高水平。全市规上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达22.5万元，同比提高8.3%，实现了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双提升。而2018年半年
报显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全员劳动生产率达24万元。

这些数据表明，宁波智能制造早已驶上了快车道。未来三年到五年内，宁波
智慧经济将从目前占GDP的三分之一，提升到50%。

驱动数字经济
和智能制造“新引擎” “宁波是一座智慧城市，也是一座爱心城市。”市民陈先生在宁波

生活，觉得整个城市都洋溢着幸福感。
宁波不仅是 5G 试点城市，更在加快公共基础设施物联网建设，

支撑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一体化发展。在中国超级智能城市排
名中，名列第七的宁波入选第一梯队，成为“最聪明”的城市之一。

宁波城市有多“智慧”？市民的感受最深刻。
假如你是一个来宁波的创业者，可能最多只要跑一次甚至一次也

不用跑，几个小时就能把过去需要耗时几个月的繁杂手续办好。这就
是享誉全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宁波已完善政务服务“一张网”
和统一申报、受理平台的建设，形成透明高效的智慧政务服务体系。

不仅如此，宁波还在全面建设智慧城市综合应用体系，加大智慧
应用系统和平台整合，重点推进智慧城市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构
建面向全市的集行政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一站式”
入口，以提升城市治理服务水平。

过去，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如今，这一
现象越来越少了。因为行人闯红灯一不小心就会被高清视频曝光，甚
至姓名头像也会在路口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开

车玩手机等行为，也可能被高清探头抓拍曝光。
这些震慑力极强的手段得益于一套全新升级的智慧系统。这个系

统可以实现自动识别，对驾车使用手机等交通违法行为自动抓拍。
今年，来宁波的台风一个接着一个，但防汛排涝有条不紊，因为

宁波城管利用高大上的防汛监控设备，把防汛工作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手里，早就对城区内河水位监测设备进行升级，安装了新的视频监控
点位。

依靠这些“千里眼”，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掌握潮位、水位等即
时监测数据和图像资料。在发生强降雨时，还可定时向防汛人员发送
内河水位、三江潮位、闸门启闭等动态信息，为决策提供依据。

这，只是宁波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早在 2010 年，宁波市

委、市政府就发布 《关于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成为全国第一个推
出智慧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

此外，围绕政务云计算中心、信息经济、大数据发展等智慧城市
建设相关热点，宁波研制出台了 《关于推进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成立市大数据管理局，助推智慧城市建设。到 2019
年，宁波将力争成为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城市。

其实，智慧城市只是宁波这座全国“五连冠”文明城市的内涵之
一。13 年前，宁波这座开放港城，夺得首批全国文明城市的桂冠。
2017 年，宁波又一次让荣耀加冕于这座温暖的爱心之城，成功实现
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

当前，宁波正处于高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造东方文明之都

的关键时期。文明创建也涵盖了市民生活、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深
刻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每个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文明之风成为这
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也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
成效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走在宁波街头，绝大多数的公交车司机、部分出租车司机乃至私
家车车主，会在斑马线前主动停车礼让行人，文明礼让斑马线成为开
车习惯，形成一道“宁波风景”，让外地游客频频点赞。

社会化居家养老、四点钟学校、爱心超市、村民说事、最洁美村庄评
选……不断涌现的创新载体和文明品牌，让文明成为宁波的底色。

志愿服务日益成为宁波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的现代志愿服务体系在宁波也被逐步构建，210多万名
志愿者用行动温暖着甬城的角角落落。

最美的风景是人。宁波还是一座经常走红全国的大爱之城，全国
道德模范俞复玲、陈淑芳，中国好人姚仁汉，匿名捐款近 20年的顺
其自然，“飞背”救人的兵哥哥……道德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
在宁波层出不穷，成为一种文明风尚，也是这座城市最有温度、最打
动人心的加分项。

充满“智慧”的东方文明之都
智能互联是一场颠覆无数社会场景的大变革，它连通了百行百业，也融合了城

乡，塑造了新时代的乡村；它让最现代的新技术与最传统的农村找到了共鸣，同频共
振。托起一场顶级盛会，绝不仅限于这座城市的个别优势，而是多个优势叠加。对宁
波而言，乡村振兴的“宁波实践”，绝对是一个重要品牌。

筑梦于乡野间，奋斗于山海间。立志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宁波，在强调互
联、融合、共享的新时代，走出一条别具特色的“宁波路径”，拿到了一张不俗的

“成绩单”：
农村居民和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城乡居民收入比

去年达到1.8∶1；
作为全国 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余姚梁弄横坎头村用红色引领绿色发展，农民

人均收入位居全国革命老区前列，其乡村振兴的经验今年被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点赞；
“规范小微权力”写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村民说事”制度在全市 2498个建

制村推广，两者为全国乡村有效治理探索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成绩背后，是宁波勇于变革、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乡村振兴实践。“没有农业

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市的现代化；乡村不振兴不繁荣，就谈不上建设‘名城名
都’。”在宁波，这已是全市上下的共识。

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宁波始终坚持“城乡一张图、全市一盘棋”，让农村人口
“聚”起来、基础设施“联”起来、公共服务“沉”下去。

宁波西面有条公路叫浒溪线，全长113.15公里，串起奉化溪口和余姚梁弄、大岚
等四明山区域乡镇。从余姚城区开车到大岚，走浒溪线 50分钟就到了。像浒溪线这
样的公路，延伸到宁波各个村落，在全市织就了一张大网。目前，我市农村公路总里
程9882公里，成为乡村振兴的大动脉和毛细血管。

公共服务“沉”下去，宁波敢为人先，创下多个记录：
2012年，宁波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一体、标准一致”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2013年，宁波实现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城乡并轨；2015年，宁波全面消除人
均年收入 6000元以下贫困人口现象；2016年起，宁波全面实现城乡居民低保、基本
医保和基本养老保障“三保”并轨。

美丽的乡村，才是令人向往的乡村。近些年，宁波高标准建设美丽乡村，联袂推进农
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态建设、农村安居宜居美居、美丽乡村分类创建四个专项行动。

以前房子破败、道路泥泞的海曙区龙观乡李岙村，如今遍布着270多套排屋和90
套多层公寓，亭台楼榭、小桥流水，让山村散发出迷人魅力。

截至去年底，宁波已创建象山、宁海两个省美丽乡村示范县，累计创建省示范乡
镇22个、特色精品村62个，培育市级美丽乡村风景线30条、示范乡镇31个、示范村
83个，和李岙村一样的“明珠”遍布宁波。

农村不仅要美起来，也要强起来、富起来。宁波立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吹
响发展绿色都市农业的号角，农村产业提质增效，向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科技
化的高质量发展转型。

目前，宁波已建成现代农业园区216个，面积33.6万亩。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去年成为全国首批 11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之一。慈溪蔬菜、余姚榨菜、奉化毛
竹、宁海柑橘4条农业全产业链已冲进“十亿级”阵
营，全市亿元以上的农业全产业链有 15 条，链上企
业 126家，带动农户 40.7万户。去年，我市劳均农林
牧渔业增加值63183元，位居全省第一。

乡村振兴，目前仍是进行时。今年5月，宁波出
台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 （2018—
2020年）》。未来三年，宁波要实施九大乡村振兴专
项行动，落实 25 个重点项目，为全省、全国乡村振
兴提供“宁波方案”“宁波示范”。

欲知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更多详情，请扫描此二维
码。

乡村振兴的“宁波示范”

时间
08:30-09:00

09:00-10:25

14:00-17:00

17:20-17:40

议程
与会嘉宾签到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
09:00-09:35
09:35-09:45

09:45-10:25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分论坛
主题一：智能互联时代的传播新语态

14:05-15:20

15:20-17:00

主题二：5G时代的传播新格局

14:05-15:05

15:05-17:00

主题三：传媒+：跨界融合 推动产业升级

14:15-15:30

15:30-17:00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闭幕式
17:20-17:25
17:25-17:40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开幕式
中国新闻网站传播力榜发布

主题演讲

09:45-09:55

09:55-10:05

10:05-10:15

10:15-10:25

主题演讲

14:05-14:20

14:20-14:35

14:35-14:50

14:50-15:05

15:05-15:20

圆桌论坛
主题：智能互联时代的传播新语态
嘉宾：韦伟，中国军网总编辑
姚莉莉，东方网政务管理中心主编、上海城市导报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仕银，中国西藏新闻网总编辑
王海，中国青年网副总编辑

主题论坛

14:05-14:20

14:20-14:35

14:35-14:50

14:50-15:05

圆桌论坛
主题：《5G时代的传播新格局》
互动嘉宾：申江婴，新华网副总裁、党委常委、董事
李富根，中国网副总裁
曹曦晴，湖北长江云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王海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党委委员、阿基米德传媒CEO
胡彬，天涯社区总编辑
高祯祥，酷6网CEO

主题论坛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15:00-15:15

15:15-15:30

圆桌论坛
主题：《赋能产业升级 探索媒体新价值》
嘉宾：曾会明，中广格兰董事长、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台网协作发展专委会主
任委员兼秘书长
崔军，中国经济网总编辑
曹苏宁，广州日报新媒体编辑部负责人、广州日报大洋网总编辑
王强，今日头条副总编辑

《2018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共识》发布
《直播中国·直播新时代》启动仪式

主题：《趋势：IPv6下一代互联网连接万物》
嘉宾：吴建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教授
主题：《融合：让最大变量成为最大增量》
嘉宾：卢新宁，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主题：《变革：数字化社会的媒体智能化发展》
嘉宾：刘思扬，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
主题：《价值：“后真相”时代的媒体责任》
嘉宾：曹国伟，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微博董事长

主题：《新媒体内容生态的8个演进方向》
嘉宾：丁伟，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主任
主题：《把握传媒变革新趋势 找准新闻传播新语态》
嘉宾：陈凯星，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主任
主题：《化变量为增量：探索主流新媒体独特发展之路》
嘉宾：钱蔚，央视网董事长、总经理
主题：《超越载体：社交平台上媒体的宣与传》
嘉宾：王高飞，微博首席执行官
主题：《移动优先：媒体融合发力点》
嘉宾：蒋旭灿，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主题：《5G技术与应用展望》
嘉宾：范建平，国际在线总裁、总编辑
主题：《智能互联时代，永葆对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互动嘉宾：邹明，凤凰新媒体副总裁、凤凰网总编辑
主题：《视频化表达 智能化引领——5G时代的信息传播变革》
嘉宾：李鹏，封面传媒董事长兼CEO
主题：《万物互联时代的数字化创新》
嘉宾：何玄，联通在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数媒事业部总经理

主题：《做大做强主流网站 做优做实最大增量》
嘉宾：余清楚，人民网总编辑
主题：《直播+戏曲：青春遇见戏，国粹粉丝多》
嘉宾：杨谷，光明网总裁、总编辑
主题：《大数据时代内容盈利机遇》
嘉宾：刘永钢，澎湃新闻总裁、总编辑
主题：《知识+AI：颠覆式的互联网声态》
嘉宾：殷启明，喜马拉雅FM总编辑
主题：《新媒体内容产业进化论》
嘉宾：徐达内，新榜创始人、CEO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议程
论坛主题：智能互联时代的媒体变革与发展

举办时间：9月6日

宁波舟山港一景。（郑凯 摄）

参观者在2017年智博会上体验基于5G网络的未来无人驾驶舱。 （崔引 摄）

江丰电子全球首条集成电路用溅射靶材机加工生产线。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孙佳丽、徐展新、金鹭拍摄。

位于宁波高新区的均胜智能车间。

在中国中车宁波产业基地，高铁列车正在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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