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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息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预计 2020 年，信息消费规模将达 6 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工信部
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巡视员李颖 6 日
表示，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正
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预计到 2020 年
信息消费规模将达 6 万亿元，拉动相关
领域产出达 15 万亿元，并将从生活消费
加速向产业消费渗透。
李颖是在 6 日于京召开的 2017“ 互
联网+”企业采购高峰论坛上作出上述表
述的。

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驱动下，
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经济融合提升，一
个显著特征就是电子商务加速从生活消
费领域向产业消费领域拓展，提升企业
信息化程度。
会上发布的《中国企业电商化采购
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7 年我国企
业对消费型通用产品的电商化采购规模
已达千亿元，比例已达整体采购规模的
20%，主要聚焦在日常办公、差旅会务等

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应用场景。在开展电商化采购企业中，
制造业占比最大。
据报告，发达国家企业电商化采购
比例已达 80%，未来我国企业电商化采
购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普及率进一步
提高。
李颖说，
下一步工信部将建立健全的
信息消费评价机制，
支持重点行业骨干企
业建立在线采购、销售、服务平台，
推动建
设一批第三方工业电商服务平台。

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能不断发展壮大的态势，信息经济正成
根 据 这 一 目 标 ，发 布 会 上 发 布 的
为浙江经济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
《2017 年 浙 江 省 信 息 经 济 综 合 评 价 报
告》显示，通过对基础设施、核心产业、个
擎。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浙江省国
人应用、企业应用、政府应用 5 个方面 22
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在乌镇正式启动，
个指标的综合评价，2016 年全省信息经
这是全国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根
济发展指数为 119.8%，综合显示全省信
据部署，
示范区将致力于大力发展网络信
息经济发展水平正在不断提升。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
息核心技术，
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保障，完善网络治理体系，以信息化培育
一，浙江推行了 2017 年新增十万企业上
新动能，
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云”计划。厉敏说，截至 10 月底，浙江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6 日电 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
统特朗普计划于北京时间 7 日凌晨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首都，并将启动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进
程。这一决定遭到巴勒斯坦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
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此举主要是对
“现实的认可”，也是
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但特朗普仍致力于推进巴以和谈进程，
并准备支持
“两国方案”
。
巴勒斯坦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则警告美国，这一决定将破
坏巴以和平谈判以及地区稳定。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5 日在
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表示，如果美国将美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
冷，将违反国际法。巴勒斯坦决不能接受。

国际反恐联盟

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进展顺利
据新华社杭州 12 月 6 日电 记者
从浙江省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暨
2017 全省信息经济综合评价报告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浙江省信息经济示范区
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浙江省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省经信委总工程
师厉敏发布说，一年来，作为全国首个国
家信息经济示范区，浙江信息经济呈现
规模增长强劲、发展质量持续提升、新动

美国

上“云”企业已经突破十万家，提前两个
月完成全年目标，助力企业“互联网+”，
极大推进了企业信息经济发展的进程。
据悉，下一步，浙江将不断培育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不断深化“互联
网+”融合应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与安
全保障，不断营造更好的创业创新环境，
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打造“互联
网＋世界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信息经济
强省。

称伊叙两国仍有极端组织
据新华社巴格达 12 月 6 日电 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
联盟 5 日说，目前仍有不到 3000 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
分子残余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
国际反恐联盟发言人瑞安·狄龙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评估还剩下不到 3000 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他们仍构成
威胁，
但我们会继续支持合作伙伴击败他们。
”
狄龙说，在伊拉克，国际反恐联盟迄今已帮助训练了 12.5
万名安全部队人员。
2014 年 6 月，
“伊斯兰国”宣布在横跨伊叙边境的广大区
域建立所谓的
“哈里发国”。经过三年多的反恐战争，
“伊斯兰
国”已丢掉在伊叙两国控制的绝大多数地区。

北约

加强与欧盟军事合作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12 月 6 日电 北约成员国外长在布
鲁塞尔举行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与欧盟合作，提升军事机动
能力以及反恐等方面的协作水平。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北约与欧
盟在 2016 年 7 月签署了加强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双方采取
了 42 项具体措施，
北约与欧盟一直在努力落实这些措施，
在应
对混合战争威胁、
网络安全、
海上安全行动等合作上取得进展。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军队和装备的快速机动对于安全至
关重要，这意味着需要简化过境手续、充足的运输条件，以及
强大的基础设施。北约和欧盟将在军事机动能力建设方面开
展具体合作。

西成高铁
全线开通
12 月 6 日，一列成都东开往西安北
的动车组列车穿越秦岭进入关中平
原。
当日，西安至成都高速铁路全线开
通运营。全线开通初期将安排动车组列
车 19 对，成都至西安的最短旅行时间压
缩至 4 小时 7 分。年底实施新的列车运
行图后，两地间最短旅行时间将压缩至 3
小时 27 分，较原来缩短约 7 小时。
据新华社

英国警方

挫败一起暗杀首相阴谋
据新华社伦敦 12 月 6 日电 英国伦敦警方日宣布，挫败
了一起针对首相特雷莎·梅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阴谋，并指控两
名男子涉嫌谋划这一行动。
伦敦警方表示，反恐部门 11 月 28 日分别在伦敦北部和
伯明翰东南部地区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据英国媒体报道，
警方认为，这两名男子企图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用简易爆
炸装置发动袭击，
并趁乱用刀刺杀梅。
负责英国国内安全事务的军情五处（英国安全局）负责人
安德鲁·帕克 5 日向内阁通报了这起暗杀阴谋。他说，恐怖组
织“伊斯兰国”近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
策划在英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

中物联

本土企业

发布商务快递专项指数

积极布局短视频领域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5 日首次发布中国快
递物流指数。11 月份中国快递物流指数
为 112.1％，比上月回升 4.6 个百分点。
在 8 个分项指数中，除成本指数小幅回
落外，
其他指数环比回升。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主任何辉介
绍，该指数主要围绕商务快件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于经营商务快件的大型物流企
业。商务快件是目前物流中反映经济形
势最快、最精准的部分，选取商务活动作
为新视角，能体现经济运行中企业商务
活动的活跃情况。

指数数据表明，快递吸纳从业人员
保持快速增长。从 2014 年 1 月至今，快
递从业人员规模增长了 130％，特别是
在年初开工之后的 3 月和 4 月份，以及下
半年的 9 至 11 月份，从业人员规模出现
高峰。
何辉说，在当前传统大宗商品物流
市场疲软的背景下，快递市场保持了持
续增长的态势，快递与经济关联度不断
增强、深度融入经济转型升级。研究分
析快递物流指数，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
态势和景气度，为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
提供数据支持。

（上接第二版）目前，已落户 20 家基金公司（基
金），有 40 余家基金公司正在进行对接洽谈、
达成基金投资意向 153.2 亿元。
打造融合发展新引擎
随着军民融合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
“军
民融合”
产业在全国正如火如荼地发展。
为加快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我市抢抓
高新区荣获国家级高新区和省级军民融合产
业示范基地的发展机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园区建设为重点，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深入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近年
来，我国视频行业迎来快速增长，其中短
视频发展最为迅速。阿里巴巴集团数据
显示，我国网络视频内容消费用户已接
近 6 亿，网民视频付费会员模式也在逐
渐养成。以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
本土企业纷纷布局短视频领域，积极推
动中国原创视频产业生态健康发展。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移动事业群
轮值总裁黄浩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
网络视听大会短视频高峰论坛上表示，
短视频全球化风潮已近，中国企业将与
全球同行同台竞争。据了解，阿里移动

开展“六抓六促”工作，推动我市军民融合产业
迈上集群化发展的快车道。
11 月 10 日，省经信委公布的 2017 年度全
省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名单，咸宁高新区军民
融合产业集群赫然在目，使我市重点成长型产
业集群数量达到 11 个，与宜昌、荆州一起跃居
全省第一位。
统计显示，目前我市拥有规模以上涉军企
业38家，
其中，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6家，
实现
产值73.7亿元；
在建项目7个，
总投资22.2亿元。
如今，随着华舟重工、金力液压、同发机

近年来在海外积极进行内容布局，其图
文内容平台 UC News 的海外用户已突
破一亿。同时，其旗下以短视频为主的
APP“Tudoo”在东南亚地区的视频日消
费量也已过亿，
消费年增长率持续攀升。
非凡娱乐总裁陈立红在论坛上表
示，非凡一直在打造规模化视频流水线
生产平台，旨在做到中国任何明星有突
发事件，平台都将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并
视频化。
“ 我们的优势就是版权，把全部
华人关心的娱乐明星，包括韩国、日本都
覆盖到，让世界第一时间看到中国最新
的原创内容。
”陈立红说。

电、蒲瑞科、海威复合、三环方向机、铭程精密
等一批支柱企业和大而优项目落户我市，以及
海威复合公司船舶与海洋工程高新复合材料
生产线和研发中心、锐华高新科技、三河祥天
空气压缩机、航星光电光电子集成芯片等重点
项目即将建成投产，给我市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注入了强心剂。
为促进军民融合龙头企业扩规扩能，我市
积极引进上海中合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等投资
公司，建立高新区军民融合专项发展基金，并
与航科荣盛科技有限公司、咸宁海威复合材料

俄罗斯

呼吁投资者赴俄远东投资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12 月 6 日电 俄罗斯副总理
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表示，俄吸引外资
的四分之一集中在俄远东地区，希望能有更多包括中国在内
的亚太地区国家投资者赴俄远东投资。
据塔斯社报道，特鲁特涅夫当天在视察俄远东联邦区萨
哈林州时说，俄远东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整个
俄罗斯吸引外资的 26％集中在俄远东地区。俄远东地区人
口仅占俄总人口的约 4％，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难得。
特鲁特涅夫指出，俄罗斯已通过 22 项相关法律，并制定
80 项法令，以促进远东开发。俄政府会进一步学习亚太国家
和地区的先进发展经验，制定符合俄实际情况的政策，以吸引
更多投资者来俄远东投资。

制品有限公司、湖北金力液压有限公司合作，
通过股东出资、银行贷款，联合相关产业基金
和股权投资机构共同参与军民融合建设，先后
落实投资资金 12 亿元。
启迪之星（北京）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在入驻咸宁后，迅速成立启迪之星（咸宁）孵化
器公司，通过建设启迪之星孵化基地和设立启
迪之星（咸宁）天使投资基金，重点为园区军工
企业提供技术指导、
产品开发、
投融资等服务。
同时，市经信委积极培育优质涉军企业申
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引导企业与省内外高

等院校建立校企合作研发机构，推进科技成果
转化落地，先后促成咸宁海威复合材料制品有
限公司与海军工程大学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湖北同发机电有限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成立
了校企研发中心，湖北锐华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与武汉工程大学成立技术研发中心。
“《高新区军民融合产业专项发展规划》即
将出台，一批光电子信息、新型材料、航空航天
等领域的军工项目，以及和一批‘军转民’项目
落地园区，我市军民融合产业有望成为高新区
重要增长极。
”郭冰生充满信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