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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上午，由省通信
管理局、省委网信办主办的
2017河南省第四届互联网大会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副
省长张维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
组成员、总工程师张峰分别在开
幕式上致辞，中国工程院谭建荣
院士、余少华院士和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刘多院长以及来自百
度、京东、360、中兴通讯、华为
等国内互联网、通信业“大咖”纷
纷前来助阵。与会嘉宾在为期
两天的大会上，围绕“工业互联
激发转型升级新动能”“网聚万
物互联进入新时代”“共建共享
智慧城市”“云聚数据网惠民
生”“聚焦大数据创新引领云计
算发展”“百观河南‘智’赢未来”
等议题展开讨论。

“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末，河
南 省 互 联 网 用 户 总 数 达 到
9380.3万户，居全国第5位，物

联网用户总数达到815.6万户，
居全国第7位，IPTV用户总数
达到468.3万户，居全国第8位，
同比增长97.8%，大量的用户为
互联网应用的普及提供了基
础。”省通信管理局局长宋灵恩
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互联网的
发展，离不开网络技术的革新和
互联网用户的普及，否则互联网
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

在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是
“铁、公、机”，而在互联网时代，
“云、网、端”搭起了社会发展的
“筋骨”。根据河南互联网大会
公布数据，截至9月底，河南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
61.3%，全省光缆线路长度达到
175.2万公里，移动电话基站总
数达到32.3万个，互联网宽带接
入端口总数达到4418.1 万个，
分别居全国第6位、第5位、第6
位。全省光纤接入用户、50M

以 上 宽 带 用 户 占 比 分 别 为
90.7%、98.4%，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8个、36.9个百分点。

目前，郑州国家互联网骨干
直连点建成开通，全光网河南建
成，4G实现城乡全覆盖，米字形
通信枢纽格局渐成，河南已经成
为全国七大互联网信源集散
地。上个月底，继郑州建成开通
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后，洛阳、
开封再获批准建设国际互联网
专用通道，也为河南发展跨境贸
易提供直通全球的互联网“高速
路”。

在网络经济强省战略引领
下，河南互联网经济发展迎来了
爆发期。据统计，今年前三季
度，全省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完
成业务收入35.9亿元，同比增长
114.2%。全省今年新批准增值
电信业务经营单位410家，总数
达到1494家，位居全国第8位。

当前，随着网络提速降费
和“互联网+”行动的深入推
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
加快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电子商
务、移动支付、分享经济等新
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快速发
展，数字经济、网络经济正成
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对

经济增长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越来越大。中国信通院测算
表明，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总
量达到22.6万亿元，同比增长
接近 19%，占GDP的比重超
过30%，同比提升2.8个百分
点。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
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对
GDP的贡献接近70%。

作为网络经济的直接体现，
新崛起的电子商务正在成为全
省经济发展的引擎。据互联网
大会公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
河南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9465亿元，增长27.4%；省级电
商示范基地、省级电商示范企业
分别达到56个、218家。全省
跨境电商备案企业超过4000
家，进出口总额750.8亿元，其
中出口547亿元。

而在这场电商浪潮中，也
成就不少河南的互联网企业，
并已成为国内同行业的标杆
企业。发轫于河南的钢铁电
商中钢网，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电子交易模式，为钢铁
厂家、钢贸企业、终端采购提
供全流程服务，每日发布现货
资源信息近50万条，日成交
峰值达44万余吨，2016年平
台总交易额达921亿元；脱胎
于河南众品食业的鲜易网，如
今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鲜食
品B2B交易平台，上线生鲜单
品2600多种，日订单量近3万
单，服务213个城市。鲜易网
背后的生鲜供应链，集合了全
国 30%的冷藏车、20%的冷
库，冷链物流覆盖全国229个
城市。

河南是农业大省，利用信
息时代的新技术新手段，促进
农业与装备、技术、信息、生
态、文化深度融合，推动农业
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
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是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互联网+农业”让传统农
业装上“超强大脑”。在许昌
官池镇天河农业种植大棚里，
空气湿润、温度适宜，蔬菜长
势喜人。与传统种植大棚不
同的是，这里面装上了感应
器，可实现对棚内土壤的盐碱
度、温湿度、有机无机含量、灌
溉水质、光照的数据采集，棚
内温度高它会发出警告，土壤
湿度低它会提示。大棚顶部
的摄像头还能自动上传照片
给管理人员，便于监测病虫
害，实现了农业生产数据自动
采集、设备远程控制及食品溯
源等功能。

此外，我省互联网在制造
业、服务业、新能源等领域的
应用也不断推陈出新。中国
一拖的“互联网+农机+农业”
大平台，能为用户提供农业装
备成套解决方案；心连心化肥
借助互联网建成40多个智能
配肥终端；大信橱柜通过挖掘
中国人的厨房大数据，成为大
规模个性化定制的佼佼者。

据统计，全省1000多家
企业完成“两化融合”对标，基
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工厂、智能
车间正在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加速器。互联网医疗、互联网
教育、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智慧
城市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今年
前三季度全省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业投资增长61.3%。互联网
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
正在成为中原大地创新的源
泉、前行的动力。

在今年刚过去的“十一”长
假，郑州园博园正式开园，累计
接待游客超过27万人次，接入
移动互联网的“智慧园博”尽显
潮流——刷脸入园、手机导航、
语音讲解……一部手机尽情玩
转园博园。据统计，8天假期，
园区无线网络接入用户6万余
人，微信服务号关注7万余人，
网上购票3万余张，在线收集并
处理游客诉求及建议 1000 余
条，“智慧园博”给景区增添了吸
引力，给游客带来了新体验。在
河南，类似的智慧景区还有很
多，开封清明上河园、安阳殷墟、
洛阳白马寺……一个个具有深
厚底蕴的中原文化景点搭上了
互联网快车。

“截至目前，河南移动在省
内布局的智慧旅游项目覆盖了
全省景区303家、景点526个、
相关设施312个，上线商户185
家、特产115个。公司还开发了

‘全省旅游大数据服务平台’，提
供客流趋势、游客来源及客流轨
迹分析等八大核心服务，目前已
接入全省15家5A级景区和73

家4A级景区，为旅游服务业提
供了基于大数据挖掘分析的精
细化管理运营手段，也为游客出
行提供了精准的参考信息。”互
联网大会上，河南移动相关负责
人接受采访时表示。

河南是人口大省，但医疗卫
生资源分布不均，对于偏远地区
百姓来说，看病是个老大难，如
何用信息化手段解决看病难？
记者在互联网大会上了解到，如
今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通
过“互联网+”构建了远程会诊
中心，每年有10万病人通过远
程医疗得到诊治。该平台系统
包括远程抢救、远程会诊及护
理、远程学术交流等功能，是卫
生部远程会诊试点工程的首个
项目，接入医院数量达130家以
上，覆盖全省所有县(市)以及新
疆哈密、四川江油等地。

不仅民生方面，河南智慧城
市建设承载的“互联网+政务
服务”在过去一年里处处开花结
果，老百姓办事更加方便。

根据河南此前公布的加快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方案规划，2017年年底前，依托
政务公共云平台，建成一体化的
河南省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省、
市、县、乡四级具备网上行政审
批能力；重点便民服务事项实现

“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
办”。2018年年底前,进一步完
善平台功能模块，优化网上政务
服务平台业务流程，扩大便民服
务范围，群众网上一站式办理事
项比率显著提升。2020年年底
前，实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
融合，建成覆盖全省的整体联
动、部门协同、一网办理的“互联
网+政务服务”体系，并基于“移
动大云”平台提供智慧城管、智
慧交通、平安城市、应急指挥、效
能监察等全系统应用。

“今年年初，河南移动成功中
标承建了河南省政务专有云平
台，按照省政府规划，三年以内要
实现所有省辖市以及县（市）政府
相关应用的全部迁移，目前已有
14个省级厅局委单位应用系统向
云平台搬迁。”上述河南移动相关
负责人在大会上表示。

千余家企业完成“两化融合”对标，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正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器

“互联网+”渐成河南新引擎
□本报记者 傅豪 文图

核心提示 | 互联网，正在以独有的连接优势、资源配置优势、数据优势对各行业进行融合与改变。搭乘网络经济的快车，河南过去一年“互联
网+”做得如何？11月14日，以“融合创新‘豫’见未来 网络经济 力鼎中原”为主题的2017河南省第四届互联网大会在郑州召开。会上公布的
互联网数据为河南“互联网+”交出了一份骄人成绩——曾经被视为互联网洼地的河南，网络经济正在迎头赶上，成为中西部的互联网桥头堡。

河南互联网经济迎来爆发期

智慧城市河南“老乡”生活在云端

“互联网+产业”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嘉宾观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峰：

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未来十年再往后，网络和
通讯的趋势是人、网、物联网
的万物互联，另外是大数据还
有新智能。所以这个连接数
会从百亿、千亿到万亿，连接
的元素从二元到三元甚至多
元，以及互联网生态化建设。

“例如苹果公司，它的处
理器是从一家公司买过来的，
显示器是日立的，电源是阿斯
泰克的，打印机是京东电子和
奎茂的，产品外包给青蛙设计
公司等。”他坦言，苹果公司最

大的本事是把所有的外包能
够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移动互
联网生态系统。

据相关研究单位预测，到
2027年的时候，计算机可以模
拟人类大脑、2029年的时候可
以跟人类的思维智能相当；在
2045年机器人的智能超越人
类智能。未来人工智能可能
重新定义人类，人类的生老病
死正在被纳入技术解决的范
畴。

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华：

未来人类“生老病死”将纳入技术解决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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