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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 11月 19日电 首届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19 日 在 浙 江 乌 镇 开
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词祝贺
会议召开，对出席会议的各国政府官员、
国际机构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企业家
等嘉宾表示欢迎。

习近平在贺词中指出，当今时代，以
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
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
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
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互联网真
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
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同时，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需要
国际社会认真应对、谋求共治、实现共
赢。

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网
络建设，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 13 亿中
国人民。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
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深
化国际合作，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
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
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
联网治理体系。

习近平表示，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回应了国
际社会对网络空间面临重大问题的共同
关注。希望与会嘉宾集思广益、凝聚共
识、贡献创见，推动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开幕式上宣读
了习近平的贺词并致辞。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由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在三天的会期内，将围绕国际互联网
治理、互联网新媒体、跨境电子商务、网
络安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议题，举行
10 多场分论坛、高端对话活动。

11月19日，由我国倡导举行的首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幕。三天的会期
当中，以“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为主题的网
络盛会将围绕国际互联网多个热点话题组织
多场论坛与对话。从参与者到引领者，作为
一个互联网大国，我国为什么要率先倡导举
行这样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盛会？

国家网信办主任、大会组委会主任鲁
炜告诉记者，当今世界，对互联网发展与治
理，有共识也有分歧。各国由于国情不同、
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互联网发展程度不同，
带来了治理模式和方法的不同，但加强网
络空间治理的愿望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有分歧，但我们不能没有沟
通。”鲁炜指出，我们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
就是让世界各国在争议中求共识，在共识中

谋合作，在合作中创共赢，让互联网造福世
界，而不能给人类带来危害；让互联网给各
国带来安全与和平，而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攻
击另一个国家的“利器”；让互联网保护公民
合法权益，而不能成为违法犯罪活动的温
床，更不能成为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工具；
让互联网传递正能量，继承和弘扬人类优秀
文化；让互联网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因
为这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中国拥有6.3亿
网民，5亿微博、微信用户，每天信息发送量
超 200亿条，社交端口同时在线人数突破 2
亿。全球互联网公司 10强中，中国占了 4
家（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京东）。

参加本次大会的众多行业专家表示，
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理应

为世界搭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开放平
台。此时在中国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一
切水到渠成，成色十足。

“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要搭建一个
平台，这个平台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为中国
与世界互联互通搭建国际平台，二是为国际互
联网共享共治搭建中国平台，让全世界互联网
巨头在这个平台上交流思想、探索规律、凝聚
共识，让互联网成为人类的阿里巴巴宝库，努
力不让它成为潘多拉的魔盒。”鲁炜说。

资深通信业专家项立刚告诉记者，这
些年中国每年都开自己的“中国互联网大
会”，但在世界互联网领域，“我们不能仅
仅只是参与者、跟随者，我们应当也正在
引领世界互联网发展的主流”。

（据新华社杭州11月 19日电）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
习近平向大会致贺词

●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新闻分析

我国为何首倡世界互联网大会？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水利部最
新调查评价结果显示，通过对 4555 个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调查，水质达标率
为 86％。其中，水库型水源地达标率为
90.5％，地下水水源地为 80.9％左右，河
道型水源地为 89％左右，湖泊为 65％左
右。

水利部负责此次调查的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地下水水源地水质不达标区
域，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地表水水
源地水质不达标区域，主要在水污染较
为严重的流域和地区。

“水源地水质不达标不仅增加制水
工艺的复杂性，而且新出现的不达标将
造成一些水厂原有净水工艺需要调整，

增加建设和运行成本。更有甚者，有的
水质不达标问题很难处理，影响水厂的
良性运行和用户的饮水安全。”水利部农
村饮水安全中心副主任闫冠宇说。

调查显示，我国水源地水质不达标
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一些地区受资源
条件限制，水质本底值存在超标情况；也
有人为因素，水污染问题严峻，湖库型水
源地富营养化问题日趋严重，大量重工
业项目布设在大江大河沿岸，江河及周
边的流动污染源风险较大，直接威胁水
源安全。

据 2013 年水利系统监测资料，全国
开展监测的 20.8 万公里重要江河河段
中，全年Ⅰ－Ⅲ类水河长占 68.6％，比

2012 年提高 1.6％，但Ⅴ类及劣Ⅴ类河长
仍有 20.6％；全国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和面
积较大的 120 个主要湖泊全年总体水质
Ⅰ－Ⅲ类有 39 个，占评价总数的 32.5％；
开展评价的 5134 个水功能区中，满足水
域功能目标的 2538个，占 49.4％。

水利部称，目前全国仍有部分饮用
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未获省级人民政府
批复，特别是对跨行政区水源地，保护和
受益主体不一致，保护责任和管理措施
难以落实。水源地保护管理机制和能
力有待完善提高，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可
操作性有待加强。随着城市发展、人口
和排污越来越集中，水源保护面临更大
压力。

新华社发

全国水源地水质逾一成未达标

11 月 19 日 拍 摄
的 开 幕 式 现 场 。 当
日，为期三天的首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
江乌镇开幕，来自全
球近 100 个国家和地
区的上千名嘉宾齐聚
江南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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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止咳平喘，畅快呼吸，换上健康肺！

新药问世 老咳喘有救了
从北京举行的第十三届世界咳喘病医

学年会上传来好消息，一种咳喘新药的问
世，使有效治疗咳喘病成为实现。如右图，
就是这种咳喘新药——“猛虫胶囊”。吃上
它,多少年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
都能得到逐渐康复。咳痰咳血快速缓解,
喘息憋闷逐渐消失,感觉轻松透气；吃上一
段时间,排出大量死痰，胸闷胸痛感觉轻松
了，呼吸变得畅快了,不咳不喘，呼吸均匀,
肺功能基本恢复,老咳喘竟然减轻了。

据厂家介绍，这种小胶囊源自一个民
间土方，在青海地区已流传了数百年。严
重的咳喘病都能一吃就好转。患者服用后
能感到从嗓子到胸口一线温暖，不久就不
咳不喘,呼吸均匀,胸闷胸痛逐渐消失，能唱
能跳,气力十足,当地人把它奉为良药。

据全国多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临床报告
显示,猛虫胶囊对急慢性气管炎、支气管
炎、肺炎、哮喘、肺气肿、肺脓肿、肺心病、慢
阻肺及咳嗽痰多、呼吸困难、胸闷气短等症
有良效,是我国呼吸疾病治疗的重大突破，
有效率极高。据悉，“猛虫胶囊”已被国家
药监部门批准为新一代的咳喘专用药。又
因其效果好，无毒副作用的特点，国家特授
予国药准字 Z20025863,为甲类 OTC 药品，
并发文要求重点推广。

患者使用“猛虫胶囊”疗效确切，且应
用安全、见效快，无依赖。国家甲类 OTC
安全用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的“猛虫胶
囊”将改变呼吸系统难治愈的现状，值得重
点推广。现在，“猛虫胶囊”已进入我省，咳
喘患者可就近咨询购买。

康复咳喘 独家良方

“猛虫胶囊”原是一个民间土方，治疗
咳喘功效独特。它流传于青海雪域高原，
而方中主药却是一种热带猛虫——越南大
嘴蛤蚧，北药方，南药材，令人称赞，被患者
誉为老咳喘的克星。研究发现，越南大嘴
蛤蚧中含有一种活性生物酶——化痰酶，
它能针对根本，清除老痰，排除肺毒，像开
水化雪一样，溶解肺部支气管上的顽固死
痰，再包裹排出体外。

科研人员观察到，首先，大量化痰酶在
肺部聚集；接着，死痰层层剥落，支气管变
畅通；最后，死痰清理干净，整个肺部光洁
如新，老咳喘再难复发。如今，这种民间土
方已得到开发应用，成为全国老咳喘的大
救星。同时，它还有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名
字：参蛤平喘胶囊。

猛虫入药：独家采用热带猛虫——越
南大嘴蛤蚧入药，吸收死痰，补肺润肺，益
精助阳，定喘止嗽不易复发！

粒子科技：内含美国粒子磨技术生产的
超微颗粒，能瞬间分散肺部支气管。第一步
止咳平喘，第二步清理死痰，换上健康肺。

专药专治：经临床验证，“猛虫胶囊”对
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十分有效。

相关部门特批为咳喘专用药，并授予红色
OTC 标志。

众多老咳喘 换上健康肺

几十年的老咳喘逆转了。咳痰、咳血
不犯了，喘息憋闷不见了，呼吸道畅通。原
来气虚乏力，现在气力十足，前后对比判若
两人。这些神奇的变化正是源于一种咳喘
新药——“猛虫胶囊”。现在，我省已有越
来越多老咳喘体验到了它的效果，服用后，
呼吸很快变化。

呼吸顺畅了，吸气一吸到底，呼气畅快
轻松。气急气短、喘息憋闷的老毛病都好
了，重新享受深呼吸。

气管通畅了，喉咙里再也没有难听的
咕噜声。偶尔有点小痰，“咔咔”两下就出
来，不会吐不出咽不下老咳嗽了。

胸口敞亮了,就像多年来压在胸口的
大石头突然被搬走了。胸口痛、心慌憋闷
的感觉全没了,就连紫绀脸、桶状胸也悄悄
消失了。一复查,原来充满死痰的气管,竟
然变得通透圆润,光洁如新,肺部阴影基本
消夫,肺功能逐渐恢复正常。老咳喘康复了。

咳喘新药 畅销河南省

老咳喘十几年，终于等到了这样的好
药。老慢支一吃就减轻，很快就能深呼
吸。经常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用了“猛虫胶
囊”，现在不咳不喘，呼吸轻松……在全国
各地的咳喘患者心中，“猛虫胶囊”就是他
们的大救星。从来就没有一个产品能像

“猛虫胶囊”一样，吃下去止咳平喘，逐渐恢
复畅快呼吸。老百姓眼睛雪亮，大家都知
道吃“猛虫胶囊”就能治好老咳喘，“猛虫胶

囊”早已成了治疗咳喘顽疾的代名词。
吃“猛虫胶囊”，治好老咳喘，已经得到

咳喘患者的广泛认同。现在，“猛虫胶囊”
又带来一个特别的好消息。你只要打进厂
家电话,就能立即参加“深呼吸”咳喘病救
助活动,享受买三个疗程救助二个疗程、买
二个疗程救助一个疗程的特大优惠。

让您止咳平喘 呼吸自由畅快

止咳平喘：气管、咽喉温热舒适，刺痒、
肿胀、异物感没有了。咳嗽哮喘很快消除
了。

清理死痰：肺礁及肺部深层毒素清除，
咳出黑色死痰，咳嗽、痰多、咽痒、咽痛等症
状消除，胸口憋闷消失，顿时感觉气道通
畅，呼吸轻松。

畅快呼吸：吸气一吸到底，呼气畅快轻
松。气急气短、喘息憋闷不再犯了，上楼不
喘，人舒服了，天天享受深呼吸。

换上健康肺：气道弹性恢复，纤维化逆
转，抵抗力增强，身体强壮，干活浑身有劲，
说话气力十足，跑步跳舞不再喘，生活轻松
自如，老咳喘全好了。肺功能、心率都正
常，体格赛过壮小伙。

五大咳喘病 吃吃见好

【慢性支气管炎】服用参蛤平喘胶囊一
段时间，咳出黑色死痰，咳痰喘症状都消失
了，呼吸通畅，气力十足。

【支气管扩张】服用参蛤平喘胶囊后，
咯痰咯血症状逐渐消失。胸口不闷不堵，
呼吸顺畅自如。

【哮喘】呼吸均匀，气力十足。花粉、灰
尘都不怕，天气再冷也不怕。

【肺气肿】死痰清除干净,肺部光洁如
新,支气管畅通无阻,呼吸畅快自如。

【肺心病】咳痰喘没有了，呼吸通畅，肺
功能、心率完全正常。

特大喜讯
为解救更多的咳喘病患者，中华咳喘

病基金会联合厂家发起全国性公益救助活
动，赠送总数仅 300 盒，送完为止。活动期
间参蛤平喘胶囊一次性购三个疗程救助两
个疗程、购两个疗程救助一个疗程（一大盒
内装 6小盒为一个疗程，30天用量）。

咳喘病咨询救助电话:
0371-55056557 55056337
郑州指定经销药店：恒源药店（农业路

与丰乐路交叉口东北角）、中原商贸城一楼
医药部、东大街大药房（市第一人民医院向
东 200 米路北）、怀仁堂大药房（黄河路服
装市场东侧）。市内免费送货，外地免费邮
寄，货到付款。

OTC甲类 陕药广审（文）第 2013110339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未来已来？
——看互联网大佬怎么说

本来，石头桥、摇橹船和袅袅炊烟已经像代码一样写进江南古镇的
生活程序，执行了千年似乎都不用更新。

不过，一群来自互联网热土的预言家们宣布，他们已经看见了未来
的样子。

谭记麻花店就在水乡乌镇的
一条临河小街上，刘奶奶 66 岁了，
在互联网大会召开前一天，她学会
了用支付宝收银，卖出了十块钱的
麻花。

不过，对她来说，用手机扫一
扫还是太难了。“我昨天学会的，今
天又忘了”。

但是互联网预言家们不在意
这些。软银创始人孙正义在移动
互联网的分论坛上大胆预言：未
来，所有的事情会通过物流网被连
接起来。无论是眼镜，还是衣服、

鞋子、墙等等，甚至是一头牛都有
可能被物流网连接起来。今天每
个人大概会有两个移动设备，30 年
后，每个人被连接的设备数量会达
到一千个。

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马化腾说，我们把搜索业务卖
给了搜狐，电商业务卖给了京东，我
们自己回归到最本质的就是做“连
接”。在 PC 的时代，通讯、社交仅仅
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不仅可以把人连接起来，
还会把服务和设备连接起来。

30年后，每个人会跟一千台终端联网？

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这样
漫游未来：教育会不会像今天这样
有统一的考试，可能每个人有个性
化的考试，天才会很早被发现。在
产业互联网时代，当我们每个人的
脉搏每一天都能被记录下来的时
候，我们的医疗都是个性化的，我
们大量的病可以预防。我们想象
未来的互联网汽车，LinkedIn 联合
创始人里德·霍夫曼的朋友投资的
特斯拉汽车，每个汽车被网络连在
一起的时候再不是被个人利用，汽
车的利用率会大大提高。

“CPU 今 天 是 有 30 亿 的 传 感
器，在 30 年以后它会比人脑的处理
速度还要快 100 倍。这已经超越了
现代的芯片处理器的技术，意味着
未 来 的 手 机 ，我 们 就 称 他 为
iPhone32 代好了，在你手中的机器
大概可以储存五千亿首的歌曲，相
当于三亿年的报纸信息存量和 30K
的音像、图像信息的存量。通过云
技术和非常高的因特网的运作速
度，这些信息的存储和传送都不会
成为问题。”孙正义说。
（据新华社杭州11月19日电）

iPhone32代会是什么样？

11 月 18
日，京东集团
首 席 执 行 官
刘强东（左）与
小 米 科 技 首
席 执 行 官 雷
军 在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开
幕式上交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