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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信息化

发展的基石。

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信息化发展

大势，着眼网络强国建设大局，对推动

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等作出重

大部署，为我们在信息领域某些方面

实现“弯道超车”，抢占新一轮发展制

高点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

则退，慢进亦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

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信息

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取得积极进展，网

络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信息化服务得

到普及。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

的核心技术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信

息化发展受到制约。加快突破核心技

术，着力建设数字中国，才能更好发挥

信息化的驱动引领作用，构筑我国国

际竞争新优势。

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必须走自主创

新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

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不掌握核心

技术，我们就会被卡脖子、牵鼻子，不得

不看别人脸色行事。而真正的核心技

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市场换不到的。我

们必须争这口气，下定决心、保持恒心、

找准重心，增强抓核心技术突破的紧迫

感和使命感。当然，我们强调自主创

新，并不是要关起门来研发、一切从头

开始，而是要分清哪些技术可以搞好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哪些必须靠自主研

发、自主发展。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的相

关战略部署，遵循技术发展规律，咬定

青山不放松，我们就能不断攻克难关，

推动自主创新加快实现突破。

技术是关键，信息是灵魂。信息

化不仅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引擎、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支柱，更是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

步发展的加速器、催化剂；不仅是经济

发展须臾不可离的“血液”，更是提升

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工具。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目

的正是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快数字中国建

设，我们既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助

推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也

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治理模

式变革，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

增强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突破

核心技术，建设数字中国，让信息化成

为发展的引擎，我们就一定能更好实

现高质量发展，不断谱写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据新华社“大洋一号”4月 24日
电“潜龙三号”海试通过现场专家组
验收，24日开始试验性应用第一潜。

“潜龙三号”进行了两个海试潜
次。海试现场验收专家组全程参与海
试过程，在对“潜龙三号”最大工作深
度、航速、无动力下潜和上浮、续航力、
卫星通信、导航等50项试验考评项目
进行评判后，通过了现场验收。

本次海试现场验收专家组组长高
伟说，海试非常顺利，通过两个海试潜
次，完成了大纲规定的全部内容，最大
续航力等关键技术指标有显著提高。

“大洋一号”船综合海试B航段首
席科学家蔡巍说，“潜龙三号”海试获得
成功，为我国深海高新装备增添又一利
器，将有效提升深海资源勘查的效率。

“潜龙三号”海试通过现场验收专
家组验收后，在南海北部陆坡东沙西
南海域进行试验性应用第一潜。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波
说，“潜龙”系列潜水器是我国深海技
术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通过科
技人员的努力，“潜龙三号”等深海装
备将使我国在深海科学认知、资源开
发利用、深海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长
足进步，为人类可持续利用深海空间
及其资源环境作出更大贡献。

“现在，中国是数字产业创新的
一个领导者。”塞尔维亚负责创新和
科技的不管部部长内纳德·波波维
奇在参加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时
说。他表示，塞尔维亚希望向中国
学习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

不仅是波波维奇，还有来自多
个国家政界、商界、学界的参会人士
表达了类似观点。4月 24日，首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闭幕，峰
会展示了中国在相关领域取得的丰
硕成果，分享成功经验，为世界提供
了一个可供学习的样本。

中国趋势引领
根据峰会上发布的《数字中国

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数字中国
是新时代国家信息化的新战略，涵
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各领域信息化建设。2017年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达 27.2 万亿元人民币，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
32.9%。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位居
全球第二，且在国际合作方面成果
丰硕，许多企业在参与国外的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

上述与会的外国政要向中国企
业伸出了橄榄枝，而中国的数字企
业确实也在大举出海，广泛开展国
际合作。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
巨头，早已在海外布局数据中心基
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业务推广等。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马化腾在主论坛发言时表示，
数字中国建设将加速全球数字化进
程，为世界提供“中国样本”和“中国
方案”。

在此次峰会上，还有许多中小
规模企业、甚至是初创企业，也展现
了出海的能力。来自北京的深鉴科
技是一家 2016 年成立的人工智能
芯片初创企业，虽然成立不久，但潜
力巨大。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姚颂是
一名“90后”，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
久。

“曾经在数字领域，中国企业引
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常态，但现在，我
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却被美国亚马逊
和日本松下等公司引进到它们的产
品中，”姚颂说，“因为这是一个国内
外几乎同时起步的领域，我们的某
些技术可以说是全球领先。”

科研国际合作
科学研究是另一个应用数字技

术的重要领域，中外科研合作的典
型案例之一就是“数字丝路”国际科
学计划。为响应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中国科学家联合国际专
家于2016年正式发起这个计划，目
前已有 27个国家和 21个国际组织
的专家参与。

“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主
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在峰会
上专门介绍了这个计划。他表示，
该计划旨在通过建设地球大数据平
台，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提供
科学支持，助推沿线国家实现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数字化发展，在联合国大学学者
奥耶班吉·奥耶拉兰·奥耶因卡看来，
是他的家乡非洲大陆亟须推进的任
务。“为什么亚洲已经在数字领域取
得了高水平发展，而非洲仍处于低水
平？”他在峰会讨论中提出这个问
题，表示需要深入研究才能找到解
决之道，而这次峰会提供了良好的
借鉴。（据新华社福州4月24日电）

新华社北京 4月 24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24日在回答有关朝鲜
重大交通事故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感
谢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亲赴中
国驻朝鲜大使馆表达慰问之情并专
程赴医院看望受伤的中国公民。

陆慷在24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上说，22日夜，朝鲜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导致32名中国公民和4名朝鲜公民
遇难。朝鲜政府对此高度重视，23日
一大早，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专
程赴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表达慰问之
情。金正恩委员长对这次交通事故造
成大量中国公民伤亡深表痛心，并请
李进军大使向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
党和政府、向伤亡人员及家属表示诚
挚慰问。当晚，金正恩委员长还专程

到医院看望2名受重伤的中国公民，
表示朝方将全力救治，并配合中方做
好事故善后工作。“中方感谢金正恩委
员长亲赴中国驻朝鲜使馆慰问并专程
赴医院看望受伤的中国公民。”

陆慷表示，此次不幸事故发生
后，中方第一时间协调朝鲜有关方面
全力开展救治、善后和事故调查等工
作。朝方各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行
动起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
部门负责人亲赴事故现场和医院指
挥抢救及事故处置。

“目前，包括外交部工作组及中
国驻朝使馆在内的中方团队与朝方
各相关部门围绕此次事故处置保持
着紧密的协调配合。相关工作进展
情况，我们会及时通报。”陆慷说。

据新华社合肥 4月 24日电 安
徽省寿县小甸镇东一处园林式建筑
非常醒目，园内高耸的“寿县革命烈
士纪念塔”是小镇的标志性建筑，每
年吸引大量游客、师生、党员干部前
往瞻仰、参观和学习。革命烈士曹渊
的纪念墓也在其中。

曹渊，原名俊宽，字溥泉。1920
年，曹渊考入安徽芜湖工读学校，被
推选为校学生代表，参加安徽芜湖学
联并成为领导成员之一。1921年秋，
考入安徽芜湖公立职业学校，被选为
校学生会主席。

1924年，曹渊考入黄埔军校第一
期，入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
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派到黄埔军
校教导团学兵连任党代表。1925年
2月初，曹渊率领学生连参加讨伐陈
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其“神勇”表现受
到党代表廖仲恺的赞扬。

1926 年 5 月，曹渊被派遣到叶
挺独立团任第一营营长。6月 2日，
叶挺独立团被敌军围困，曹渊率一
营支援，当夜赶到黄茅铺投入战
斗。次日凌晨全团全线反击，击败
敌军 6个团，又乘胜追击占领攸县，
取得北伐战争中第一次大捷。进军
龙山铺途中，一营被敌援兵两个团

包围，曹渊集中全营火力，在当地农
民协会的支援下，击溃敌军并占领
醴陵城，又连下浏阳、株洲。

9月1日，各路北伐大军云集武昌
城下，曹渊率一营为突击前锋，全营
大部分官兵临战前均留下家书，表示
誓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决心。9月5日
凌晨，曹渊率一营冒着城头弹火竖起
云梯，登城与敌军肉搏，大部分官兵
壮烈牺牲，仅剩10余人。在这场战斗
中，曹渊头部中弹牺牲，年仅24岁。

曹渊等烈士的牺牲精神激励着
独立团广大指战员。10月 10日，武
昌城终被占领。战后，独立团党支部
决定在洪山建墓，将攻城以来各次战
斗中牺牲的官兵与曹渊合葬。叶挺
赞扬曹渊“模范的革命军人，且是我
最好的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曹渊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在其家乡安徽寿县小甸镇，
还设有寿县革命烈士陵园，曹渊的照
片及光辉事迹陈列于陵园烈士事迹
陈列室。

安徽寿县小甸镇宣传委员曹玉飞
是曹渊烈士的第四代亲属，谈到先人的
英勇往事，曹玉飞仍然很感慨，“最敬佩
他能坚定自己理想信念的精神，这些始
终激励着我们成长和投身党的事业。”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24日发表《2017年美国
的人权纪录》《2017年美国侵犯人权事
记》，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遭
受严重侵犯、系统性种族歧视加剧社
会撕裂、美式民主存在严重弊端、贫富
分化现象持续恶化、特定群体遭受歧
视和人身侵犯、继续粗暴侵犯他国人
权等部分，约 1万字。美国侵犯人权
事记共计9000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 4 月 20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7年国别人
权报告》，继续扮演“人权卫士”，以道
德裁判官自居，对他国国内事务和人
权状况横加指责，妄言谬评，似乎在这
个世界上只有美国的人权状况是最完
美的。回顾2017年，稍有正义感的人
们都会发现，美国自身的人权纪录依
旧劣迹斑斑，并呈持续恶化的趋势。

人权纪录称，美国全国免罪记录
中心 2017 年 3月 7日发布的研究报
告显示，非洲裔美国人被误判谋杀罪
的可能性比白人高 7倍，被误判毒品
犯罪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倍。针对
同样罪行，非洲裔男性罪犯的刑期比
白人男性罪犯平均高19.1%。

突破核心技术 建设数字中国
——四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网信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朝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我外交部表示

感谢金正恩委员长亲赴慰问看望

曹渊：“模范的革命军人”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闭幕

“数字丝路”为“一带一路”提供支持

“潜龙三号”开始
试验性应用第一潜

国新办发表《2017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4月24日，在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现场，市民了解“数字化智慧家庭”。 新华社发

4月24日，科考队员将“潜龙三
号”从母船中布放入水中。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卢松

4月 23日，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传来信息，今年3月
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目标完成101.55%。全省共有9个省辖市
和6个省直管县（市）超额完成当月销售目标。其中，漯河市、新
乡市、鹤壁市和新蔡县、邓州市、巩义市目标完成率超过110%。

记者了解到，截至3月31日，今年全省福利彩票销售目标
完成率为22.38%。新乡市、漯河市、省福彩中心郑州航空港
分中心、开封市、鹤壁市、平顶山市、周口市、商丘市、驻马店
市、许昌市和新蔡县、邓州市、滑县、兰考县、长垣县、巩义市实
现目标完成与时间同步。安阳市、信阳市、郑州市、南阳市、焦
作市、济源市、濮阳市、三门峡市和鹿邑县、汝州市、永城市目
标完成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增长情况不容
乐观，共销售福利彩票60851万元，同比下降6.07%。其中，
鹤壁市、漯河市、洛阳市和新蔡县销量呈增长态势。济源市、
三门峡市、安阳市、开封市、南阳市、驻马店市、信阳市、商丘
市、平顶山和固始县、汝州市、兰考县降幅则超过10%。

从今年前3个月情况来看，全省共销售福利彩票156682
万元，同比下降1.92%。其中，鹤壁市和新蔡县等8个省辖市、
省直管县（市）呈增长态势。三门峡市、济源市、信阳市、安阳
市、南阳市、濮阳市、焦作市、平顶山市、驻马店市、开封市、商
丘市和固始县、汝州市、邓州市、兰考县、长垣县、鹿邑县、永城
市低于全省平均增长率。

今年 3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超额完成目标

单 位

港区分中心

鹤壁市

新乡市

漯河市

郑州市

许昌市

洛阳市

周口市

商丘市

开封市

驻马店市

平顶山市

焦作市

濮阳市

南阳市

3月销量

690.07

1145.07

3139.10

1754.22

14002.32

2501.70

6167.24

2778.62

2580.45

2274.69

2516.71

2615.79

2331.97

1635.04

3925.08

3月目标

514

986

2695

1437

14467

2434

5992

2611

2500

2170

2527

2494

2338

1674

4113

目标完成率
（%）

134.35

116.15

116.50

122.11

96.79

102.77

102.92

106.42

103.21

104.84

99.60

104.88

99.76

97.65

95.43

全省排
名

1

4

3

2

15

10

9

5

8

7

12

6

11

13

16

本年度累计销
量

1533.01

2925.88

8350.29

4416.44

35208.39

6543.35

15667.33

7062.07

6761.59

6451.81

6814.27

6959.07

5878.27

4236.16

10274.63

本年度累计增长
率（%）

63.50

27.32

6.24

4.77

2.64

1.92

-0.25

-0.54

-2.42

-2.73

-2.75

-3.34

-5.54

-7.50

-8.95

全省排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单 位

安阳市

信阳市

济源市

三门峡市

省直管县（市）

新蔡县

滑 县

巩义市

永城市

鹿邑县

长垣县

兰考县

邓州市

汝州市

固始县

全 省

3月销量

2019.33

2308.36

607.43

1384.14

374.15

300.79

840.23

429.66

165.49

411.93

318.79

976.07

230.47

426.50

60851.43

3月目标

2417

2474

626

1461

174

313

735

505

209

394

307

667

276

415

59924

目标完成率
（%）

83.54

93.32

96.99

94.74

214.57

96.23

114.32

85.03

79.37

104.50

103.98

146.32

83.37

102.77

101.55

全省排
名

19

18

14

17

1

7

3

8

10

4

5

2

9

6

本年度累计销
量

5433.67

5681.68

1581.38

3809.32

747.09

928.98

1967.16

1127.41

460.57

1079.58

881.16

2198.82

615.03

1087.29

156681.71

本年度累计增长
率（%）

-11.27

-13.77

-14.43

-18.15

30.85

9.89

-1.25

-6.28

-6.79

-8.42

-9.70

-10.18

-19.43

-20.10

-1.92

全省排
名

16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万元截至日期：2018年3月31日

2018年3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排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