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罗静雯 张珺）8
月23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
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开
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
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的时期，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
态、新平台蓬勃兴起，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产
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
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同
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习近平强调，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
之际，中国愿同各成员国弘扬“上海精神”，深度
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开创数字经济合作
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
视频方式出席，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刘
鹤指出，习近平主席对数字经济以及本次大会高
度重视，提出了殷切期望和具体要求，要认真贯
彻落实。开放共享、合作共赢是数字经济的内在
要求。在上合组织成立20周年之际，各成员国
要把握数字化机遇，携手打造开放、包容的发展
环境，全面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刘鹤强调，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凡是善于利用数字技术的地方和行业，发
展格局都在发生积极变化，反之则面临较大挑
战。要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
也要密切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新问题，加强国际
合作与交流，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提出有效解
决方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环境，要把制度环境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
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坚持高质量对外开放，坚持依法治
国，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
展。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竞争，保护
产权和知识产权，加强在数字领域包括人工智
能、网络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国际合作，全面提高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开
幕式上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
钢出席。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上海
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与
贸易部部长扎夫基佐达，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部
长、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通过视频致辞。工业和
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现场
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开幕式。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委副书记吴存荣出席。

陈敏尔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
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

记向大会发来贺信，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亲
切关怀和高度重视。近年来，重庆坚持一手抓数
字产业化、一手抓产业数字化，积极推动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加强战略谋划部
署，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倾力打造智造重镇，
精心培育智慧名城，突出抓好“数字战疫”，广泛
集聚创新人才，用大数据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
生活添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和方式赋能百业、影响世界。我们将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贺信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工业
互联网建设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着力
提升数字治理水平，切实加强数字经济管理，持
续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与时俱进打造数字经济升
级版，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会发展
增添动力。2021智博会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数字经济产业论坛同期举办，为各方深化务实合
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衷心希望与各国朋友、
各界人士一道，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共
同开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与会嘉宾围绕大会主题致辞。斯诺普科夫
说，数字经济是各国发展和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
力，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的举
行意义重大。此次论坛在重庆举办，一定能挖掘
数字经济合作新机遇。白俄罗斯愿深入参与中
国中西部开发，加强两国企业交流合作，推动创

新技术发展，扩大经济共赢新空间。诺罗夫说，
上合组织走过的20年，其中不乏数字经济的身
影。重庆是中国智慧名城，智博会为推动全球智
能技术交流和产业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
与会嘉宾深入交流，推动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在上
合组织空间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扎夫基佐达
说，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上
合组织正在成为全球贸易投资新高地，此次论坛
将为各方交流合作带来重要机遇。希望充分发
挥上合组织作用，在全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上持
续发力，助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杨莉明说，信
息通信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重点合作领域之
一。新加坡积极建设贸易数据共享平台，加速陆
海新通道数字化。我们愿与各方携手推动数字
经济合作发展，努力探索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应用场景，为中国西部与东盟互联
互通架起数字桥梁。

肖亚庆说，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的
新优势，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确定的战略目标。
重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工业和信息化
部愿与重庆和各方用好平台优势、深化互动交
流，共同推动智能产业迈上新台阶。李晓红说，
智博会有力促进了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创新，已
发展成拥抱全球智能产业发展的最佳平台。中国
工程院将继续支持办好智博会，助力重庆推进科
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2日下午，陈敏尔、肖亚庆、李晓红、唐良

智、张轩和部分嘉宾参观了展馆。重庆馆内，工
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忽米国家级

“双跨”平台、吉利集团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等
场景体验，让人们感受到工业互联网为制造业发
展注入的强劲动力。在中国兵装集团、华为、腾
讯、科大讯飞等企业展台，丰富的展陈描绘出智
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美好愿景。俄罗
斯、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伊朗、斯里兰卡等上
合组织国家展馆，共建“一带一路”中蓬勃兴起的

“数字丝绸之路”，在大家面前徐徐展开。新加坡
推出“数字新纪元”展陈，展现了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新成果……陈敏尔等边走边看，听取介绍，探
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新举措。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领
导，上合组织国家外宾、智博会部分来渝重要嘉
宾，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
高法院、市检察院、重庆大学负责同志，兄弟省市
负责同志，部分驻华使领馆人员，知名企业负责
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等。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
2021智博会为期3天，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进行。数字经济产业论坛主题为“发展数字经
济，促进共同繁荣”，由主论坛、合作项目签约仪
式、分论坛、主题展览等内容组成。2021智博会
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
610余家企业参展，将举办主题论坛、大赛以及
70余场在线发布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 周尤）8月23日，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主论坛在悦来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全国政协副
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作主题演讲。

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萨义德佐达，伊朗驻华
大使克沙瓦尔兹扎德，斯里兰卡驻华大使科霍纳
出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委副书记
吴存荣等出席。

本次主论坛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

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
重头戏。论坛邀请俄罗斯库兹巴斯国立技术大
学校长雅科夫列夫，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书福，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华为公司常务
董事、华为消费者业务CEO、华为智能汽车解
决方案BU CEO余承东，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杨元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
华荣，图灵奖得主约翰·轩尼诗，中国工程院院
士倪光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董事长芮晓
武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国内外知名学者、行业专

家和企业家先后在现场或者线上发表演讲。与
会嘉宾展开头脑风暴，在思想的碰撞中共同探
讨数字经济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动能，把脉如
何全方位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共同繁荣，为经济
赋能、为生活添彩。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市委常委，市人
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高法院、市检察院
有关负责同志，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兄弟省
（区、市）负责人，部分驻华使领馆人员，部分城市
负责人和知名专家、企业家，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等参加。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主论坛举行

陈敏尔出席 万钢作主题演讲
萨义德佐达 克沙瓦尔兹扎德 科霍纳出席

李晓红 唐良智 张轩等出席

习近平主席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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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世界正进入数字经
济快速发展的时期，5G、人工智能、智慧
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
起，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
整、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推
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技
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习近平强调，在上海合作组织成
立20周年之际，中国愿同各成员国弘扬

“上海精神”，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
会发展增添动力，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
局面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

习近平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
2021 中 国 国 际 智 能 产 业 博 览 会 致 贺 信

刘鹤宣读贺信并致辞 陈敏尔致辞 万钢出席
斯诺普科夫 诺罗夫 扎夫基佐达 杨莉明致辞 肖亚庆 李晓红致辞

唐良智主持 张轩等出席

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
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精彩启幕，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重
庆，与会各方积极交流分享智慧成果，

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习近平
总书记向大会发来贺信，体现了党中
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为
数字经济发展传递了信心力量、指明了
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数字经济发
展寄予厚望。2018年首届智博会，总书
记发来贺信，提出重要指示要求。2019
年4月，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要继续
高标准办好智博会，深度参与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2019智博会，总书记再次发
来贺信。2020年11月在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总
书记亲自宣布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
字经济产业论坛在重庆举办。本次大
会，总书记第三次发来贺信，让我们倍
感振奋、备受鼓舞，更极大提升了智博
会的国际影响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
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
总书记贺信指示精神，乘势而上，开创
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这是重庆的发展
机遇，更是重要使命。

（下转2版）

乘势而上 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

8月23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
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在重庆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
发来的贺信，在与会的中外嘉宾中引发强烈
反响。

嘉宾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深刻阐
释了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的重大意义，
有助于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相关领域开展
深入合作。论坛和智博会为各国搭建起数字
技术的重要交流平台，也必将推动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助力
各国携手共同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
是宝贵且有示范意义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深刻阐释了开创
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的重大意义，令人振
奋，发人深省，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
协主席万钢表示，人工智能是打造数字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当前，人工智能正在
释放着驱动产业变革的巨大能量，带动着数
字经济的发展。 （下转2版）

与会中外嘉宾热议——

深化数字经济合作 为发展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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