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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校园进行时 

 

工作进行时 

2016 年 

04 月 

启动盘锦校区离校系统建设 

协助教育部完成公文流转系统升级 

完成市内校区食堂一卡通接入工作 

大工云盘扩容至 100G 

盘锦校区进行超算中心应用专场培训 

举办第二期校内用户超算中心应用培训 

2016 年 

05 月 

完成教师个人主页系统、无纸化会议系统招标 

新网站群系统完成验收并进行校内培训 

盘锦校区一卡通对接工作启动 

完成附属高中校园网接入 

完成附属高中食堂一卡通接入 

超算团队参加 ASC16 竞赛获一等奖 

2016 年 

  06 月 

超算中心新版主页上线 

完成毕业生报退，校园网服务注销 

完成毕业生一卡通注销及余额返还 

确定信息化基础平台升级项目的需求 

网信中心新版主页上线试运行 

大工云盘进行升级，新版系统上线运行 

完成庆祝建党 95 周年大会现场直播 

大连理工大学“3D 校园”公共服务平台正式运行 

近期规划 

 

 

Webex 视频会议系统完成管理平台建设并试运行 

制定校内网站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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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9 月 

完成校内信息化项目审批制度建设 

教师个人主页系统上线试运行 

推进盘锦校区一卡通对接工作 

完成凌水校区食堂线路和 pos 机升级 

完成校园网主机房改造 

超算中心启动正式运行 

系统运行情况 

系统 总量（截止到 6 月 30 日） 新增量 

校园电子邮箱 
在用邮箱数：教师 6482 个，

学生 66424 个 
4-6 月新增邮箱数：180 个 

i 大工 App 
注册设备数：36165 台  

各种应用访问量：634 万次 
4-6 月 i 大工总访问量：45 万次  

调查问卷系统 共发布 110 份调查问卷 
4-6 月发布了 3 份问卷，参与答卷

计 209 人 

校园门户 总访问量：765 万 
4-6 月校园门户总访问量：46.6 万

次，日均访问量：5123 次 

一卡通 在用卡数：41824 张 
4-6 月消费次数 361 万次，补卡及

换卡数 3438 张，开卡数：687 张。 

网站群 网站数量：172 个 4-6 月总访问量：784 万次 

会议网平台 
浏览总数 46254，会议总数

18 次 

4-6 月会议建设 3 次，网页浏览次

数：8878 次 

正版软件平台 
登录总人数 2014 人，

17384 次激活 

4-6 月新增用户 205 人，共进行

3782 次激活 

VPN 服务 共登录 9077 人/次 4-6 月增加登录 1405 人/次 

云盘服务 
总用户数：6015 人，群组数：

153 个 
4-6 月新增用户 280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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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系统 共召开会议 7 次 4 -6 月召开会议 1 次 

教育部视频会 4-6 月，完成教育部视频会议技术支持 2 场 

超算中心 
超算中心注册用户 49人，第二季度平均利用率调控至 80～85%，

提供计算服务 758 万核时，完成作业 9153 份 

i 大工微信 
i 大工微信 3 月开始运行，至今绑定用户 7195 人，通过 i 大工微

信交易 10701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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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超级计算中心举办第 2 期用户培训 

4 月 8 日，网信中心在研教楼 204 教室举办了第 2 期超算用户培训。本次

培训主要内容是集群调优和 CUDA 编程。 

培训课上，来自并行科技的工程师详细介绍了集群调优工具 paramon 和

paratune 在应用热点分析和寻找程序瓶颈方面的作用。随后曙光科技的工程师

讲解了 CUDA 编程基本原理以及将 CPU 代码移植到 CUDA 平台的一般方法，

以充分发挥 GPU 的加速性能。 

此次培训虽然专业性很强，但依然吸引了 40 多名师生参加。从侧面反映出

我校在高性能计算应用水平上具有良好的基础。网信中心今后还将陆续开展高性

能计算应用专题培训，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更好的发挥超算

平台的作用。 

 

2. 新疆大学来我校调研智慧校园建设工作 

4 月 8 日上午，新疆大学网信中心刘胜全副主任一行 5 人到网信中心调研

智慧校园建设规划、教育城域网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会议在网信中心第三会议室

举行。 

会上，网信中心主任张巍首先从中心的基本情况、建设现状、智慧校园规划

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介绍。随后，中心网络通讯部部长高山、信息系统部部长李

先毅、一卡通部部长田丽分别就我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应用规划与建设，

信息安全防护体系，一卡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介绍。接着双方就智慧校园的建设

情况，以及信息化与教育教学、科研深度融合的实践与设想等方面展开交流讨论。 

 

新看点 

http://its.dlut.edu.cn/info/1086/3523.htm
http://its.dlut.edu.cn/info/1086/35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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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刘胜全副主任一行参观了我校高性能计算机房、主机房和中心服务大

厅。双方表示在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学校间的交流和沟通，共同促进高校信息化的

建设与发展。 

 

  

3.网信中心举办服务大厅业务交流展示活动 

为了给全校师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提高网信中心服务大厅的服务质量和

服务水平，5 月 12 日下午，网信中心举办服务大厅业务交流展示活动。 

在业务交流展示活动中,教师与学生就经常遇到的学校网络与信息化的相关

问题进行现场咨询,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回答，部分师生进行了观摩。

整个活动过程中，师生互相学习，积极提问，气氛融洽。最后，大家就进一步提

升服务大厅的服务水平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此次活动为师生们搭建了相互交流的平台，提升了网信中心服务大厅工作人

员的业务能力，为师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奠定了基础。 

 

 

4. 校超级计算中心成功举办 ANSYS 软件应用培训 

http://its.dlut.edu.cn/info/1086/3624.htm
http://its.dlut.edu.cn/info/1086/36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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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我校师生更好的了解和使用 ANSYS 软件，校超级计算中心于 5 月

12 日在研教楼 303 教室举办了 ANSYS 软件应用培训。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了安

世亚太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来我校主讲。现场共有 200 多人参加了培

训，除我校师生外，还吸引了大连海事大学和大连工业大学等院校的师生前来听

课。 

 

 

5. 学生公寓、维修系统、房产系统演示交流会 

2016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9：00，在网信中心第三会议室召开了学生公

寓、维修系统、房产系统演示交流会，后勤处、资产处、学生处、国际教育学院、

研究生院、盘锦校区后勤、开发区校区、网信中心等部门参加了系统交流会，会

议由网信中心张巍主任主持，大家共同讨论了系统的建设思路。 

学生公寓、维修系统和房产系统是我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我校房产相关系统的信息化的逐步推进，房产相关的数据将逐步实现校内部门

间的共享。 

 

 

http://its.dlut.edu.cn/info/1086/36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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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网信中心信息化应用推广年－第六次网站群培训 

为提供更好的网站建设服务，满足学校众多网站迁移至网站群系统中的使用

需要，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使用集群部署方式升级了全新版本的网站群系统，在全

新的系统支持下，本年要求学校所有网站迁移至网站群系统中。为了推进网站迁

移，加快网站管理员熟悉网站群系统，网信中心特别邀请专业的培训讲师进行网

站群使用培训。 

本次培训还为参加培训的老师提供了全新的网站内容讲解手册，详细讲解了

网站的内容管理，并对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提出解决

方法，方便内容管理员操作。 

经过一天的培训，各位老师基本了解了网站迁移和建设的基本流程，部分老

师已经可以独立完成网站的迁移。 

 

7. 盘锦校区校园网一卡通对接工作正式启动 

网信中心于 5 月 26 日下午在 H03 总务楼四楼会议室召开了校园一卡通对

接建设工作启动会。副校长兼盘锦校区管委会主任卢中昌、校区党工委副书记兼

管委会副主任郭金明、网信中心主任张巍、总务部部长于小平、全体一卡通对接

工作小组成员及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于小平主持。 

会上，卢中昌对学校网信中心积极筹划两个校区一卡通的对接工作表示肯定，

同时对于网信中心给予校区信息化建设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卢中昌指出，

网信中心提供的服务保障对校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此次一卡通的对

接工作，将极大地方便师生在两校区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并表示校区将全力配合

完成此次对接工作。 

启动会上，参会人员对工作小组成员的工作分工和对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讨论，明确了工作小组成员分工，对存在的问题也达成了一致的解决方案，

为后续对接建设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http://its.dlut.edu.cn/info/1086/3664.htm
http://its.dlut.edu.cn/info/1086/36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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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网信中心举办校机关及直附属单位信息化应用培训会 

为使全校师生更好地了解和使用各类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提高信息化建设

项目使用效益，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于 6 月 3 日下午在主楼一楼报告厅举办了校

机关及直附属单位信息化应用培训会。 

本次培训会张巍主任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进行了解读，同时网信中心

技术人员对大工云盘、会议网、正版软件服务、“i 大工”移动 APP、“i 大工”

微信公众号、VPN 远程访问系统、邮件系统、视频会议平台、调查问卷平台以

及各类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http://its.dlut.edu.cn/info/1086/37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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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挑战和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宗本 

 

在方法论方面，大数据带来了三大挑战。第一，是分析基础；第二，计算的

模式与计算方法需要推倒重来；第三，根本性判定需要条件。 

大数据的挑战和问题 

    谈论大数据是时代话题，拥有大数据是时代特征，解读大数据是时代任务，

应用大数据是时代机遇。这四句话概括出大数据时代。从本质上说，数据，就是

指资料的信息化、数字化，大数据的复杂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海量性；第

二，实践性；第三，异构性；第四，分布性。这是大数据区别于传统数据的四个

特点。什么是大数据技术？严格地讲，是没有定义的。 

目前，有关大数据搜集、整理、成熟、解读或应用的技术，我们统称为大数

据。在日常生活中，大数据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需要强调四个方面。 

第一，提供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实现基于数据的决策，助推管理革命。这也

正是目前大数据最热的领域是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原因所在。大数据改变了人们对

文科、理科的认识。社会科学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可普遍遵循的、可重复和

被所有人接受的公共方法论，而利用大数据，弥补了这个缺憾。 

第二，形成科学研究的新范式，支持基于数据的科学发现，减少对精确模型

与假设的依赖，使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变得可能解决。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方

法能够较小地依赖于模型和依赖于假设，形成了第四种科研范式。 

第三，形成高新科技的新领域，推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行业深入发

展，形成大数据产业。互联网能实现如何把信息技术中的人、环境、机器，沟通

在一起来处理问题，这是未来的发展。而大数据，则是实现信息化的组成，换句

话说，即实现机器和机器的交换、人和机器的交换，是以数据的形式来沟通、来

交换的。 

第四，大数据成为社会进步的新引擎，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生产和生活方

式，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理性认识大数据 

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交融催生了大数据。大数据是经济社会、现

实世界、管理决策的片断记录，蕴含着碎片化信息。随着分析技术与计算技术的

突破，解读这些碎片化信息成为可能，这是大数据成为一项新的高新技术、一类

新的科研范式、一种新的决策方式乃至一种文化的原由。大数据是指数量特别巨

 每期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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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种类繁多、增长极快、价值稀疏的复杂数据，简而言之，是“大而复杂”的

数据集。作为信息资产，大数据的价值需要运用全新的处理思维和解译技术来实

现。 

大数据具有大价值 

大数据的价值主要通过大数据技术来实现。大数据技术是基础性信息技术，

它刻画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中机器与机器、机器与人之间信息交换的内容特征，构

成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信息处理模式。因此，大数据从信息载体这一底层捕捉

到了信息化的共性基础、未来发展与普适技术。这说明，大数据热潮的来临是一

种必然，大数据技术不会是过眼云烟。 

    科学理解大数据的“大” 

数据的积累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数据积累不够多时，没有人能读

懂这些“碎片”背后的故事。但随着数据的积累，特别是超过某个临界值后，这

些“碎片”整体所呈现的规律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显现出来。可以认为，这一从

量变到质变的临界值是区分数据“大”与“不大”的标准。所以，大数据的“大”

是相对的，是与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避免产生大数据能解

决所有问题的误读。 

科学理解大数据的“复杂” 

由于具有海量性、快变性、异构性和分布性等复杂特性，大数据技术是一项

不断发展的技术，并非已经成熟。这当然并不妨碍运用现有大数据技术从现实的

各种大数据中获得价值，但我们必须清楚：大数据的价值实现是无止境的，大数

据理论、技术和产业将相伴而行。这是大数据发展的基本形态。 

大数据带来三大挑战 

    数据的获取是基本的，因此，数据的程序和处理是基本的。大数据的资源管

理与规模，大数据高效和处理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和处理统计学的计算技术，

这三者中，大数据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 

    比如，大数据分析和大数据处理，两者是有区别的。处理，如统计，查询，

排序，比例，融合，对齐等等，统称为数据处理。数据处理的逻辑，是计算机严

格的逻辑运算。但是，处理与分析的深层次是不一样的，那么，大数据分析会涉

及到哪些问题？比如，数据中间呈现了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数据中间有什么共性

结构，数据链如何关联？数据有什么特定的模式，相互之间如何对应？如何分析？

以及优化与控制等等。这是大数据分析。因此，分析相对于处理来说，并不是逻

辑运算，而是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处理。在数据分析技术上，我国目前的发展相

当缓慢。有数据表明，目前全世界有 4% 的大数据，但是真正用来做分析的不

到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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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法论方面，大数据带来了三大挑战。第一，是分析基础；第二，计算的

模式与计算方法需要推倒重来；第三，根本性判定需要条件。依赖于样本是独立

组成的假设，分析出来的结果可能是谬误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就是这

个道理。换句话说，如果大数据的分析技术不建立起来的话，很多的假设都是不

成立的，大数据的危险性可想而知。 

科学技术是关键，分析技术是处理办法，根本性判定，这是当前最值得关注

的三个问题。为此，需要建立的三大基础：第一，统计学基础；第二，计算理论

的基础；第三，模拟技术。 

大数据的机遇是什么？最大的机遇是学科发展问题。什么叫学科发展机遇？

以融合信息、数学、计算、数据为一体的数据科学正式形成。这对于大学人才的

培养，对于学科的设置等各方面将起到根本性作用。 

-----选取《中国教育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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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必答  
 
 

：交学费的银行卡补办后怎么与玉兰卡绑定？ 

：师生可以补建行学费卡的时候，在建行前台进行玉兰卡与建行卡绑定

登记；或者也可以携带身份证、玉兰卡、建行卡直接到网信中心一楼服务大厅办

理绑定业务。一般情况下，在下一个工作日绑定生效，生效后师生就可以在校园

卡自助终端机上给玉兰卡进行自助转账充值。 

：怎么查看我的 ip 服务用了多少流量？  

：登录校园网自助服务系统，在左侧的菜单栏中选择“ip 服务管理”，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ip 服务流量统计”，选择自己的 ip 地址，以及要查询的月

份，便可查看该 ip 地址，在该月份，每天的流量使用情况。 

：我已经修改了校园邮箱的密码，为什么连接 dlut 无线后，不需要重新

认证，自动就连接到网络了？ 

：无线网已经开通无感知认证系统，设备第一次连接 dlut 无线网，并成

功认证登录之后，系统会记住该设备，此设备再次连接，则无需再次认证，就可

连接。即使更改了校园邮箱的密码，无线认证系统也会根据记录的设备信息，自

动通过认证。 

：玉兰卡如何在圈存机上交图书馆欠费？ 

：本人到圈存机上，选择自助缴费——图书欠费，进行缴费。 

：我在实验室的电脑上部署了一个服务，服务器使用的也是公网的 ip 地

址，为什么在校园内可以访问，但是在校园外却无法访问？ 

：为了保障校园网及校园网服务的安全，校园网的 ip 地址默认关闭了外

网访问，只能在校园内访问。在校园外教工可使用 vpn 服务连接校园网后，进

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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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应用进行时 

流行软件： 

1. Evernote 印象笔记 

Evernoter 是一款多功能笔记类应用，主要具有以下功能：1、支持所有的

主流平台系统，一处编辑，

全平台之间可以同步，同时

支持 web 版和移动网页版。

2、可以使用网页剪辑插件保

存完整的网页到印象笔记本

账户里，文字、突破和链接

全都可以保存下来。3、图片

搜索是印象笔记最具特色的

功能，也是区别于其他类似

软件的核心功能。4、可以支

持任意个是文件作为附件插入到笔记中，并实现跨平台同步。5、共享笔记本功

能，允许不同用户之间共同编辑一个笔记本，实现团队协作办公。6、支持 QQ

浏览器等大量第三方协作应用。 

 

2. 纸上钢琴（Paper Paino） 

Paper Paino 和它的名字一样，用 iPhone 再加一张 A4 的纸，就可以演奏

钢琴曲了。其原理其实很简单，首先需要具备一张印有键盘的 A4 纸，按照要求

将手机放在纸上指定的位置，应用通过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来分辨手指的位置并给

出响应，然后通过

iPhone端的应用发

出声音。 

应用提供了官

方的打印纸键盘，

只需下载后打印即

可。然后将手机横

着立起，摆放在纸

张左上顶部的虚线

框内，就可以弹奏

钢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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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钢琴外，应用和提供了音乐盒、风琴、铜管、电话、人声等不同种类的音

色，还可切换到不同的八度。 

 

流行硬件： 

1. Robomintoner 系列羽毛球机器人 

2015 年世界机器人大

会上，Robomintoner 羽毛

球 机 器 人 获 得 “ 年 度

robocon 亚太大学生机器

人大赛国内冠军”。2016

年 4 月 25 日，李克强总理

应邀与 Robomintoner“切

磋”了球技。 

这款羽毛球机器人拥有

独特的高精度快速运动机构、高精度快速移动目标视觉跟踪算法、机器人实

时位置校正等技术，使得产品性能仔全球首次达到一般羽毛球爱好者的竞技

水平，接球可靠性、灵活性、接球范围等指标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Robomintoner 具有世界领先的独特双目视觉系统，通过对双向高清摄

像头捕捉影响计算后，羽毛球落点位置预测精度小于 5mm，大数据测试证

实，羽毛球双打机器人半场接球概率大于 80%。另外 Robomintoner 独创

的轨迹跟踪和预测算法，能够迅速对符合运动规律的物体的运动轨迹进行预

测，预测精度到毫米级。其单打机器人准确接球范围大雨 3m*3m 的方形区

域，双打机器人准确接球范围大于 6m*4m 的方形范围。在运动性能方面，

该机器人快速移动平均速度大于 4m/s，最大移动速度大于 6m/s，最大加

速度大于 20m/s。 

 

2. TARAbrella 智能雨伞 

这是一款科技感十足的雨

伞，闲置时，安放在墙上的固

定装置可以为它充电。带它出

门时，其内置的电子气压计每

隔 35 秒便会对大气气压进行

一次测量。此外还具有湿度计，

能不间断的追踪空气湿度变化。

当收集足够的气压、湿度等数

据后，它内置的微型处理器会

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将结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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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手柄上的 LCD 屏呈现给用户。 

同时，它还具有遗失警报功能。伞柄上有一个可拆卸追踪装置，当离伞

超过 30 英尺（9 米）时，追踪器会发出警报。而 TARAbrella 的伞尖还内

置了一个高亮 LED 灯，当你身处阴暗的巷道或者夜间行走时，LED 可发出

充足的光照亮周边环境。 

另外，它仅仅只有 198g 重，甚至比 iPhone 还轻，这得益于它采用了

碳纤维架构。TARAbrella 不仅轻便，还比普通钢制伞强大五倍之多，即使

在极端的恶风大雨中也能禁得住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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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词汇进行时 

1.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

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

模式。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开放的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功能化金融业态及

其服务体系，包括基于网络平台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服务体系、金融组织

体系、金融产品体系以及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等，并具有普惠金融、平台金

融、信息金融和碎片金融等相异于传统金融的金融模式。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众筹、P2P 网贷、第三方支付、数字

货币、大数据金融、信息化金融机构、金融门户等；其主要特点包括：成本

低、效率高、覆盖广、发展快、管理弱、风险大。 

 

2. 网红 

网红，即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某个行为

而被网民关注而走红的人。他们的走红皆因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

放大，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

合，有意或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成为“网络红人”。因此网红的产

生不是自发的，而是网络媒介环境下，网络红人、网络推手、传统媒体以及

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体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网络红人分成三代人：1、文字时代的网络红人；2、图文时代的网络红

人；3、宽频时代的网络红人。 

最早的网络红人，在互联网的 56k 时代甚至更早，那是属于文字激扬的

时代，培育在那一代的网络红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文字安身立命并走红。

当互联网进入高速的图文时代，这时候的红人开始如时尚杂志绚丽多彩起来，

在这样的时代，网络女性占尽优势，以图载文载人。这个时候的互联网更有

读图时代的味道。当互联网越来越宽，进入宽频时代，网络歌曲、网络视频

的流行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网红的出现以及传播热度的持续走高，不仅会对一般受众的价值观念和

生活方式产生特定的影响，而且由此衍生出的实际利益效应也会吸引有关方

面的关注，从而催生出“网红经济”。“网红经济”是新媒体与新传播时代

的新经济形态，它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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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改变生活 
 

解读“十三五”规划纲要：从“拓展网络经济空间”看“互联网＋”

新地位 

 

    3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全文正式发布（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共二十篇，“网络经济”是“十

三五”规划纲要新提法和新亮点，单独以一个整篇来部署拓展网络经济空间，足

见对其重视程度。舆论一致认为，从《纲要》的内容可以看出，国家非常重视信

息技术变革对社会的影响，并已经规划从网络建设、网络应用、大数据及信息安

全等多个方面提升信息技术，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动

信息经济发展壮大。纲要关于“拓展网络经济空间”的篇章究竟说了什么呢？下

文，对此进行简单的解读。 

构建泛在高效的信息网络 

    关键词：信息网络 

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信息网络技

术广泛运用，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 

第一节 完善新一代高速光纤网络。 

第二节 构建先进泛在的无线宽带网，加快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建设

等。 

    第三节 加快信息网络新技术开发应用，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

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启动 5G 商用。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全面向互联网协

议第 6 版（IPv6）演进升级。布局未来网络架构、技术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

重点突破大数据和云计算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操作系统、高端工业和大型管理软

件、新兴领域人工智能技术。 

    第四节 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解读： 

从纲要中可见，未来五年主要是以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比如完善新一代

高速光纤网络、深入普及高速无线宽带等。其中，在推进宽带接入光纤化进程明

确了具体目标。 

人民日报在《八大数字改变生活》文章中做出这样的畅想，“上班前，手机

下单订购一家人的新衣服；进入办公室，移动视频会议系统已连接出差路上的同

事；下班时，汽车根据实时路况信息自动绕避拥堵，驶向小区；进家后，可穿戴

设备已将当天消耗的卡路里和需要补充的营养成分计算完毕，并提供晚餐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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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这并非科幻小说，而是 5 年后，随着高速无线宽带深入普及和移动互联

网技术的加快升级，人们可能享受的智能生活。” 

“未来 5 年，上网会更快、更便宜。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网络提速降费行动，简化电信资费结构，提

高电信业务性价比。未来 5 年，无线上网还有望享受‘免费大餐’。纲要明确

提出，加快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建设，实现乡镇及人口密集的行政村全

面深度覆盖，在城镇热点公共区域推广免费高速无线局域网（WLAN）接入。移

动宽带用户普及率从 2015 年的 57%提高到 85%。”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吴建平表示，基础网络条件直接制

约互联网与各行业的融合。“从全世界来看，我国人均网络带宽资源是比较低的，

对‘互联网+’的发展形成了重要制约。方便快捷的互联网环境与基础，将全面

激发全民族的想象力，迸发出强大的推动力，促进创新创业，形成产业发展新形

态。”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辛颖梅委员认为：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最有效的方法

是打破电信行业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垄断。应当引入竞争、消除各种隐性

壁垒和市场分割，让民营企业也能参与到这些领域来。 

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 

关键词：产业体系 

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深度广泛应用，带动生产模式和组

织方式变革，形成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产业发展新形态。 

第一节 夯实互联网应用基础，积极推进云计算和物联网发展。 

第二节 加快多领域互联网融合发展，组织实施“互联网+”重大工程，加快

推进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管理模式及供应链、物流链等各类创新，

培育“互联网+”生态体系，形成网络化协同分工新格局。推动互联网医疗、互

联网教育、线上线下结合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

入限制等。 

解读： 

决策层已经认识到互联网相关创新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这些创新可能面临

来自传统服务提供者的阻碍，因此要求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推动创新，相关的

政府监管部门要改变思路，主动“搭”上互联网信息“高铁”，而不是成为互联

网创新的绊脚石。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马化腾认为，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是在去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之后更深入、更全面的提法，说明国家层面越

来越重视“互联网＋”以及分享经济，移动互联网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会把潜在的巨大生产力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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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关键词：数据 

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

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 

第一节 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第二节 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创新应用等。 

解读： 

此前，代表委员们曾经普遍呼吁，要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大数据产

业健康发展，真正把一个个“信息孤岛”连接起来。纲要正契合了大家的呼声 

围绕教育、大数据方面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建议，

由教育部牵头，会同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共同推动建立国家教育大数据，并予以

专项资金支持。尽快由具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力的企业和国内顶尖教育科

研机构率先进行教育大数据建设。 

强化信息安全保障 

关键词：安全 

统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完善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强化重要信息系

统和数据资源保护，提高网络治理能力，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第一节 加强数据资源安全保护，建立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等。 

第二节 科学实施网络空间治理。 

第三节 全面保障重要信息系统安全，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等 

解读： 

互联网应用越普遍，互联网的安全越重要。将大量的数据和服务转移到互联

网上，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安全保障，可能意味着，把自己的所有信息暴露给对

手，这是非常危险的。建设网络强国，就是既要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也要加快发

展信息化，让这“双轮”协调一致，同步前进，为“网络强国”这辆列车保驾护

航。 

 

摘自：《中国教育网络》2016 年 4 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