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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校园进行时 

 

工作进行时 

2015 年 

10 月 

完成主楼西侧楼有线网迁移及无线网调试工作 

微软正版授权平台增加 win10 授权服务 

西山生活区学生宿舍门禁启用 

微信公众账号“i 大工”项目启动建设 

大工云盘开通群组功能 

2015 年 

11 月 

3d 校园地图项目启动建设 

三大平台升级项目完成学生需求调研 

北山生活区学生宿舍门禁启用 

组织完成“赛尔网络下一代互联网创新项目”校内初审及申报工作 

2015 年 

12 月 

微软正版平台增加 office 2016 授权服务 

会议网平台二期项目完成验收 

协助完成迎新离校系统、OA 系统、知识产权系统和教师公寓系统

验收 

完成校园公交车玉兰卡刷卡消费功能 

完成教工第三季度补助发放 

完成无线网无感知认证系统切换 

与联通公司签订校内电话优惠协议 

近期规划 

2016 年

1-3 月 

学校网络机房安全检查 

“i 大工”QQ 公众号建设 

“i 大工”微信公众号建设，上线测试 

中心食堂一楼线路改造 

盘锦校区食堂 POS 机安装(玉兰卡可在盘锦校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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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情况 

系统 总量（截止到 12 月 30 日） 新增量 

校园电子邮箱 
在用邮箱数：教师 6316 个，

学生 66321 个； 
10-12 月新增邮箱数：381 个 

i 大工 
注册设备数：32826 台 

各种应用访问量：544 万次 

10-12 月 i 大工总访问量:65 万

次  

调查问卷系统 共发布 97 份调查问卷 
10-12 月发布了 15 份问卷,参

与答卷计 4492 人 

校园门户 总访问量：近 684 万 

10-12 月校园门户总访问量：

43.2 万次， 日均访问量：4750

次 

一卡通 玉兰卡在用卡数：47427 张 

10-12 月，消费次数 369 万次，

补卡及换卡数3116张，开卡数：

248 张。 

网站群 网站数量：146 个 10-12 月总访问量：837 万次 

会议网平台 
浏览总数 27615，会议总数

11 次 

10-12 月，网页浏览次数：8420

次  

正版软件平台 
登录总人数 1562 人，8487

次激活 

10-12 月，374 人登录激活客户

端，进行 2924 次激活 

VPN 服务 
新版 VPN 共登录 5049 人/

次 
10-12 月增加登录 2040 人/次 

云盘服务 
总用户数：3211 人，群组数：

85 个 
10-12 月，新增用户 2250 人 

视频会议系统 12 月初上线试运行，至 12 月 31 日共召开会议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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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连理工大学超级计算机“凌云”启用——大连理工大学超算中

心和大连市超算中心揭牌成立 

为满足大连理工大学科研需求以及大连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对大规模并行计

算的需求，计算能力达到 350 万亿次、命名为“凌云”的大连理工大学超级计

算机于 11 月 30 日启用，同时，大连理工大学超级计算中心和大连市超级计算

中心正式成立。当天上午，大连理工大学超级计算中心暨大连市超级计算中心揭

牌及启用仪式在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举行。校党委书记魏小鹏、曙光信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贾栋为大连理工大学超级计算中心揭牌。魏小鹏书记、大连市副

市长刘岩、大连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乙明、大连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

副主任刘刚、大连市科技局副局长姜斯进、贾栋副总裁等共同为大连市超级计算

中心揭牌。与会嘉宾触摸水晶球共同启动大连理工大学“凌云”超级计算机。副

校长宋永臣主持会议。 

据了解，大连理工大学超级计算中心是我校科研信息服务的战略性基础平台，

是助推我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工具。自 2013 年起启动建设，目前

一期建设已经顺利完成。一期集群含两路计算刀片 229 台、八路大内存胖节点

8 台、GPU 计算节点 32 台、MIC 计算节点 12 台，存储能力达到 1PB，计算

能力达到 350 万亿次，位于全球高性能计算机 Top500 排名 418 位，居于全国

高校前列。超算中心提供丰富多样的计算资源，能够为科学研究、重大工程、工

业设计、装备制造、动漫渲染、金融分析、生物医药、石油化工等中的关键问题

提供计算、仿真、模拟、展现等提供强力支撑。 

作为大连市公共服务平台，大连市超级计算中心依托于大连理工大学超级计

算中心建设，紧密整合大连理工大学高性能计算应用相关学科，联合大连市其他

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代表共同为大连市产业界提供高性能计算领域咨询、课题

合作、成果转化服务，促进产学研紧密联动的机制的建立，打造高性能计算应用

示范基地。 

 新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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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迎新离校系统建设总结座谈会召开 

2015 年 10 月 27 日上午，网络与信息化中心联合研究生院、学生处、教

务处、国际教育学院等部门召开了迎新离校系统建设总结座谈会，学校 14 个相

关单位参加了会议。会议对迎新离校系统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系

统仍需优化和改进的相关问题。参会人员认为迎新离校系统的使用，改变了学校

传统迎新离校工作模式，优化了工作流程，实现了数据的实时统计和共享，提高

了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网信中心将协同各业务负责部门进一步优化迎新离校系

统，使之成为各业务部门办理迎新离校业务的得力助手，使迎新离校工作更加科

学、规范、高效。 

 

 

 

 

 

 

 

 

 

 

3.网信中心举行信息化队伍趣味运动会 

为了加强我校信息化队伍成员间的交流和了解，增强信息化队伍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10 月 29 日下午，由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举办的大连理工大学信息化队伍

趣味运动会在七七足球场如期举行，全校各单位的信息化负责人和信息化专干参

加了此次活动。此次趣味运动会不仅丰富了我校信息化队伍的业余生活，提高了

广大教师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展现了信息化负责人和专干们蓬勃健康的身心状态

和积极活泼的业务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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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信中心赴盘锦校区举办信息化应用推广说明会 

为推进智慧校园建设进程，实施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分期部署的信息化建

设原则，使广大师生充分了解信息化的应用，11 月 12 日，网信中心赴盘锦校

区举办信息化应用推广说明会。盘锦校区学院（部）、书院、机关各部门信息化

建设主管领导等人参加了此次会议。说明会上，网信中心向大家介绍了学校信息

化建设的管理模式、管理要求、各项具体应用项目详细说明等内容。盘锦校区师

生就工作、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与网信中心老师作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研讨。 

5.网信中心举办新视频会议系统培训 

为了推进学校新的视频会议系统使用，使全校教师通过视频会议系统更加便

捷的进行远程会议、视频沟通、网络培训课程、远程教学及讨论，网信中心于 12

月 4 日利用新视频会议系统在线进行了培训，信息化专干及部分院系教师 40 人

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从新视频会议系统的优点、应用场景、参会方式（包括智

能移动设备参会方式）、功能详解等方面对新的视频会议系统进行了讲解。经过

培训，参训老师充分了解新的视频会议系统，对该系统给予了高度评价。 

 

6.我校在“第一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中取得佳绩 

12 月 20 日，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管、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主办的“第

一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在北京清华大学圆满落下帷幕。在地区初赛中，

我校由研究生院、创新创业学院、网信中心三个部门联合组织参加此赛的五个参

赛队伍表现优秀，获地区一等奖 3 名、地区二等奖 1 名。两支代表队分别参加

创意组和实践组两个类别的全国总决赛。最终，我校代表队与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代表队共同获得实践组全国一等奖；除此之外，我校代表队还获得创意组全国

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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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公共数据平台的建设实践 

网信中心信息系统部 郭晓明 

为了解决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数据层面的各种问题，理顺盘活学校各类数据

资源，学校提出了公共数据平台的建设理念，旨在学校层面全面考虑数据建设

和管理工作。 

一、 建设目标  

在学校层面对数据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 

 业务部门建设的信息系统一般以部门现有的实际业务为出发点考虑数据的

存储、管理，随着业务的不断变革，数据被迫一直进行沿用，并根据业务变化

对数据进行增修、完善，实现业务管理需求，数据实际上服务于业务，并不是

部门关注的重点。数据是公共数据平台的重点和中心，在平台建设中需要考虑

学校所有相关部门的现有以及未来业务，结合数据完整性、一致性、真实性、

准确性、安全性等特性，整体考虑数据的规划和管理。 

全面了解学校数据建设和管理现状： 

同一数据可能存在于多个业务系统，为了能找到最为准确、真实、权威数

据，需要对学校已有数据情况展开全面调研，把握数据建设和管理现状，了解

各部门数据需求情况，为今后信息系统建设规划提供依据。 

按主题形成校级全局数据视图： 

 可以在各项业务之上，根据数据所属的主题归类，形成学校概况、学生管

理、教学管理、教职工管理、科研管理、财务管理、资产与设备管理、办公管

理、外事管理、档案管理等各个主题类全局数据视图。 

更好的支持学校未来的信息化建设： 

 学校信息化建设要兼顾以前，也要着力未来，公共数据平台是为解决学校

现有数据问题而建，也是未来各类信息化建设开展的基础，平台建设的标准可

以为以后的信息系统建设提供规范和指导，平台积累的数据为更多信息化业务

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二、功能构成 

源数据管理： 

 平台数据来源于各个已有的信息系统，系统之间采用不同的数据库管理软

件，不同的操作系统，不同的网络环境。每个数据源有独有的数据结构和元数

据管理模式。通过源数据管理功能来打通数据源头至公共数据平台的流转通

道。 

 每期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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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准管理： 

 在国家标准、教育部标准、行业标准和学校标准的基础上构建公共数据平

台的标准管理功能，包括数据模式标准、数据结构标准、代码标准等。 

数据交换： 

 数据交换主要是把数据源头的数据交换至公共数据平台，并把公共数据平

台的数据交换至需要使用数据的业务系统中，可能是单向流转，也可能是双向

流转，如下图所示。 

公共数据平台首先需要从各个“信息孤岛”中抽取基础的可用数据，然后

进行清洗、转换、存储，形成权威、有效、准确的数据之后，通过交换平台直

接服务于各个新建业务系统。 

数据集成监控： 

 数据交换的过程一直持续进行，期间很可能会因为源头的调整、网络问题

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交换出现错误，数据集成监控主要是负责运行状态的监

视，对参与交换的数据进行检查，完成异常处理，对不能处理的部分给出警告

通知。 

数据存储库管理： 

 在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历程中，可能根据不同的数据环境和需要完成不同类

型数据存储库的建立，包括历史数据库、共享数据库、主题数据库、数据仓库

和数据集市等。每类存储库的关注点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 

数据服务、展示和分析： 

 公共数据平台最重要的目的是实现数据的有效利用，其通过服务、展示和

分析三种方式来具体实现。数据服务是指直接通过数据库层面获得的应用接口

（API）方式对外提供数据。数据展示是指在学校门户、移动校园应用等把平

台数据进行各种报表的展示。数据分析是在数据平台基础上提取有用信息加以

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并形成结论来指导未来的决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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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行效果 

 我校在 2009 年学校数字校园一期建设之初，就开始着手学校公共数据平台

建设，当时以已有的教务系统、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人事系统为主要数据源，

通过数据交换平台形成了学校的公共数据库即共享库。逐步形成了如下图的运行

格局，即通过整合权威数据源头系统提供的数据，形成学校级别的公共数据库，

之后通过数据交换平台为各个业务系统提供数据支撑。 

 

 人员基础数据信息是当前梳理完成并有效提供对外服务的主要数据类别，通

过聚合人事处人事系统教职工基础数据信息、教务处教务系统本科生数据信息、

研究生院管理系统研究生数据信息、离退休处提供的离退休教职工信息、校园门

户完成管理的自聘人员数据信息形成了全校的人员基本信息数据库，其服务的主

要系统有一卡通系统、科研系统、网络自助管理系统、迎新离校系统、审计管理

系统、大型仪器平台、教师公寓管理系统、学校移动应用平台 i 大工、OA 系统、

网上学习中心、调查问卷系统等。 

四、未来规划 

因学校还缺较多的核心业务系统，在公共数据平台上还缺少很多其它重要的

数据类别，相应的数据类别会随着学校信息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步完善。 

 学校当前已启动三大基础平台的升级完善工作，在新的平台中将会考虑纳入

历史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集市等其它的数据存储库。 

 在解决学校自身数据问题基础上，谋划解决校与校之间的基础数据共享问题，

破除高校之间的“信息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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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必答  
 
 

1. ：学校家属区办理联通宽带业务有何优惠？如何办理？ 

   ：根据学校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签订的优惠协议，

学校家属区使用 84706XXX、84707XXX、84708XXX、84709XXX、 

8471XXXX、8477XXXX 号段的固定电话用户，可享受联通宽带 60 元/月的

优惠业务，宽带带宽：光纤用户为 10M、ADSL 用户为 2M。办理方式：持本

人工作证、一卡通到网信中心一楼服务大厅填写《大连理工大学员工办理联通

宽带业务优惠卡》，持卡到校内联通营业厅办理（校公安处旁）。业务咨询电

话 84706486。 

 

2. ：2016 年校内办公电话资费如何调整？  

   ：2015 年 12 月 28 日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大连分公司签订了校内办公电话的优惠协议，具体优惠方案如下：办公电话固

定月租费为 12 元/月；免收新装办公电话工料费（原 300 元/部）；2016 年 2

月 23 日开始，大连校区办公电话拨打盘锦校区办公电话（0427-2631xxx）

实现通话免费。2016 年 2 月 23 日开始，西部校区与本部校区实现通话免费，

拨号方式取消拨“9”出局；免收同一楼内的办公电话的迁移费；跨越不同楼

的办公电话迁移，迁移费按照现行资费的 50%收取。 

 

3. ：大连理工大学新版视频会议系统具有哪些功能？有何优势？ 

   ：新的视频会议系统集成了共享演示、共享应用程序、共享文档和桌面、

桌面远程协助操作、投票、会议录制播放等功能，与之前的视频会议系统相比，

新的视频会议系统提供了高质量视频画面，640*360 的分辨率和高达 30 帧/秒

的速率，如同面对面对话；会议系统自带录制系统，可以方便存档。同事，系统

具有良好的兼容性，支持 Windows、Mac、Linux 等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下载

APP 后，可以支持苹果 IOS 系统、安卓系统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4. ：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视频会议系统？如何申请使用？ 

   ：大连理工大学新版视频会议系统可以同时召开 100 个会议，每个会议可

容纳 100 人，支持移动终端参会，可以广泛地应用在远程会议、视频沟通、网

络培训课程、远程教学及讨论、远程技术支持、移动办公等场合。各部门如有使

用需求请参照网信中心主页（http://its.dlut.edu.cn/info/1144/1779.htm）

中的视频会议服务说明办理。 

http://its.dlut.edu.cn/info/1144/17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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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应用进行时 

流行软件： 

1. 飞凡 

飞凡是一款针对广场的综合电商 O2O 应用，不仅为用户提供身边最赞的商

场、门店、优惠信息，更为用户提供在线服务及商场内智慧体验。 

飞凡是“实体商业＋互联网”场景服务运

营商，以实体商业经营和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

整合最具价值的互联网技术和资源，为实体商

业的经营者、商家和消费者搭建一个全方位的

互联网开放平台。通过全新的线上线下结合的

营销方式，飞凡为购物中心搭建 Wi-Fi、

Beacon 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停车、找店、排队、电影等服务，增强消

费者线下购物体验。同时，还会向购物中心开放共享会员、积分、大数据，以及

飞凡更多的互联网资源，以更广阔的互联网发展平台，激活会员活跃度和线下消

费力。 

目前合作的商家主要有大连高新万达广场，沈阳一方广场，南京新街口中央

商场，北京龙德广场等。 

 

2. 悦跑圈 

“悦跑圈”是一款基于社交型的跑步应用。记录专业化跑步数据，在排行榜

与全国跑友比拼，在独有的社交平台(跑友圈)与跑友分享交流，另外还支持微博

微信分享。 

主要功能： 

1、记录跑步数据：悦跑在手，数据我有！路线

图、距离、速度、消耗卡路里一目了然！ 

2、以跑会友：通过独有的社交平台(跑友圈)分

享跑步、约识跑友。还有“附近跑友”功能！ 

3、排行竞逐：社区内排行榜与跑林高手 PK，

跑步悍将必闪耀全场！ 

4、多平台一键分享：支持微博、微信、QQ 空间等多平台一键分享！ 

悦跑圈同时也是各大马拉松赛事的合作伙伴，悦跑圈则充分发挥自身在跑步的先

发优势与专业能力，一方面通过与主办发合作，提供线上报名入口以及相关赛事

组织服务;另一方面，针对所有的马拉松参赛者，在国内率先推出“悦跑客栈”，

提供赛前到赛后的一站式服务，一举成为国内马拉松客栈的首创者与先行者。 

 

http://baike.baidu.com/view/1535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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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硬件： 

1. 腾讯无人机 

在 2016 年 1 月 8 日的凌晨三时，腾讯跟

深圳零度（后简称零度）合作推出全新的智能

无人机“Ying”（空影）。这款新的无人机除了

是在既有在规格上迭代更新，更重要是变得智

能化。“Ying”（空影）与我们日常用来航拍的

无人机极为不同：一般航拍用的无人机，大多

为对角线轴距 350 mm，机底配以相机和云台，重量一般在 1.2-1.8 公斤左

右，看起来就像一个鞋盒，略嫌笨重；但 Ying 却是台对角线只有 225mm 

的小型无人机，而且采用摺脚式设计，摺起后机身仅比手掌略大；加上机底并

没有云台，相机改为前置，所以机身很纤薄，也使重量减至 400 克左右，容

易携带。 

 

2. 乐视 VR 头盔 COOL1 

12 月 23 日乐视在京公布其 VR（虚拟现

实）战略，并发布旗下 VR 头盔 LeVR COOL1。

在硬件上，LeVR COOL1 头盔目前适配 5.5 寸屏

幕的超级手机乐 1 和乐 1Pro，并搭载蓝牙遥控器。 

在光学指标上，COOL1 头盔视场角为 90 度，

支持瞳距和屈光度调节，最大支持 800 度近视和

200 度散光。在内容平台建设上，乐视方面表示乐视音乐 2016 年将拍摄/直播

100 场以上的 VR Live 演唱会；乐视 VR 还将每周推出一位涵盖吃饭、逛街、

约会等内容的明星大咖秀。在应用层面，乐视正式推出了手机端 VR 内容应用—

—乐视界，包括“全景推荐”、“3D 影视”、“我的空间”两块。其中，全景

推荐板块中为 360 度全景 VR 内容，3D 影视板块则是 3D 影库，支持 3D 大屏

影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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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词汇进行时 

1. VR（虚拟现实） 

VR（Virtual Reality，即虚拟现实，简称 VR），是由美国 VPL 公司创建人

拉尼尔（Jaron Lanier）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其具体内涵是：综合利

用计算机图形系统和各种现实及控制等接口设备，在计算机上生成的、可交互的

三维环境中提供沉浸感觉的技术。其中，计算机生成的、可交互的三维环境成为

虚拟环境（即 Virtual Environment，简称 VE）。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

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多

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使用户沉浸到该环

境中。 

VR（虚拟现实）技术可广泛的应用于城市规划、室内设计、工业仿真、古迹

复原、桥梁道路设计、房地产销售、旅游教学、水利电力、地质灾害、教育培训

等众多领域，为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培训领域也大有用武之地。为真实实验不具备或难以完

成的教学功能创造条件。在涉及高危或极端的环境、不可及或不可逆的操作，高

成本、高消耗、大型或综合训练等情况时，虚拟现实技术能提供可靠、安全和经

济的实验项目。华东理工大学的 G-Magic 虚拟现实实验室，就是高校虚拟现实

教学的一个范例。该实验室拥有 CAVE 洞穴式虚拟现实系统，可以把大学生设

计的作品投影到墙面、天花板和地面上。营造出这种教学环境后，教师就能与学

生更方便地交流各个环节的设计优劣，并随时做出修改。 

2. 互联网+ 

“互联网+”是创新 2.0 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 2.0 推

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互联网+”是互联网

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它代表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推动经济形态不断的发生

演变，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广阔的网络平

台。通俗来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

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

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它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

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

域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

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近几年来，“互联网+”已经改造影响了多个行业，当前大众耳熟能详的电

子商务、互联网金融（ITFIN）、在线旅游、在线影视、在线房产等行业都是“互

联网+”的杰作。  

http://baike.baidu.com/view/72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010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2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7169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25/180058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332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25/180058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380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968540/135806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968540/13580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299900/120324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6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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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改变生活 

习近平在世界互联网大会演讲：要让互联网惠及全国人民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 12 月 16 日至 18 日在浙江乌镇举行，本次大会

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本届大会将有

2000 多名嘉宾与会，除了“星光熠熠”的业界代表与专家外，再加码习近平亲

自出席，以及多位外国领导人出席。 

以下为习近平主席讲话文字实录节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国正处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发展，21

年前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们按照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

的思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网络经济，推进信息惠民。同时，我们依

法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网络空间日益清朗。目前，中国有 6.7 亿网民、413 万多

家网站，网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人民生活。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

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

会融合发展。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 13 亿多中国人民，更

好造福各国人民。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

息化深入发展，互联网对人类文明进步将发挥更大促进作用。同时，互联网发展

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息鸿沟不

断拉大，现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世界范围内侵

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

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

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

系。 

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该坚持以下一些原则。 ——尊重网络主

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

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

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

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

安全的网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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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平安全。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各国乃至世界都具有

重大意义。在现实空间，战火硝烟仍未散去，恐怖主义阴霾难除，违法犯罪时有

发生。网络空间，不应成为各国角力的战场，更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温床。各国

应该共同努力，防范和反对利用网络空间进行的恐怖、淫秽、贩毒、洗钱、赌博

等犯罪活动。不论是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应该根据相关

法律和国际公约予以坚决打击。维护网络安全不应有双重标准，不能一个国家安

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牺牲别

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促进开放合作。“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完善全球互联网治

理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的理念，摈弃零和博

弈、赢者通吃的旧观念。各国应该推进互联网领域开放合作，丰富开放内涵，提

高开放水平，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

新亮点，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

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构建良好秩序。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

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

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网

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

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

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同时，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

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

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段时间以来，我非常愿意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个词。

对此，我愿提出 5 点主张。 

第一，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

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只有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铺就信息畅通之路，不断缩

小不同国家、地区、人群间的信息鸿沟，才能让信息资源充分涌流。中国正在实

施“宽带中国”战略，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宽带网络将基本覆盖所有农村，打

通网络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让更多人用上互联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

大资金投入，加强技术支持，共同推动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发展中国

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 

第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

明因互鉴而丰富。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中国愿

通过互联网架设国际交流桥梁，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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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心灵沟通。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发挥互联网传播平台优势，让各国人民了

解中华优秀文化，让中国人民了解各国优秀文化，共同推动网络文化繁荣发展，

丰富人们精神世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第三，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

折，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开拓发展新境界。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

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国

互联网蓬勃发展，为各国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中国开放的大门永

远不会关上，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

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只要遵守中国法律，我们

热情欢迎各国企业和创业者在华投资兴业。我们愿意同各国加强合作，通过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建设信息经济示范区等，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易发展，推动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第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

轮。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

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

携手努力，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用，反对网络监听和网络攻击，反对网络空间军

备竞赛。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对话交流，有效管控分歧，推动制定各方普遍

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

协助机制，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 

第五，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该坚持

多边参与，由大家商量着办，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

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个主体作用，不搞单边主义，不搞一方主导或由几方凑在

一起说了算。各国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研究制定全

球互联网治理规则，使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

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希望搭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的

平台，共同推动互联网健康发展。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互联网虽然是无形的，但

运用互联网的人们都是有形的，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让这个家园更美丽、

更干净、更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互联网空

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 最后，预祝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