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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
圖為 2021全球工業互聯網大會
圖為2021
全球工業互聯網大會，
，嘉賓在展區
參觀。
參觀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 10 月 18 日下午就推動中國數字經濟健康
發展進行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近年來，互聯
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
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
過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範圍之
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
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
爭格局的關鍵力量。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

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集群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
濟，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和國家大數據戰略，拓
展網絡經濟空間，支持基於互聯網的各類創
新，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
濟深度融合，建設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推進

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打造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較快、
成就顯着。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數
字技術、數字經濟在支持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恢復生產生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牢握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
習近平指出，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牽
住自主創新這個「牛鼻子」，發揮中國社會主
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
場優勢，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打好關
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盡快實現高水平自立自
強，把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習近平強調，要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加強戰略布局，加快建設高速泛在、天地一
體、雲網融合、智能敏捷、綠色低碳、安全可
控的智能化綜合性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打通經
濟社會發展的信息「大動脈」。要全面推進產

業化、規模化應用，重點突破關鍵軟件，推動
軟件產業做大做強，提升關鍵軟件技術創新和
供給能力。
習近平指出，要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
融合發展，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
向，推動製造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
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
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
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
作用。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同
產業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專精特
新」企業和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要推
進重點領域數字產業發展，聚焦戰略前
沿和制高點領域，立足重大技術突破
和重大發展需求，增強產業鏈關
鍵環節競爭力，完善重點產業
供應鏈體系，加速產品
和服務迭代。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習近平指出
習近平指出，
，要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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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
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
事，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
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
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
斷做強做優做大中國數字經濟。
中國科學院院士、南京大學校長呂建教授就
這個問題進行講解，提出了工作建議。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認真聽取了他的講解，並進行了討
論。

中國時隔十三年再迎奧運火種
百日展示活動迎接冰雪之約 1200火炬手明春接力傳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北京 2022 年冬奧會火種 20 日抵達北京，在中華大地
開啟傳承、弘揚奧林匹克精神之旅。冬奧會火種當日在北京奧林匹克塔亮相，這
是冬奧火種在國內的首次展示，同時也是中國時隔十三年再次迎來奧運火種。本
次火炬接力計劃以「迎接冰雪之約 奔向美好未來」為主題，縮減路線精簡傳遞
規模，增加展示活動，將分為火種展示、傳統火炬傳遞和網絡宣傳推廣三個部
分。

●北京冬奧會火種歡迎儀式在奧林匹克
塔舉行。
塔舉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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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奧會火種歡迎儀式在奧林匹克塔隆重
舉行。活動首先通過視頻回顧了在希臘舉

行的北京冬奧會火種採集和交接儀式，北京冬
奧會火種燈莊嚴進入活動現場，中共北京市委
書記、北京冬奧組委主席蔡奇接過燃燒的火炬
點燃儀式火種台，標誌着舉世矚目的北京冬奧
會大幕將啟。
隨後，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冬奧組委執行副
主席張建東致辭，並發布北京 2022 年冬奧會火
種展示和火炬接力計劃。火炬接力活動以「迎
接冰雪之約 奔向美好未來」為主題，以「健康
．歡樂．活力」為口號，精簡傳遞規模，增加
展示活動，將分為火種展示、傳統火炬傳遞和
網絡宣傳推廣三個部分。

精簡規模簡約辦賽
儀式尾聲，伴隨火炬主題歌曲響起，火種被
再次引入火種燈，並被護送至奧林匹克塔天穹
廳，正式開啟了為期 100 多天的北京 2022 年冬
奧會火種展示活動。
此次火炬傳遞活動採取展示與接力、線上與
線下相結合等多種方式進行，涉及面更廣。
北京冬奧組委文化活動部副部長王向豫介
紹，本次火炬接力的規模、時間和方式等計劃
安排，嚴格遵循「簡約、安全、精彩」的辦賽
要求，體現「堅持簡約辦奧」、「確保活動安
全」、「注重實際效果」三方面特點。為更好
地宣傳奧運理念和火炬接力文化，本次火炬接

發改委：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進入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20日披露了「一
帶一路」建設最新進展。她透露，目前，
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
段。瓜達爾港已具備全作業能力，瓜達爾
職業技術學校竣工；薩希瓦爾、卡西姆港
等電廠發電量達巴方全國電力供應 1/3，
默蒂亞里–拉合爾高壓直流輸電項目建成
投用，改變了巴電力短缺狀況；巴首條城
市軌道交通拉合爾橙線項目竣工通車並實
現商業運營，「中巴友誼路」喀喇昆侖、
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竣工並通車；拉
沙卡伊特別經濟區舉行了開園儀式，開創
了產業合作新局面。
在中歐班列方面，孟瑋透露，中歐班列
繼續保持高位運行。9 月份，中歐班列開
行 1,269 列，運送 12.4 萬標箱，同比分別
增長 10%、16%，綜合重箱率 97.6%，連
續17個月單月開行千列以上。
1 至 9 月，中歐班列共開行 11,299 列，
運送 108.8 萬標箱，同比分別增長 29%、
37%，綜合重箱率 97.9%。截至 2021 年 9
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44,948列，運送
貨物 405.7 萬標箱，累計運送防疫物資
1,302萬件，共計10萬噸。
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也取得新進展。孟瑋
表示，9 月 23 日下午，中巴經濟走廊聯合
合作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會議宣布新
成立信息技術產業聯合工作組，簽署了 5
份合作文件，並宣佈簽署了 3 份企業間合
作協議，達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識。

力計劃不僅保留傳統火炬傳遞，還增加火種展
示活動(見表)。
根據安排，冬奧會火種抵達北京後，首先將
結合奧林匹克火炬接力主題展覽，在奧林匹克
塔進行展示。隨後部分奧林匹克全球合作夥伴
和北京冬奧會官方合作夥伴將結合企業公益項
目，廣泛宣傳奧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冬奧會理
念。
其後在冰雪資源較為豐富、冰雪運動基礎較
好的地區，結合各種冰雪體育文化活動進行展
示，激勵更多人參與冰雪運動、支持冬奧籌
辦。
明年 2 月 2 日至 4 日，在北京、延慶、張家口
三個賽區將開展傳統的火炬傳遞活動，共有約
1,200 名火炬手參與傳遞。傳遞路線立足冰雪文
化、歷史文化、長城文化，呈現沿途的自然風
光、人文特色和城市風貌。
在「科技冬奧」項目的支持下，火炬傳遞將
融入更多科技元素，以人機共融等方式實現跨
域火炬傳遞，靈活展現科技與冬奧文化的結
合。

網上互動共享盛會
此外，火炬接力計劃特別設計火炬網絡宣傳
部分，將通過新銳前沿的科技手段和豐富多彩
的傳播方式，讓更多人特別是青年人參與到火
炬接力活動中。廣大網民可通過 AR、VR、話
題挑戰等多種互動形式，共享北京冬奧盛會。

冬奧會火炬接力三重奏
火種展示
火種展示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在
北京奧林匹克塔結合奧林匹克火炬展覽進
行火種展示。第二階段，部分奧林匹克全
球合作夥伴和北京冬奧會官方合作夥伴結
合企業公益項目進行火種展示。第三階
段，在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天津等地
進行火種展示。

傳統傳遞
傳統火炬傳遞活動將在 2022年 2月 2日至
4日進行，共有約1,200名火炬手參與。此
次的傳遞線路將展現北京、延慶、張家口
三個賽區的冰雪資源、冰雪運動、冰雪文
化和雙奧遺產，呈現沿途的自然、歷史、
人文特色和現代化風貌。北京賽區火炬接
力着重彰顯「雙奧之城」；延慶賽區着重
展現「最美冬奧城」全新形象，張家口賽
區着重展示亞洲冰雪旅遊度假目的地。

網絡互動
活動將通過科技手段，讓更多人，特別是
青年人參與到火炬接力活動中。廣大網民
可通過 AR、VR、話題挑戰等多種互動形
式，共享北京冬奧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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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奧火炬與一根紅線的故事
18日，北京冬奧會火種在希
臘古奧林匹亞採集成功。儀式
現場，當第一棒火炬手、手持
北京冬奧會火炬「飛揚」的希臘高山滑雪運動
員揚尼斯．安東尼烏，從扮演最高女祭司的希
臘知名女演員喬治烏手中接過燃起的火炬時，
從他火炬手服裝的袖口、身側直達腳底的紅
線，與「飛揚」火炬對接成完整的紅色線條。
這並非巧合，而是精心設計的一套完整的景觀
體系。20 日，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倒計時 100 天
前夕，冬奧火種順利運抵北京。在火種歡迎儀
式上，北京冬奧會火炬接力標誌、火種台、儀
式火種台和火炬手服裝等首次呈現在公眾面
前。這些重要的形象元素，都以一條象徵奧林
匹克火種與激情的絲帶為視覺設計核心。
「飛揚」火炬整體外觀旋轉上升，如絲帶飄
舞，最後呈現為飛揚的火焰。火炬接力標誌創
意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金鳳凰」與「火
紋」，寓意吉祥和諧、生生不息，飄揚的動感

「絲綢」與火種交融呼應，波動起伏又像是中
國的萬里長城。
從希臘採集的冬奧火種，是儲存在火種燈中
來到北京的。火種燈創意源自「中華第一
燈」——西漢長信宮燈，借「長信」之義，表
達了人們對光明和希望的追求和嚮往，紅色絲
帶環繞在火種燈頂部。以「承天載物」為設計
理念的儀式火種台，創意靈感來自中國傳統青
銅禮器——尊。
北京冬奧組委文化活動部形象景觀藝術總監
林存真介紹說，火炬接力整體設計是一個完整
的系統。火炬、火炬接力標誌，進而又有了火
炬手制服、火種燈和火種盆，所有的設計都是
在一條紅線的引領下。
●新華社

嫦五月壤研究：月球20億年前仍有岩漿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
科學院10月19日發布了嫦娥五號月球科研樣品
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證明嫦娥五號月球樣品為
一類新的月海玄武岩，對着陸區岩漿年齡、源
區性質給出全新的認識，月球最「年輕」玄武
岩年齡為20億年，月球冷卻的速度可能比之前
想的更慢。中科院的科學家們通過三篇《自
然》論文和一篇《國家科學評論》論文，展示
了上述重要科學問題的突破性進展。
在嫦娥五號月壤最新的研究中，科研人員利
用超高空間分辨率鈾-鉛（U-Pb）定年技術，對
嫦娥五號月球樣品玄武岩岩屑中50餘顆富鈾礦
物（斜鋯石、鈣鈦鋯石、靜海石）進行分析，
確定玄武岩形成年齡為20.30±0.04億年，證實
月球最「年輕」玄武岩年齡為20億年。也就是

新聞 速遞

水平，為珍貴地外樣品年代學等研究提供了新
的技術方法。

為月球熱演化研究提出新問題

●科研人員打開嫦娥五號返回器艙門
科研人員打開嫦娥五號返回器艙門，
，取出
裝有月球樣品的容器。
裝有月球樣品的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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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月球直到20億年前仍存在岩漿活動，比以
往月球樣品限定的岩漿活動停止時間延長了約8
億年。此外，中國科學家們採用的超高空間分
辨率的定年和同位素分析技術也處於國際領先

對於岩漿源區是否富含水的問題，科研團隊
利用地質地球所納米離子探針研發的分析技
術，測定了嫦娥五號玄武岩中的水含量和氫同
位素組成，獲得月幔源區的水含量僅為 1-5 微
克/克。科研人員指出，這一發現也排除了月幔
初始熔融時因水含量高而具有低熔點，導致該
區域長時間岩漿活動的猜想。該系列成果對月
球熱演化歷史研究提出了新的科學問題，月球
冷卻如此之慢的原因並不清楚，需要全新的理
論框架和演化模型，這也為未來的月球探測和
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中國人民銀行 20 日正式發行 2022 版
熊貓貴金屬紀念幣，一套14枚。其中熊
貓普製貴金屬紀念幣 8 枚、熊貓精製金
銀紀念幣 6 枚。該套紀念幣正面圖案為
北京天壇祈年殿，並刊國名、年號；背
面圖案為大熊貓滑雪嬉戲場景，輔以
「熊貓金幣發行40周年標識」，並刊面
額、重量及成色。
●中新社

前三季中國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19.6%
●圖為上海車展開幕
圖為上海車展開幕，
，新能源車型受關注
新能源車型受關注。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報道，商務部 20 日
公布數據顯示，今年1至9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
同比增長19.6%。數據顯示，1至9月，全國實
際使用外資金額8,595.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9.6%。
從行業看，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853.2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22.5%。高技術產業實

際使用外資金額增長 29.1%，其中高技術服務
業增長33.4%，高技術製造業增長15.2%。
從來源地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東盟
實際投資同比分別增長31.9%和31.4%（含通過
自由港投資數據）。
從區域分布看，中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
實際使用外資分別增長19.8%、29%和4.1%。

中國駐韓國光州總領館20日證實，一
艘中國漁船當天在韓國西南部全羅北道
群山市附近海域沉沒，6 名中國公民失
蹤，9 人獲救。中國駐韓國光州總領館
立即啟動應急機制，向韓方了解搜救最
新進展情況。事故原因尚在調查中。圖
為韓國海警在全力搜救。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