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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委常委、副
市长栾志成就哈尔滨市对本次大会
的服务保障、工作承接以及借助大
会提升城市影响力等方面进行发
布。

栾志成：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对
本届大会的举行高度重视，将从接
待保障、会场安保、疫情防控、氛围
营造、宣传报道、应急救援、医疗服
务等方面做好全方位服务。此次大
会，必将推动哈市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迈向
更高台阶。

哈尔滨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
地、绿色食品和商品粮基地、对俄合
作中心城市、向北开放的重要节点
城市，如今的哈尔滨正深入贯彻“制
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
围绕建设“六个龙江”、打造“七大都
市”奋斗目标，努力构建4+4产业体
系，将数字经济作为“换道超车”的
主要方向，跨越发展，晋位赶超。哈
尔滨新区发挥国家级新区、自贸试
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
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行政区“五区叠
加”优势，正在打造数字经济新蓝
海。

哈市已制定了“1+4”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并出台了“数字经济十条”优
惠政策，目前正大力实施5G通信网
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超级算力
等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中国北方重要
的大数据中心。同时，哈市还将凭借
我省广阔的农业、林业资源，着力发
展智慧农业、智慧林业；依托老工业
基地，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小
微企业数字化赋能；推进实施新型智
慧城市、数字政府、智慧供暖、智慧医
疗等应用场景建设。

未来，哈市在数字产业化、农业
现代化、工业数智化、社会智慧化、
治理智能化方面前景广阔、大有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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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世界5G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省科技厅厅长张长斌
就“作为 2022 世界 5G 大会的主办方
之一，龙江有哪些现实和潜在优势？”
提问，做出解答。

张长斌：我省作为东道主举办
2022世界5G大会有很多优势，最突出
的，是科教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一是拥有雄厚的科教资源。
我省拥有哈工大、哈工程、东北林

大等高等院校78所，有中电科49所、
中船重工 703 所、省科学院等独立研
究院所125家，其中中直院所18家、省
属院所 21 家。39 所本科院校设置了
数据科学、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数字
经济领域专业。在数字经济领域我省
现有相关发明专利4873件，仅在省科
技成果转化中心成果库中，就有数字
经济领域科技成果529项。

二是拥有充足的人才供给。
我省现有两院院士40位，入选国

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112 人。
其中数字经济领域两院院士13位，数
字经济领域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
支持计划32人。据年初统计，全省共
有数字经济相关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
12 个、硕士学位点 36 个、本科专业点
55 个，有在校博士生 2000 人、硕士生
8154 人，本科生 9770 人，累计近 2 万
人；省内高职学校数字经济相关专业
在校生 3.5 万余人，为我省发展 5G 产
业储备了充足的人才。

三是拥有众多的平台支撑。
我省建有各类科技创新基地、平

台 661 个，重点实验室 297 个，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356 个，其中近十分之一
与数字经济相关。此外还有数字经济
领域新型研发机构10个，产学研用联
盟5个。哈尔滨“中国云谷”、华为鲲鹏
生态创新中心、黑龙江省联通公司数字
化研究院、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服
务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5G领域创新发展的平台更加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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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世界 5G大会将于 8月在冰城
哈尔滨举办，这是该大会第四次在中国
举办、首次在黑龙江举办，发布会上，未
来移动通信论坛副秘书长富军就“大会
缘何花落冰城？”提问，做出解答。

富军：本次世界 5G 大会能够缘定
龙江、花落冰城，首先是基于黑龙江省
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个重视既是对
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对5G技术及产业
的重视，也是对世界5G大会这个国际平
台的重视。我们已经关注到，黑龙江出台
了多项举措发展数字经济，今年华为、腾
讯、百度等国内数字经济头部企业也纷纷
落地龙江。我们还关注到，在龙江制定出
台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支持
的政策中，明确聚焦于5G及5G+，在5G
基础设施建设、5G通信产品制造、5G+行
业应用拓展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规划。
正是因为看到数字经济的重大机遇，认识
到5G在数字经济中的牵引作用和基石
作用，同时也了解到世界5G大会的产业
风向标作用，感受到它的全球影响力。黑
龙江把握此次机会，把大会看作是链接
5G核心资源，赋能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平台。用最大诚意积极争取，最终
促成本次大会落户龙江。

世界5G大会的举办是龙江的一次
重要机遇，落地黑龙江同时也是世界
5G 大会的一次机遇。富军说，黑龙江
作为老工业基地、农业大省、文旅胜地、
国际经贸的重要枢纽，在资源、产业、科
教和生态等方面的优势非常突出，数字
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较为完善。黑龙江有一重、龙煤、北大
荒等工业、矿山、农业领域的典型企业，
行业数据资源和 5G 融合应用场景丰
富，这为5G发展提供了一片广阔的蓝
海。对于世界5G大会来说也将是一个
崭新的施展空间。在筹备过程中我们
看到5G正在推动龙江各行各业加快数
字化升级，也切身体会到了老工业基地
焕发出的新活力。我们相信在黑龙江
的这次世界5G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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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会上，省工信厅厅长韩雪松就
“我省在以5G为引领的数字经济发展方
面，有哪些考虑和安排？”提问，做出解答。

韩雪松：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数字经济发展，我们将充分利用好平
台赋能赋智作用，推动龙江数字经济加
快发展。具体讲，就是要在以下三个方
面实现新突破。

第一，聚焦数字产业化打造发展“新
赛道”。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在
培育壮大数字产品制造业上发力。实施
延链、补链、强链工程，重点聚焦集成电
路、虚拟现实、卫星制造等10条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数字产品制造产业链。二是在
做优做强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
发力。加快培育打造一批“专精特新”骨
干企业。三是在加快升级新型基础设施
上发力。到2025年，全省实现中心城市、
重点园区、交通枢纽、热点景区等区域
5G网络连续覆盖。

第二，聚焦产业数字化汇聚发展“新
动能”。以制造、农业、旅游等龙江传统
优势产业智能转型，加速5G等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融合，着力推进“三个赋能”。
一是加快5G赋能工业数字化转型。开展

“5G+工业互联网”示范推广。二是加快
5G赋能农业现代化。纵深推进“数字技
术+农业生产”，重点打造国家农业产业
数字化先导区。三是加快5G赋能智慧生
态旅游。我省要发展基于5G、AR/VR等
沉浸式技术、沉浸式体验性旅游消费项
目，打造全国智慧生态旅游引领区和智能
宜居康养首选目的地。

第三，聚焦共创共赢集聚合作“新伙
伴”。近期华为、腾讯、中兴、百度等一批
数字经济领域头部企业纷纷抢滩落户龙
江。这次借助世界5G 大会链接的国际
化、高端化产业、技术和人脉资源，我们
提前谋划启动了招商招才活动。截至目
前，我们数字经济在谈项目超过100个，
特别是围绕5G新基建提速扩容、信创产
业落地等与一批头部企业洽谈交流非常
顺利，我们将在大会期间进行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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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省发改委副主任芦玉春就
“黑龙江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申办这
样一个国际化、专业化的世界 5G大会是出
于怎样的考虑？”这一提问做出解答。

芦玉春：龙江确实是农业大省。作为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我省粮食
产量稳定在1500亿斤以上，实现了“十八连
丰”，粮食总产量、商品量和调出量多年来
位居全国第一，每9碗“中国饭”就有1碗来
自黑龙江。

但是龙江不仅仅是农业大省，还是国
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一五”时期“南厂北
迁”25户企业和22项重点工程的落户，奠定

了我省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的坚实基础。
经过长期发展完善，龙江产业走出了一条
由单一向全面、传统向新兴的发展之路，目
前已形成涵盖40个大类、162个中类、364个
小类，产品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诞生了包
括第一架直升机、第一台模拟计算机、第一
台弧焊机器人、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台
立式水电机组、国际首个星箭一体化飞行
器等多个“中国第一”，为神舟飞天、嫦娥探
月、航母下水、蛟龙入海、火星探测等贡献
了龙江力量。

世界5G大会是全球首个5G领域的国
际性盛会，是5G领域国际化、高端化、专业

化的交流合作平台，将全方位展现5G产业
的技术产品创新，为跨区域产业协作联动
搭建沟通桥梁。由黑龙江省来举办这个盛
会，邀请国内外数字领域顶尖人才、行业翘
楚和各界人士汇聚一堂，交流新技术、碰撞
新火花、开展新合作，共商5G发展大计，这
对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来说是难得的机
遇，我们将以举办好此次盛会为契机，加强
与数字经济领域世界顶尖专家和企业家的
对接与合作，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转型升
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助力龙
江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煌、实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5G大会必将催生龙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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