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在黑龙江调研检查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压实责任措施 持续严密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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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务委员王勇近日在黑龙
江调研检查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汛减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狠抓责任措施
落实，时刻保持应急准备，全力以赴抓好
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汛期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近期东北地区正处于防汛关键期，松
辽流域部分河段持续超警。8 日至 9 日，
王
勇先后来到黑龙江哈尔滨、
齐齐哈尔、
大庆
等地的堤防、水库和城市内涝整治工程，
督

导检查松花江、嫩江流域防汛度汛和沿岸
城市防洪排涝工作。他强调，要高度警惕
江河高水位叠加持续降雨的致灾风险，逐
段落实巡堤查险责任，对薄弱部位和险工
险段加派值守抢险力量，第一时间封堵处
置管涌、溃坝、决口等重大险情，坚决防止
险情扩大成灾。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
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严格中小水库汛
限安全管理，
抓紧修复加固江河堤坝，
及时
做好预警避险、
城乡农田排涝、救灾救助等
工作，
严密防范后续降雨洪水，
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王勇还到燃气场站、石化企业和装备
制造工厂车间，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情况。
他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生命至上，
切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到实处，真正
把安全责任压实到生产经营全流程各环
节特别是基层一线，严格执行各项安全
制 度 规 定 ，抓 细 抓 实 安 全 生 产 各 项 措
施。进一步强化城镇燃气、住房建筑、化
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逐企逐店逐
户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好不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筑 5G 生态 促共创共利

2022 世界 5G 大会在哈尔滨开幕
王勇出席并讲话 许勤致辞胡昌升主持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2022 世界 5G 大会在哈尔滨隆重开幕。
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沈竹林致辞；国际电信
联盟（ITU）秘书长赵厚麟，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首席执行官洪曜庄、瑞士机械和电气工程行业协
会主席马丁·希策尔、日本第五代移动通信推进论
坛主席吉田進等国际嘉宾分别视频致辞；中国工
程院院士、未来移动通信论坛理事长邬贺铨作主

旨报告。
开幕式前，王勇和许勤、胡昌升以及出席大会
的嘉宾到大会展览区巡展并与国内外参展企业进
行现场交流。
2022 世界 5G 大会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
信部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筑 5G 生

态，促共创共利”为主题，设置国际合作、5G 及数字
产业、技术前瞻、
“5G+行业应用”四个板块和 14 个
分论坛及主题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以会、展、赛、投资洽谈等形式呈现 5G 的技术
进步和产品创新，
搭建跨区域产业协作联动桥梁。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六大电信运

2022世界5G大会“龙江数字经济发展之约”座谈会举行
许勤主持 胡昌升王志军出席

聚焦

本报 10 日讯（记者曹忠义 李国玉）10 日下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主持召开
2022 世界 5G 大会“龙江数字经济发展之约”座
谈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
济重要指示精神，与出席世界 5G 大会的国家部
委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电信运营商和企业
代表，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及黑龙江省数
字经济突破方向与发展规划为主题进行深入研
讨。
胡昌升、王志军、沈莹、王一新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科学技术部重大专项司副司长邱
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
强、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曹健林，中

国工程院院士周济，中国工程院院士、未来移动
通信论坛理事长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
实验室主任高文，清华大学教授魏少军，中国移
动技术部总经理王晓云，东南大学教授、未来移
动通信论坛秘书长尤肖虎等就我国数字经济发
展战略及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为黑
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助力龙江加快
5G 融合应用及数字经济发展。大家围绕推进产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 5G 应用与区域经
济发展融合、加强数字政府建设、鼓励非公有制
经济企业参与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数字生
态、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生产性服务业”
、
加快国家区域数据枢纽和数据交易中心建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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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加强产学研用联合创
新，以及促进 5G 技术与现代农业、装备制造、农
机装备、林业产业等领域融合应用提出意见建
议。大家一致表示，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思路清
晰、基础良好、应用场景广阔，将从不同角度为黑
龙江提供战略咨询和全方位支持，助力龙江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
许勤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大家长期以来对
黑龙江经济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振兴
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以数字经济等产业为新
引擎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许勤表示，

大家作为数字经济领域权威战略专家及核心技
术专家，站在数字技术最前沿，从理论、政策、实
践层面，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对龙
江数字经济的主攻方向、实践路径和发展规划，
提出了重要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创
新性、指导性。我们将以 2022 世界 5G 大会为契
机，以更加开放融合创新的姿态，深化与国际国
内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合作，推动各领域技术研
发、数字场景应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强能力
作风建设，推动龙江数字经济步入快车道，为建
设数字中国作出贡献，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中展现担当作为。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共游数字经济
来自 2022 世界 5G 大会开幕式和主论坛的报道

●2022 世界 5G 大会主论坛
●全球 5G 科技合作论坛
●5G 与工业振兴论坛
●5G 与数字农业农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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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粮仓”
龙江 5G 数字农场项目获奖背后
详见第二~八版

营企业主要负责同志、5G 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代
表、国内外 5G 及数字经济领域企业负责人代表、
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及外国嘉宾；省领导王志军、张
安顺、沈莹、王一新、于洪涛，各市（地）党委、省直
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内金融机构和企业负
责人代表等 500 余人在主会场参加开幕式。
本报 10 日讯（记者曹
忠义 李国玉）10 日晚，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许勤，省委副书记、省长
胡昌升在哈尔滨会见教育
部部长怀进鹏一行。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
府，对怀进鹏一行的到来
表示欢迎，对教育部长期
以来对黑龙江的关心支持
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加强党对教育
工作的领导，深化教育领
域改革开放，加速构建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全省各
级各类教育实现更加公
平、更有质量发展。省第
十三次党代会明确了建设
“六个龙江”
、实现“八个振
兴”等目标任务，对推动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
科教振兴作出了明确部
署。我省将全面落实党的
教育方针，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着力抓好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大力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积极推进产
教融合，推动全省各级各
类教育水平稳步提升。希
望教育部加大对我省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试点、教育改
革开放等方面的支持，为
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提供科教和人才支撑。
怀进鹏高度评价黑龙
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
绩，对黑龙江教育事业取
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
希望黑龙江进一步抓实抓
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
职业教育，推动教育更好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为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人才
力量，为建设制造强国培
育强大的人才队伍。教育
部将与黑龙江开展全面战
略合作，推动职业教育快
速发展，以高质量教育支
撑高质量发展。
孙东生及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许勤胡昌升会见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本报 10 日讯（记者曹忠义 李国玉）10 日上
午，全球 5G 领域的国际性盛会——2022 世界 5G
大会在哈尔滨隆重开幕，全球 5G 领域的科学家、
企业家、投资家、国际组织负责人等齐聚一堂，共
商 5G 发展大计。国务委员王勇出席并讲话。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致辞。省委副书
记、省长胡昌升主持。
王勇表示，5G 技术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
支 撑 ，正 在 加 速 影 响 和 推 动 全 球 数 字 化 转 型 进
程。近年来中国 5G 发展成效显著，呈现出广阔应
用前景。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
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加快完善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大力加强技术创
新，着力优化产业生态，丰富拓展应用场景，促进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王勇指出，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
网络建设、标准制定、研发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支持中外企业共同参与中国
5G 发展。各国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网络
安全互信、共享技术创新成果，为 5G 发展营造开
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良好环境，共创数字经济
美好明天，让 5G 技术更好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繁荣
和造福各国人民。
许勤代表大会组委会、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
龙江人民，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莅临大会的嘉
宾表示欢迎。许勤指出，5G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
大引擎，开启了万物互联、人机交互、智能引领新
时代。黑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
济和 5G 发展的重要指示，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努力实现“换道超车”。希望大家利
用大会平台深入交流合作，共同分享 5G 快速发展
新机遇，推进 5G 网络全面覆盖，促进 5G 技术迭代
升 级 ，以 科 技 创 新 和 数 字 化 变 革 催 生 发 展 新 动
能。共同打造 5G 融合发展新生态，实施“5G+行
动”，加快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
市、数字政府建设，实现智联万物、融创未来。共
同开创 5G 开放发展新局面，推动全球 5G 网络建
设和应用推广，深入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推动高速
宽带移动通信技术进步和人类社会事业发展。
开幕式上，科技部副部长相里斌、工信部副部
长张云明、中央网信办副主任曹淑敏、国家发改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