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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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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11月26日-28日，2020世界智能制造大会
将在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举办。大会由江
苏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协共同举办。

2020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将于11月26
日上午9点在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中华厅开
幕。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陶磊透露，
届时，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和智能制
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将重磅发布2020
世界、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简称“双十”
发布），2020国内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充分展
示工业软件、智能制造平台与系统集成、机器人
等方面的最新技术成果和应用范例。

开幕式将邀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字

化、技术与农业总司执行干事伯纳德视频致
辞，此外，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工业4.0之
父”、德国工程院原院长孔翰宁，达索全球副总
裁菲利普巴蒂索等国际嘉宾将分别围绕数字
化变革、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和企业数字化转型
主题发表视频演讲。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
事长曹德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
书记、董事长袁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苏宁控
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等行业大咖将围绕企业
智能制造转型、工业互联网、消费服务助力智
能制造发展主题作主旨演讲。

截至11月22日，已确认线下参加开幕式
和分论坛的中外院士、专家学者、国内外知名
机构和企业嘉宾320余人。300余位境外嘉
宾还将线上参会。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日前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
各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其中，在经
贸领域达成五方面务实成果。

经贸合作是G20的重要支柱之一。据商
务部国际司副司长陈超23日介绍，经贸成果
之一是批准《二十国集团应对新冠肺炎、支持
全球贸易投资集体行动》，在加强政策协调、提
高贸易便利、促进国际投资、畅通物流网络等
8个领域采取38项具体合作举措。

其次，达成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共
识，形成关于世贸组织未来的利雅得倡议，重申
世贸组织目标和原则，推进世贸组织必要改革。

在承诺保持市场开放方面，G20提出确
保公平竞争，营造自由、公平、包容、非歧视、透
明、可预期、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

在提高全球供应链可持续性和韧性方面，
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更好融
入贸易体制。

G20还制定政策指南，鼓励中小微企业
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投资，促进经济包容增长。

据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蔓延、国际
贸易投资大幅下降的严峻形势，G20贸易部
长迅速行动起来，深入落实今年G20领导人
特别峰会共识，先后三次举行会议，就加强国
际抗疫合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
动贸易投资可持续增长达成9份成果文件，为
本次峰会作了充分经贸准备。

G20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代表，经济总
量占全球 GDP 的 86%，人口占世界的
65%。陈超表示，12年前，G20领导人峰会
机制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生；12年后的今
天，国际社会再次面临共同挑战，亟需G20再
次发挥引领作用，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战胜疫
情，推动经济发展。

陈超说，中方愿同G20所有成员一道，深
入落实本次峰会经贸成果共识，继续坚定支持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
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帮助支
持发展中国家，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
续、平衡、包容复苏，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记者在23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上海已
开展冷链食品采样检测13万余件，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新华社

来自上海市卫健部门最新消息，11月22
日晚浦东机场对17719名相关人员开展核
酸检测，17718人结果阴性，1人结果阳性。

章某，男，36岁，系位于浦东机场西区货
运站的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工作人员。昨天下午，经市、区疾控中心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市级专家会
诊，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核酸检测
结果，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经对章某14天内活动轨迹的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曾去过祝桥镇航城七路450弄小
区、好客堡大食堂机场店、施镇路红烧牛肉面
羊肉汤店、全家便利店施新路店等场所。上
述相关场所均已落实终末消毒。

目前，已初步排查到该病例密切接触者
17人，正在落实集中隔离和采样检测。

据上海发布

记者23日从天津市滨海新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获悉，截至11月23日15时，滨海新
区核酸检测累计完成采样244.73万份，采样
工作基本完成。同时，当地已检测样本
233.40万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据新华社

记者从23日上午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排查，截至
11月23日8时，已追踪到22日确诊本地病
例曹某某、张某某的密切接触者55人，已全
部落实隔离观察措施，完成首次核酸采样，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已排查到筛查对象2541人，全部完成
核酸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截至11月23日8时，已对相关场所的
食品、物品、环境等进行采样，共采集378件
样本，完成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新华社

新 华 社 杭 州 11 月 23 日 电“世界互联
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23 日在浙江乌
镇开幕，聚焦数字赋能、共创未来，携手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本次论坛围绕疫情科学防控、助推数字
经济与科技创新、助力复工复产等主题，邀请

来自国内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互联网领域
领军企业的重要嘉宾，开展富有全局性、前瞻
性的思想交流，回应国内外普遍关切，引领数
字技术创新趋势。据悉，共有来自20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代表参会。

论坛举办期间将发布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

书《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世界互联网
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就中国与世界互联
网发展态势进行全面研究和分析，为全球互联
网发展与治理提供思想借鉴和智力支撑。

据主办方介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本次论坛以“线下+线上”形式开展各项

活动，在乌镇设置实景会场，无法到现场的嘉
宾可线上参会。

据了解，此次论坛将持续至11月24日，
同期还将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
大赛等活动。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23 日 电 世界互联
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 11 月 23 日在浙
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带动数字技术快
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远程医
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等得到

广泛应用，互联网对促进各国经济复苏、保
障社会运行、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
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

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开创
数字合作新局面，打造网络安全新格局，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

“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在乌镇开幕

22日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者检测均为阴性

冷链食品采样检测均为阴性

浦东机场17719名相关人员排查检测

发现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天津滨海新区
检测核酸样本均为阴性

2020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周四开幕
将重磅发布今年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等成果

G20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
达成五大经贸成果共识

11 月 23 日，
夫子庙琵琶街音
乐主题步行街改
造完成，南京再添
一处网红打卡新
地标。本次琵琶
街整治采取用音
节装饰街巷手法，
以声音为理念，打
造一条年轻、充满
活 力 的“ 琵 琶
MO 音 街”主 题
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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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严管网络直播
封禁未成年用户打赏功能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23日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秀场
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络
秀场直播平台要对网络主播和“打赏”
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要通过实名验
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措施，确保实
名制要求落到实处，封禁未成年用户的
打赏功能。

通知要求，网络秀场直播平台、电商
直播平台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不为违法
失德艺人提供公开出镜发声机会，防范
遏制炫富拜金、低俗媚俗等不良风气在
直播领域滋生蔓延，冲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污染网络视听生态。

通知要求，网络秀场直播平台要对
直播间节目内容和对应主播实行标签
分类管理，按“音乐”“舞蹈”“健身”“游
戏”“旅游”“美食”“生活服务”等进行分
类标注。根据不同内容的秀场直播节
目特点，研究采取有针对性的扶优罚劣
管理措施。

通知指出，对于多次出现问题的直播
间和主播，应采取停止推荐、限制时长、排
序沉底、限期整改等处理措施。对于问题
性质严重、屡教不改的，关闭直播间，将相
关主播纳入黑名单并向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报告，不允许其更换“马甲”或更换平台后
再度开播。

通知要求，平台应对用户每次、每日、
每月最高打赏金额进行限制；平台应对“打
赏”设置延时到账期，如主播出现违法行
为，平台应将“打赏”返还用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10月1.3万多人被处理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23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
据。通报显示，2020 年 10 月，全国共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309
起，处理13442人（包括 57 名地厅级干
部、737 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8879人。

根据通报，今年10月全国共查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4946 起，处理
7355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
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
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3937起，处
理5849人。

根据通报，今年10月全国共查处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4363 起，处理
6087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
和礼品礼金问题1264起，违规发放津补
贴或福利问题 1008起，违规吃喝问题
883起。

上 海

天 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