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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新机遇：实体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文/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叶昊鸣

数字时代，数据就是
机遇，数据就是潜力。最新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
占GDP比重34.8%。数字化
创新持续迭代，数字化新
业态加速涌现，数字经济
不断创造新的可能。牢牢
抓住新一轮科技变革契
机，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
经济融合发展，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将迎来新机
遇，获得新动力。

注入经济发展新动能

安装传感器和平板电
脑、接入网络，一台缝纫
机“摇身”变成了工厂的

“中枢神经”。在服装制造
商汉帛集团的柔性生产
线上，工人可根据指令同
时操作多个流程，打破以
往只负责一个工序的局
面。通过缝纫机采集的数
据，可帮助实现小订单、
快生产。

“以前一个款式会停
留几个礼拜，现在则每天
都在变化。”汉帛总裁高敏
说，数字技术帮助汉帛实
现小批量灵活生产，市场

需求多了，库存压力小了，
订单也来得快了，汉帛正
从单一制造商转型为时尚
平台服务商。

数字经济改变的不只
是一台缝纫机，越来越多
站在国际品牌背后的中国
工厂，正用“数字”撕去“代
工”标签，制造业本身也因
数字发生蝶变。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1
至4月，我国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8.7%。当
前，重点行业骨干企业数
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
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
别达到68.9%、49.2%，实施
智能化改造的试点示范项
目生产效率平均提升近
40%。网络化协同设计、云
制造等新业态，正不断提
高我国整体供给体系质
量。

消费、服务同样因数
字而变。

扫码进店、自动买单，
“数字化”销售在实体店推
开；智慧医疗、智能教育，

“数字化”服务空间不断拓
宽……4月，我国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同比增长25%。

“数字技术助力社会
各领域创新进入快速扩张
期。以数字为杠杆，我国经
济正进行深层次变革。”工
信部总经济师王新哲说，
应抓住机遇，发挥好我国
渗透融合和应用创新优
势，重塑竞争力。

构建开放协同新生态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
数字经济，正打破传统的
供需公式，推动构建更加
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助推
高质量发展。

共享共创是其中之
一。江南特色的历史街
区，充满艺术气息的建筑
群……浙江杭州艺尚小
镇不像一个服装制造集
群，更像是旅游景区。这
里汇集了数百位设计师，
进驻了多个国内外知名
品牌，并通过面料“图书
馆”“云端”工厂等模式实
现了设计、供应链、制造
的共享。

打破空间、产业界线，
越来越多的制造集群“变
身”共享平台。从单一的上
下游延伸到相关领域，产

业合作方式更加多元，平
台“赋能”效果更强。

通过人工智能精准预
测消费需求，实现有效供
给，苏宁联合众多制造企
业打造智能供应链；将技
术、运力、订单等共享，美
团向更多物流方开放平
台，打造配送生态。

“只有把更多的数据、
运算力、技术汇集在一起，
才能展现出影响力。”美团
高级副总裁王莆中说，将
用更开放的心态、更大的
力度投入平台建设，满足
用户即时配送需求。

产业发展与社会建
设、民生改善相结合，数字
经济不断产生外溢效应。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
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
说，数字经济既创造了非
常大的就业增量，也提高
了就业的质量，成为吸纳
和带动就业的新引擎。以
新职业数字化管理师为
例，当前从业人员已超过
70万人。

“数据价值正充分流
通，让更多行业实现质量、
效率、动力变革。”王新哲
表示。

激活源源不断的创新力

数字经济代表活力、
潜力、创新力。当前，全球
经济正处在大调整、大变
局中，世界主要国家纷纷
布局数字经济。拥有良好
经济基本面、厚实产业基
础、广阔市场空间的中国，
有望抓住变革机遇，在数
字时代重塑竞争力。

连续多年大力推进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普
遍服务，我国夯实了较为坚
实的数字“地基”。工信部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超过100
个城市部署了G比特宽带
接入网试点，行政村通用宽
带的比例达到98%，4G网络
覆盖水平全球领先。

“良好的网络基础不
仅促进了信息技术的研发
创新，更拓展了市场空间，
加速了创新应用。”工信部
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
说，近年来持续不断降低
电信网络资费，极大降低
了市场应用门槛，激发了
企业创新的热情。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中再一次对网络
提速降费作出部署，提出在

300个以上城市部署千兆宽
带接入网络，实现移动流量
平均资费降低20%以上。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工信部将推动重大科研
设施、基础研究平台等创新
资源开放共享，支持企业深
入开展“双创”。与此同时，
集聚社会创新资源，扩大工
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加速创
新向各领域推进。

因共享共创而兴的数
字经济，其发展壮大离不
开“开放”二字。印发《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大力
推进工业互联网向各领域
融合、加快服务业数字化
转型……我国大力推进数
字技术向经济发展、政府
改革、社会民生等方面深
度融合，数字创新更加澎
湃，数字红利更加普惠。

王新哲表示，一方面，
将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的
开放创新平台，加快数字
经济核心技术研发突破和
产学研相结合；另一方面，
将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
球交流合作，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
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数
字时代的共享机遇。

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的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5
月25日审议通过了《国际
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
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
统医学纳入其中，这一成
果离不开各国医学界人士
长期不懈的努力，体现出
中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和合之道”。

“和合之道”促共识

《国际疾病分类》是世
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广泛
用于疾病诊断统计和分析
的国际标准。经过长达10
余年的研讨，传统医学终
被纳入这一国际标准，其
过程与结果恰恰体现出中
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和合之道”。
中日韩及欧美专家都

参与了研讨，通过交流与
沟通，最终达成共识。美国
针灸理事会保险信息网主
任塞缪尔·柯林斯说，这一

过程也曾遭遇一些阻力，
这主要是因为国际上对传
统医学术语和定义还缺乏
广泛理解。

中医界人士表示，中
医专家对相关国际法规体
系及制定过程并不熟悉，
而外国专家对中医药也不
很熟悉，因此，充分沟通增
进了解十分关键。

传统医学应用较为普
遍的中日韩等国通力合作，
也是取得这一成果的重要
因素。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
伊藤美千穗说，在《国际疾
病分类》这个为西医搭建的
系统中加入传统医学面临
很多技术难题，中日韩三国
首先需要协调好有关定义
和范围，才能向欧美专家去
阐释并使其接受。

韩国庆熙大学教授印
昌植举例说，传统医学相
关名称、用语的英文翻译，
就是各方需要共同解决的
一大难题。尽管难度很大，
但各方通过沟通不断增进

相互尊重和理解，最终达
成了一致意见。

打通“任督”助发展

多年来，传统医学界孜
孜不倦，却仍难跻身国际主
流医学。尽管纳入《国际疾
病分类》并不代表传统医学
国际化将一片坦途，但专家
认为，这好比打通“任督二
脉”，不仅有里程碑式意义，
还有进一步推动传统医学
国际化的现实重要性。

世卫组织传统医学、补
充医学与整合医学处处长
张奇表示，将传统医学纳入
《国际疾病分类》，标志着以
世卫组织为代表的整个国
际公共卫生系统对包括中
医药以及来源于中医药的
这部分传统医学价值的认
可，同时也是对中医药在中
国、在国际上应用越来越多
这一现实的认可。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
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说：

“中医可以在现代医学疾病
分类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是中医疗效和安全性证
据被接受的前提，也是中医
被世界接受的基础。”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
授渡边贤治也认为，这将
成为促使传统医学更加广
为人知的一个契机。

据介绍，《国际疾病分
类第11次修订本》在设计
上更容易与电子健康记录
和信息系统融合，有助于
缩短中医等传统医学在欧
美等地推广应用的过渡
期。德国汉堡大学附属埃
彭多夫医院汉萨美安中医
中心主任斯文·施罗德相
信，这是“向着正确方向迈
进了一步”，希望此举能够
推动德国医保公司将中医
纳入保险范围。

专家认为，这一成果
对于中医本身的规范化发
展也有助益。上海中医药
大学教授窦丹波说，鉴于
中医服务人群广泛，这将

有利于中医等传统医学的
监管，有利于中医药的安
全性，也有利于中医药的
疗效对比等。

循序渐进路漫漫

中医等传统医学的国
际化还远未大功告成，仍
需在标准化和国际合作方
面加大力度，久久为功。

《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
修订本》计划于2022年1月1
日起生效，而传统医学为国
际社会普遍接受还需更长
时间。柯林斯举例说，《国际
疾病分类第10次修订本》于
1990年通过，但美国直到
2015年才实施，因此传统医
学不太可能迅速在美国得
到大范围推广和应用。

张伯礼也认为，中医
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
方法，被国际社会广泛接
受将是个渐进的过程，不
会一蹴而就。尽管中医等
传统医学已经被纳入《国

际疾病分类》，但在其中所
占比例还很小，有待不断
完善、扩充。

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
平，需要继续推进中医的标
准化、现代化工作。中国海
军军医大学药学系天然药
物化学教研室主任张卫东
就认为，用现代科技手段让
世界对中药的认识“既知其
然又知其所以然”至关重
要。近年来，已经有一批中
药方剂通过明确药效物质、
建立标准化生产链，更好更
快地为欧美市场接受。

更多地开展国际合作
研究，也是传统医学国际
化的必由之路。对此，多位
国际专家也表达了与中国
同行合作的意愿。印昌植
说，传统医学的全球化发
展，离不开中日韩三国专
家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
力。施罗德则表示，希望多
开展中医领域的跨国合作
研究，在国际期刊发表相
关论文，证实中医疗效。

中医走向世界迎来里程碑
文/新华社记者 李 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