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

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

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

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

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拥有市

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

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亟待解决。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特制定本行动纲要。

1μ惰凌牛悼涪勝醭蔷e

全球范围内，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

为趋势，有关发达国家相继制定实施大数据战略性文件，大力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目

前，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全球第一，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市场优势，

大数据部分关键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涌现出一批互联网创新企业和创新应用，一些地方政府

已启动大数据相关工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

（一）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

流、人才流，将深刻影响社会分工协作的组织模式，促进生产组织方式的集约和创新。大数

据推动社会生产要素的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改变了传统的

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可显著提升经济运行水平和效率。大数据持续激发商业模式创

新，不断催生新业态，已成为互联网等新兴领域促进业务创新增值、提升企业核心价值的重

要驱动力。大数据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对未来信息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二）大数据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在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

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正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充分利用我国的数据规模

优势，实现数据规模、质量和应用水平同步提升，发掘和释放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有利于

更好发挥数据资源的战略作用，增强网络空间数据主权保护能力，维护国家安全，有效提升

国家竞争力。

   （三）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大数据应用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

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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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数据产业相关政策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

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

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

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

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拥有市

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

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亟待解决。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特制定本行动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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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

为趋势，有关发达国家相继制定实施大数据战略性文件，大力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目

前，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全球第一，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市场优势，

大数据部分关键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涌现出一批互联网创新企业和创新应用，一些地方政府

已启动大数据相关工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

（一）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

流、人才流，将深刻影响社会分工协作的组织模式，促进生产组织方式的集约和创新。大数

据推动社会生产要素的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改变了传统的

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可显著提升经济运行水平和效率。大数据持续激发商业模式创

新，不断催生新业态，已成为互联网等新兴领域促进业务创新增值、提升企业核心价值的重

要驱动力。大数据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对未来信息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二）大数据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在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

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正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充分利用我国的数据规模

优势，实现数据规模、质量和应用水平同步提升，发掘和释放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有利于

更好发挥数据资源的战略作用，增强网络空间数据主权保护能力，维护国家安全，有效提升

国家竞争力。

   （三）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大数据应用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

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

将极大提升政府整体数据分析能力，为有效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手段。建立

“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

决策，将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加快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相适应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逐步实现政

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ēμ伸廉屁潜涪拼褒唪翔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大

力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加快政府信息平台整合，消除信息孤岛，推

进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增强政府公信力，引导社会发展，服务公众企业；以企业为主体，

营造宽松公平环境，加大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力度，着力推进数据汇

集和发掘，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完善法规制度和标准

体系，科学规范利用大数据，切实保障数据安全。通过促进大数据发展，加快建设数据强

国，释放技术红利、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二）总体目标。立足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5—10年逐

步实现以下目标：

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将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

段，通过高效采集、有效整合、深化应用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提升政府决策和风险防范水

平，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增强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助力简政放权，支持从事前

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推动商事制度改革；促进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有效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2017年底前形成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

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不断提升信用、财政、

金融、税收、农业、统计、进出口、资源环境、产品质量、企业登记监管等领域数据资源的

获取和利用能力，丰富经济统计数据来源，实现对经济运行更为准确的监测、分析、预测、

预警，提高决策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时效性，提升宏观调控以及产业发展、信用体系、市场

监管等方面管理效能，保障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围绕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用事业、市政管

理、城乡环境、农村生活、健康医疗、减灾救灾、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文化教育、交通旅游、质量安全、消费维权、社区服务等领域全面推广大数据应用，利用

大数据洞察民生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渠道，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

务质量，提升城市辐射能力，推动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形成公平

普惠、便捷高效的民生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形成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开放共享的法

规制度和政策体系，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医

疗、卫生、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

量、统计、气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

俋斶懪鲲趵荁饅敤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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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

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

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

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

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拥有市

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

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亟待解决。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特制定本行动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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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

为趋势，有关发达国家相继制定实施大数据战略性文件，大力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目

前，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全球第一，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市场优势，

大数据部分关键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涌现出一批互联网创新企业和创新应用，一些地方政府

已启动大数据相关工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

（一）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

流、人才流，将深刻影响社会分工协作的组织模式，促进生产组织方式的集约和创新。大数

据推动社会生产要素的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改变了传统的

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可显著提升经济运行水平和效率。大数据持续激发商业模式创

新，不断催生新业态，已成为互联网等新兴领域促进业务创新增值、提升企业核心价值的重

要驱动力。大数据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对未来信息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二）大数据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在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

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正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充分利用我国的数据规模

优势，实现数据规模、质量和应用水平同步提升，发掘和释放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有利于

更好发挥数据资源的战略作用，增强网络空间数据主权保护能力，维护国家安全，有效提升

国家竞争力。

   （三）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大数据应用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

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

带动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增值性、公益性开发和创新应用，充分释放数据红利，激发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活力。

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推动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探索大数据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一批满足大数据重大应用需求

的产品、系统和解决方案，建立安全可信的大数据技术体系，大数据产品和服务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国内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培育一批面向全球的骨干企业和特色鲜明的创新型中小

企业。构建形成政产学研用多方联动、协调发展的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

8μ]醭跋当
（一）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

1.大力推动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明确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范围

边界和使用方式，厘清各部门数据管理及共享的义务和权利，依托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

台，大力推进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法人单位信息资源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

等国家基础数据资源，以及金税、金关、金财、金审、金盾、金宏、金保、金土、金农、金

水、金质等信息系统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加快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

组织信用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丰富面向公众的信用信息服务，提高政府服务和

监管水平。结合信息惠民工程实施和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条块结合、联

合试点，实现公共服务的多方数据共享、制度对接和协同配合。

2.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在依法加强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稳步推动公

共数据资源开放。推动建立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数据资源清单，按照“增量先

行”的方式，加强对政府部门数据的国家统筹管理，加快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

制定公共机构数据开放计划，落实数据开放和维护责任，推进公共机构数据资源统一汇聚和

集中向社会开放，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标准化程度，优先推动信用、交通、医疗、卫生、

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量、统计、气

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等民生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政府数据集向社会开放。建立政府和社

会互动的大数据采集形成机制，制定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目录。通过政务数据公开共享，引导

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动采集并开放数据。

专 栏 1 　 政 府 数 据 资 源 共 享 开 放 工 程

推动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制定政府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整合政府部门公共数

据资源，促进互联互通，提高共享能力，提升政府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2017年

底前，明确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

基本形成。

   形成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充分利用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构建跨部

门的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到2018年，中央政府层面实现数据统一共享交换

平台的全覆盖，实现金税、金关、金财、金审、金盾、金宏、金保、金土、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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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筹规划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统筹政务数据资

源和社会数据资源，布局国家大数据平台、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加快完善国家人口基础信

息库、法人单位信息资源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等基础信息资源和健康、就

业、社保、能源、信用、统计、质量、国土、农业、城乡建设、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信

息资源，加强与社会大数据的汇聚整合和关联分析。推动国民经济动员大数据应用。加强军

民信息资源共享。充分利用现有企业、政府等数据资源和平台设施，注重对现有数据中心及

服务器资源的改造和利用，建设绿色环保、低成本、高效率、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基础设施

和区域性、行业性数据汇聚平台，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加强对互联网重要数据资源的

备份及保护。

专 栏 2 　 国 家 大 数 据 资 源 统 筹 发 展 工 程

   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严格控制新建平台，依托现有平台资源，在地

市级以上（含地市级）政府集中构建统一的互联网政务数据服务平台和信息惠民服务

平台，在基层街道、社区统一应用，并逐步向农村特别是农村社区延伸。除国务院另有

规定外，原则上不再审批有关部门、地市级以下（不含地市级）政府新建孤立的信息平

台和信息系统。到 2018 年，中央层面构建形成统一的互联网政务数据服务平台；国

家信息惠民试点城市实现基础信息集中采集、多方利用，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信息服

务的全人群覆盖、全天候受理和“一站式”办理。

整合分散的数据中心资源。充分利用现有政府和社会数据中心资源，运用云计

算技术，整合规模小、效率低、能耗高的分散数据中心，构建形成布局合理、规模

适度、保障有力、绿色集约的政务数据中心体系。统筹发挥各部门已建数据中心的

作用，严格控制部门新建数据中心。开展区域试点，推进贵州等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建设，促进区域性大数据基础设施的整合和数据资源的汇聚应用。

加快完善国家基础信息资源体系。加快建设完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法人单

位信息资源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等基础信息资源。依托现有相关信

息系统，逐步完善健康、社保、就业、能源、信用、统计、质量、国土、农业、城

乡建设、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到2018年，跨部门共享校核的国家人

口基础信息库、法人单位信息资源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等国家基础

信息资源体系基本建成，实现与各领域信息资源的汇聚整合和关联应用。

金水、金质等信息系统通过统一平台进行数据共享和交换。

形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建立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数据资

源清单，制定实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标准，制定数据开放计划。2018年底前，建成

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2020年底前，逐步实现信用、交通、医疗、卫生、就

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量、统

计、气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等民生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政府数据集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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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持宏观调控科学化。建立国家宏观调控数据体系，及时发布有关统计指标和数据，

强化互联网数据资源利用和信息服务，加强与政务数据资源的关联分析和融合利用，为政府

开展金融、税收、审计、统计、农业、规划、消费、投资、进出口、城乡建设、劳动就业、

收入分配、电力及产业运行、质量安全、节能减排等领域运行动态监测、产业安全预测预警

以及转变发展方式分析决策提供信息支持，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

5.推动政府治理精准化。在企业监管、质量安全、节能降耗、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安

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旅游服务等领域，推动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将市场监管、检

验检测、违法失信、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物流、投诉举报、消费维权等数据进行汇聚整合和

关联分析，统一公示企业信用信息，预警企业不正当行为，提升政府决策和风险防范能力，

支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提高监管和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推动改进政府管理和公

共治理方式，借助大数据实现政府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透明化管理，完善大数

据监督和技术反腐体系，促进政府简政放权、依法行政。

  6.推进商事服务便捷化。加快建立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依托全

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中国”网站，共享整

合各地区、各领域信用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查询注册登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各类信

用信息的一站式服务。在全面实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

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中，积极运用大数据手段，简化办理程序。建立项目并联

审批平台，形成网上审批大数据资源库，实现跨部门、跨层级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统一

受理、同步审查、信息共享、透明公开。鼓励政府部门高效采集、有效整合并充分运用政府

数据和社会数据，掌握企业需求，推动行政管理流程优化再造，在注册登记、市场准入等商

事服务中提供更加便捷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密切跟踪中小微企业

特别是新设小微企业运行情况，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支持。

7.促进安全保障高效化。加强有关执法部门间的数据流通，在法律许可和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加强对社会治理相关领域数据的归集、发掘及关联分析，强化对妥善应对和处理重大

突发公共事件的数据支持，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构建智能   防控、综合治理的公

共安全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专 栏 3 　 政 府 治 理 大 数 据 工 程

   推动宏观调控决策支持、风险预警和执行监督大数据应用。统筹利用政府和社会

加强互联网信息采集利用。加强顶层设计，树立国际视野，充分利用已有资

源，加强互联网信息采集、保存和分析能力建设，制定完善互联网信息保存相关法

律法规，构建互联网信息保存和信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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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4 　 公 共 服 务 大 数 据 工 程

医疗健康服务大数据。构建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数据库，建设覆盖公共卫生、

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计划生育和综合管理业务的医疗健康管理和服务大

数据应用体系。探索预约挂号、分级诊疗、远程医疗、检查检验结果共享、防治结合、医

养结合、健康咨询等服务，优化形成规范、共享、互信的诊疗流程。鼓励和规范有关企

事业单位开展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应用研究，构建综合健康服务应用。

   社会保障服务大数据。建设由城市延伸到农村的统一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

障大数据平台，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对接和信息共享，支撑大数据在劳动用工和社

8.加快民生服务普惠化。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信息惠民工程实施和智慧城市建设，以

优化提升民生服务、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大数据应用市场化服务为重点，引导鼓励企业和社

会机构开展创新应用研究，深入发掘公共服务数据，在城乡建设、人居环境、健康医疗、社

会救助、养老服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质量安全、文化教育、交通旅游、消费维权、城

乡服务等领域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推动传统公共服务数据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可穿戴

设备等数据的汇聚整合，开发各类便民应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数据资源，探索建立国家宏观调控决策支持、风险预警和执行监督大数据应用体系。

到 2018 年，开展政府和社会合作开发利用大数据试点，完善金融、税收、审计、统计、

农业、规划、消费、投资、进出口、城乡建设、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电力及产业运行、质

量安全、节能减排等领域国民经济相关数据的采集和利用机制，推进各级政府按照统

一体系开展数据采集和综合利用，加强对宏观调控决策的支撑。

推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和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加快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建立信用信息共享交换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信息资源，推动公共信用数据与互

联网、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数据的汇聚整合，鼓励互联网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建

立市场化的第三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使政府主导征信体系的权威性和互联网大数

据征信平台的规模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依托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现覆盖各级政府、各类别信用主体的基础信用信息共享，

初步建成社会信用体系，为经济高效运行提供全面准确的基础信用信息服务。

建设社会治理大数据应用体系。到 2018 年，围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等重

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规划，在企业监管、质量安全、质量诚信、节能降耗、环境保护、食

品安全、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旅游服务等领域探索开展一批应用试点，打通政府

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合作开发和综合利用。实时采集并汇总分析

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市场监管、检验检测、违法失信、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物流、

投诉举报、消费维权等数据，有效促进各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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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5 　 工 业 和 新 兴 产 业 大 数 据 工 程

工业大数据应用。利用大数据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研究推动大数据在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的应用，研发面

向不同行业、不同环节的大数据分析应用平台，选择典型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开

展工业企业大数据应用项目试点，积极推动制造业网络化和智能化。

（二）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培育新兴业态，助力经济转型。

1.发展工业大数据。推动大数据在工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售

后服务等产品全生命周期、产业链全流程各环节的应用，分析感知用户需求，提升产品附加

价值，打造智能工厂。建立面向不同行业、不同环节的工业大数据资源聚合和分析应用平

台。抓住互联网跨界融合机遇，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三维（3D）打印技术、个性

化定制等在制造业全产业链集成运用，推动制造模式变革和工业转型升级。

2.发展新兴产业大数据。大力培育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数据探矿、数据化学、数据材

料、数据制药等新业态，提升相关产业大数据资源的采集获取和分析利用能力，充分发掘数

据资源支撑创新的潜力，带动技术研发体系创新、管理方式变革、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价值

链体系重构，推动跨领域、跨行业的数据融合和协同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

业创新发展和信息消费扩大，探索形成协同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保基金监管、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行为监控、劳动保障监察、内控稽核以及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跟踪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利用大数据创新服务模

式，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个性化、更具针对性的服务。

教育文化大数据。完善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教育基础数据的伴随式收集

和全国互通共享。建立各阶段适龄入学人口基础数据库、学生基础数据库和终身电子

学籍档案，实现学生学籍档案在不同教育阶段的纵向贯通。推动形成覆盖全国、协同

服务、全网互通的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探索发挥大数据对变革教育方式、促进教育

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支撑作用。加强数字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

等公益设施建设，构建文化传播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传播中国文化，为社会提供文

化服务。

   交通旅游服务大数据。探索开展交通、公安、气象、安监、地震、测绘等跨部门、跨地

域数据融合和协同创新。建立综合交通服务大数据平台，共同利用大数据提升协同管

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积极吸引社会优质资源，利用交通大数据开展出行信息服务、交

通诱导等增值服务。建立旅游投诉及评价全媒体交互中心，实现对旅游城市、重点景

区游客流量的监控、预警和及时分流疏导，为规范市场秩序、方便游客出行、提升旅游

服务水平、促进旅游消费和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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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6 　 现 代 农 业 大 数 据 工 程

农业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源，完善相关数据采集共享功能，完

善信息进村入户村级站的数据采集和信息发布功能，建设农产品全球生产、消费、库

存、进出口、价格、成本等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工程，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涵盖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和农村环境整治等环节，集合公益服务、便民服

务、电子商务和网络服务，为农业农村农民生产生活提供综合、高效、便捷的信息服

务，加强全球农业调查分析，引导国内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农业资源要素数据共享。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卫星遥感等技术，建立我国农业耕

地、草原、林地、水利设施、水资源、农业设施设备、新型经营主体、农业劳动力、金融资

本等资源要素数据监测体系，促进农业环境、气象、生态等信息共享，构建农业资源要

素数据共享平台，为各级政府、企业、农户提供农业资源数据查询服务，鼓励各类市场

主体充分发掘平台数据，开发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农业保险等服务。

3.发展农业农村大数据。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

综合、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强农业农村经

济大数据建设，完善村、县相关数据采集、传输、共享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农村数据采集、

运算、应用、服务体系，强化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增强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统筹国内国际农

业数据资源，强化农业资源要素数据的集聚利用，提升预测预警能力。整合构建国家涉农大

数据中心，推进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涉农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加强数据资源发掘运

用。加快农业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加大示范力度，提升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

效化、服务便捷化能力和水平。

服务业大数据应用。利用大数据支持品牌建立、产品定位、精准营销、认证认可、质

量诚信提升和定制服务等，研发面向服务业的大数据解决方案，扩大服务范围，增强

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量，鼓励创新商业模式、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

培育数据应用新业态。积极推动不同行业大数据的聚合、大数据与其他行业的融

合，大力培育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分析、数据影视、数据探矿、数据化学、

数据材料、数据制药等新业态。

电子商务大数据应用。推动大数据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充分利用电子商务中形

成的大数据资源为政府实施市场监管和调控服务，电子商务企业应依法向政府部门

报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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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7 　 万 众 创 新 大 数 据 工 程

大数据创新应用。通过应用创新开发竞赛、服务外包、社会众包、助推计划、

补助奖励、应用培训等方式，鼓励企业和公众发掘利用开放数据资源，激发创新创

业活力。

大数据创新服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研发一批大数据公共服务产品，实

现不同行业、领域大数据的融合，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能力。

发展科学大数据。积极推动由国家公共财政支持的公益性科研活动获取和产生

的科学数据逐步开放共享，构建科学大数据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实现对国家重要科

技数据的权威汇集、长期保存、集成管理和全面共享。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发

展科学大数据应用服务中心，支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问题。

知识服务大数据应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各领域知识进行大规模

整合，搭建层次清晰、覆盖全面、内容准确的知识资源库群，建立国家知识服务平

台与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形成以国家平台为枢纽、行业平台为支撑，覆盖国民经济

主要领域，分布合理、互联互通的国家知识服务体系，为生产生活提供精准、高水

平的知识服务。提高我国知识资源的生产与供给能力。

4.发展万众创新大数据。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大数据创新行动计划，鼓励

企业和公众发掘利用开放数据资源，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推

动大数据发展与科研创新有机结合，形成大数据驱动型的科研创新模式，打通科技创新和经

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推动万众创新、开放创新和联动创新。

  5.推进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围绕数据科学理论体系、大数据计算系统与分析理论、

大数据驱动的颠覆性应用模型探索等重大基础研究进行前瞻布局，开展数据科学研究，引导

和鼓励在大数据理论、方法及关键应用技术等方面展开探索。采取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

创新模式和基于开源社区的开放创新模式，加强海量数据存储、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发掘、

数据可视化、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形成安全可靠的大数据技术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建立农产品生产的生态环境、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市

场流通、加工储藏、检验检测等数据共享机制，推进数据实现自动化采集、网络化传

输、标准化处理和可视化运用，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关联性，与农产

品电子商务等交易平台互联共享，实现各环节信息可查询、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跟踪、

责任可追究，推进实现种子、农药、化肥等重要生产资料信息可追溯，为生产者、消费

者、监管者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促进农产品消费安全。

諑8踝雕假谨嚏式êG
僨嗴悞鶯 JO!UIF!ZBOHU[F!SJWFS!EFMUB

CJH!EBUB!JOEVTUSZ

76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专 栏 8 　 大 数 据 关 键 技 术 及 产 品 研 发 与 产 业 化 工 程

通过优化整合后的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符合条件的大数据关

键技术研发。

加强大数据基础研究。融合数理科学、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他应用学

科，以研究相关性和复杂网络为主，探讨建立数据科学的学科体系；研究面向大数

据计算的新体系和大数据分析理论，突破大数据认知与处理的技术瓶颈；面向网

络、安全、金融、生物组学、健康医疗等重点需求，探索建立数据科学驱动行业应

用的模型。

大数据技术产品研发。加大投入力度，加强数据存储、整理、分析处理、可视

化、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领域技术产品的研发，突破关键环节技术瓶颈。到2020

年，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数据处理、分析、可视化软件和硬件支撑平台等

产品。

提升大数据技术服务能力。促进大数据与各行业应用的深度融合，形成一批代

表性应用案例，以应用带动大数据技术和产品研发，形成面向各行业的成熟的大数

据解决方案。

专 栏 9 　 大 数 据 产 业 支 撑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培育骨干企业。完善政策体系，着力营造服务环境优、要素成本低的良好氛围，

7.完善大数据产业链。支持企业开展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数据分析发掘服务、技术外包

服务和知识流程外包服务。鼓励企业根据数据资源基础和业务特色，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和

移动金融等新业态。推动大数据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的深度融合，深化大数据在

各行业的创新应用，积极探索创新协作共赢的应用模式和商业模式。加强大数据应用创新能

力建设，建立政产学研用联动、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大数据产业体系。建立和完善大数据

产业公共服务支撑体系，组建大数据开源社区和产业联盟，促进协同创新，加快计量、标准

化、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等大数据产业质量技术基础建设，加速大数据应用普及。

支持自然语言理解、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提升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知

识发现能力和辅助决策能力。

6.形成大数据产品体系。围绕数据采集、整理、分析、发掘、展现、应用等环节，支持

大型通用海量数据存储与管理软件、大数据分析发掘软件、数据可视化软件等软件产品和海

量数据存储设备、大数据一体机等硬件产品发展，带动芯片、操作系统等信息技术核心基础

产品发展，打造较为健全的大数据产品体系。大力发展与重点行业领域业务流程及数据应用

需求深度融合的大数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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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1 0 　 网 络 和 大 数 据 安 全 保 障 工 程

网络和大数据安全支撑体系建设。在涉及国家安全稳定的领域采用安全可靠的产

品和服务，到2020年，实现关键部门的关键设备安全可靠。完善网络安全保密防护体

系。

（三）强化安全保障，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健康发展。

1.健全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安全问题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网

络安全技术研究，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风险评估等网络安全制度，建立健全大数据安全

保障体系。建立大数据安全评估体系。切实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做好大数据平

台及服务商的可靠性及安全性评测、应用安全评测、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明确数据采集、

传输、存储、使用、开放等各环节保障网络安全的范围边界、责任主体和具体要求，切实加

强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军工科研生产等信息的保护。妥善处

理发展创新与保障安全的关系，审慎监管，保护创新，探索完善安全保密管理规范措施，切

实保障数据安全。

2.强化安全支撑。采用安全可信产品和服务，提升基础设施关键设备安全可靠水平。建

设国家网络安全信息汇聚共享和关联分析平台，促进网络安全相关数据融合和资源合理分

配，提升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深化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和态势感知能力建设，增

强网络空间安全防护和安全事件识别能力。开展安全监测和预警通报工作，加强大数据环境

下防攻击、防泄露、防窃取的监测、预警、控制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加速培育大数据龙头骨干企业。充分发挥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企业相

互支撑、协同合作的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到2020年，培育10家国际领先的大数据

核心龙头企业，500家大数据应用、服务和产品制造企业。

大数据产业公共服务。整合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汇聚海量数据资源，形成面向

大数据相关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和用户提供研发设计、技术产业化、人力

资源、市场推广、评估评价、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宣传展示、应用推广、行业咨

询、投融资、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

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大数据。整合现有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系统与数据资源，

链接各省（区、市）建成的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线上管理系统，形成全国统一的中

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大数据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科技服务、综合服务、商贸服务

等各类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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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μ淘溲伍蹿

（一）完善组织实施机制。建立国家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形成职责明

晰、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加强大数据重大问题研究，加快制定出台配套政策，强化国家数

据资源统筹管理。加强大数据与物联网、智慧城市、云计算等相关政策、规划的协同。加强

中央与地方协调，引导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自身条件合理定位、科学谋划，将大数据发展纳入

本地区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规划，制定出台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突出区域特

色和分工，抓好措施落实，实现科学有序发展。设立大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大数据发展

应用及相关工程实施提供决策咨询。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落实本行动纲要提

出的各项任务，共同推动形成公共信息资源共享共用和大数据产业健康安全发展的良好格

局。

（二）加快法规制度建设。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积极研究数据开放、保护等方面制

度，实现对数据资源采集、传输、存储、利用、开放的规范管理，促进政府数据在风险可控

原则下最大程度开放，明确政府统筹利用市场主体大数据的权限及范围。制定政府信息资源

管理办法，建立政府部门数据资源统筹管理和共享复用制度。研究推动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立

法工作，界定个人信息采集应用的范围和方式，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加强对

数据滥用、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管理和惩戒。推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基础信息网

络和关键行业领域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保障网络数据安全。研究推动数据资源权益相

关立法工作。

（三）健全市场发展机制。建立市场化的数据应用机制，在保障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支

持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建设。鼓励政府与企业、社会机构开展合作，通过政府采购、服务

外包、社会众包等多种方式，依托专业企业开展政府大数据应用，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引导

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开展面向应用的数据交易市场试点，探索开展大数据衍生产品交易，

鼓励产业链各环节市场主体进行数据交换和交易，促进数据资源流通，建立健全数据资源交

易机制和定价机制，规范交易行为。

  （四）建立标准规范体系。推进大数据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建立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等公共机构的数据标准和统计标准体系，推进数据采集、政府数据开放、指标口径、分类目

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明确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开放等各环节保

障网络安全的范围边界、责任主体和具体要求，建设完善金融、能源、交通、电信、

统计、广电、公共安全、公共事业等重要数据资源和信息系统的安全保密防护体系。

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和重大风险识别大数据支撑体系建设。通过对网络安全威胁特

征、方法、模式的追踪、分析，实现对网络安全威胁新技术、新方法的及时识别与有

效防护。强化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建立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机制，推动政府、行业、

企业间的网络风险信息共享，通过大数据分析，对网络安全重大事件进行预警、研判

和应对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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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交换接口、访问接口、数据质量、数据交易、技术产品、安全保密等关键共性标准的制

定和实施。加快建立大数据市场交易标准体系。开展标准验证和应用试点示范，建立标准符

合性评估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在培育服务市场、提升服务能力、支撑行业管理等方面的作

用。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五）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强化中央财政资金引导，集中力量支持大数据核心关键技术

攻关、产业链构建、重大应用示范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推动建设一

批国际领先的重大示范工程。完善政府采购大数据服务的配套政策，加大对政府部门和企业

合作开发大数据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加大对大数据企业的支持

力度。鼓励大数据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努力为企业重组并购创造更加宽松的金融政策环

境。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投向大数据产业，鼓励设立一批投资于大数据产业领域的创业投资基

金。

（六）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

培养体系。鼓励高校设立数据科学和数据工程相关专业，重点培养专业化数据工程师等大数

据专业人才。鼓励采取跨校联合培养等方式开展跨学科大数据综合型人才培养，大力培养具

有统计分析、计算机技术、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知识的跨界复合型人才。鼓励高等院校、职业

院校和企业合作，加强职业技能人才实践培养，积极培育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创新型人才。依

托社会化教育资源，开展大数据知识普及和教育培训，提高社会整体认知和应用水平。

（七）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坚持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完善国际合作机制，

积极推进大数据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促进大数据相关技术发展。结合

大数据应用创新需要，积极引进大数据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人才，完善配套措施，鼓励海外高

端人才回国就业创业。引导国内企业与国际优势企业加强大数据关键技术、产品的研发合

作，支持国内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数

据企业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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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

勃兴起。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强发展新动力，需要将

信息化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加快释放信息化发展的巨大潜能。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

建设网络强国，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本战略纲要是根据新形势对《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发展，是规

范和指导未来1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

化领域规划、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1μ幌厘辩仆碘惰凌呱笺吾牛悼

（一）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当前，以信息技术为

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信息技术与生

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

性技术突破。信息、资本、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互联网推动产业变革，促进

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国际分工新体系正在形成。网信事业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

方向，推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空前提升，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带来生产力质的飞跃，引发生产关系重大变革，成为重塑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军事发展新格局的主导力量。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

引领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

变革，谁在信息化上占据制高点，谁就能够掌握先机、赢得优势、赢得安全、赢得未来。发

达国家持续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进程，全力巩固领先优势。发展中

国家抢抓产业链重组和调整机遇，以信息化促转型发展，积极谋求掌握发展主动权。世界各

国加快网络空间战略布局，围绕关键资源获取、国际规则制定的博弈日趋尖锐复杂。加快信

息化发展，建设数字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二）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信息化取得长足进展，但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相比还有差距，坚持走中国特色信息化发展道路，以

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目前，我国网民数量、网络零售

交易额、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规模已居全球第一，一批信息技术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进入世界前

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息产业体系。信息技术应用不断深化，“互联网+”异军突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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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转型步伐加快，网络空间正能量进一步汇聚增强，信息化在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同时，我国信息化发展也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核心技

术和设备受制于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够，信息基础设施普及程度不高，区域和城乡差距

比较明显，网络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网络空间法治建设亟待加强，信息化在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中的潜能还没有充分释放。

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战略主动地位持续增强，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已经进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

发展的关键时期，信息革命为我国加速完成工业化任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构筑国际

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警示我们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亦退、错失良机的巨大风

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完全有能力依托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加快信息化发展，推动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再上新台阶。

二、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基本方针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走中国特色信息化发展道

路，坚持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为主线，以建设网

络强国为目标，着力增强国家信息化发展能力，着力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着力优化信息化

发展环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信

息化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二）战略目标

到2020年，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三代移动通信（3G）、第四

代移动通信（4G）网络覆盖城乡，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研发和标准取得突破性进展。

信息消费总额达到6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38万亿元。核心关键技术部分领域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重点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

进展，网络化协同创新体系全面形成，电子政务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实有

力，信息化成为驱动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力量。

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到20太比特/秒（Tbps），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与周边

国家实现网络互联、信息互通，建成中国－东盟信息港，初步建成网上丝绸之路，信息通信

技术、产品和互联网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得到及时应用，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接近国际先进水

平，建成国际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实现宽带网络无缝覆盖。信息消费总额达到12万亿元，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67万亿元。根本改变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形成安全可控的

信息技术产业体系，电子政务应用和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高。实现技术先进、产业发达、应

用领先、网络安全坚不可摧的战略目标。

    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到48太比特／秒（Tbps），建成四大国际信息通道，连接太平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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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西非北非、东南亚、中亚、印巴缅俄等国家和地区，涌现一批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大

型跨国网信企业。

到本世纪中叶，信息化全面支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网络强

国地位日益巩固，在引领全球信息化发展方面有更大作为。

（三）基本方针

——统筹推进。信息化事关国家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

民群众福祉，必须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统筹中央和地方，统筹党政军各方力

量，统筹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统筹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统筹各领域信息化发展重大问

题，确保国家信息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

——创新引领。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发展作为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

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之策，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精神，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快马加鞭争取主动局面，占据竞争制高点。

——驱动发展。最大程度发挥信息化的驱动作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互联网

+”行动计划，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优势新兴业态向更广

范围、更宽领域拓展，全面提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国防等领域信息化水

平。

——惠及民生。坚持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互联网在助

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紧紧围绕人民期待和

需求，以信息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

感。

——合作共赢。坚持国家利益在哪里、信息化就推进到哪里，围绕“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网络互联、促进信息互通，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网上网下两个空间，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确保安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

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切实防范、控制和化解信息化进程中

可能产生的风险，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8μ谨惮铰尿辩仆碘惰凌脞惮

（一）发展核心技术，做强信息产业

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程度决定着信息化发展水平。我国正处于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

变的关键时期，要抓住自主创新的牛鼻子，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培育形成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构建先进技术体系。制定国家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纲要，以体系化思维

弥补单点弱势，打造国际先进、安全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带动集成电路、基础软件、核心

元器件等薄弱环节实现根本性突破。积极争取并巩固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等领域

全球领先地位，着力构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比较优势。

   2．加强前沿和基础研究。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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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基础前沿技术、共性关键技术，加大科技攻关。遵循创新规律，着眼

长远发展，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资保障力度，为前沿探索提供长期支持。实施新一代信息技

术创新国际交流项目。

3．打造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统筹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应用部署，加强

产业链各环节协调互动。提高产品服务附加值，加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迁移。加强专利与标

准前瞻性布局，完善覆盖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成果转化、测试验证和产业化投资评估等环

节的公共服务体系。

4．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打造研

发中心、技术产业联盟，探索成立核心技术研发投资公司，打通技术产业化的高效转化通

道。深化上市发审制度改革，支持创新型企业在国内上市。支持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和

开拓市场，有效利用全球资源，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

5．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加大对科技型创新企业研发支持力度，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适当扩大政策适用范围。完善技术交易和企业孵化机制，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

政策体系。完善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夯实基础设施，强化普遍服务

泛在先进的基础设施是信息化发展的基石。要加快构建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立体覆

盖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普遍服务，让人们通过网络了解世界、掌握信息、摆脱贫

困、改善生活、享有幸福。

6．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布局。深化电信业改革，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有序参与竞争。统

筹国家现代化建设需求，实现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推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协调频谱

资源配置，科学规划无线电频谱，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与市政、公路、铁

路、机场等规划建设的衔接。支持港澳地区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布局。

7．增强空间设施能力。围绕通信、导航、遥感等应用卫星领域，建立持续稳定、安全

可控的国家空间基础设施。科学规划和利用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建设天地一体化信息网

络，增强接入服务能力，推动空间与地面设施互联互通。统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和应

用，推进北斗产业化和走出去进程。加强陆地、大气、海洋遥感监测，提升对我国资源环

境、生态保护、应急减灾、大众消费以及全球观测的服务保障能力。

8．优化升级宽带网络。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高业务承载能力和应用服务水平，实现

多制式网络和业务协调发展。加快下一代互联网大规模部署和商用，推进公众通信网、广播

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融合发展。加强未来网络长期演进的战略布局和技术储备，构建国家

统一试验平台。积极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研发、标准和产业化布局。

9．提高普遍服务水平。科学灵活选择接入技术，分类推进农村网络覆盖。发达地区优

先推进光纤到村。边远地区、林牧区、海岛等区域根据条件采用移动蜂窝、卫星通信等多种

方式实现覆盖。居住分散、位置偏远、地理条件恶劣的地区可结合人口搬迁、集中安置实现

网络接入。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建立支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宽带网络发展长效机

制，推进网络提速降费，为社会困难群体运用网络创造条件。

（三）开发信息资源，释放数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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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信息能力的强弱成为

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与无序滥用的现象并存，要

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完善制度体系，全面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输、利用、安全能

力，构筑国家信息优势。

10．加强信息资源规划、建设和管理。推动重点信息资源国家统筹规划和分类管理，增

强关键信息资源掌控能力。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动态更新和共享应用机制。创新部门业务系统

建设运营模式，逐步实现业务应用与数据管理分离。统筹规划建设国家互联网大数据平台。

逐步开展社会化交易型数据备份和认证，确保数据可追溯、可恢复。

11．提高信息资源利用水平。建立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目录，构建统一规范、互联互通、

安全可控的国家数据开放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发展信息资源市场，

促进信息消费。引导和规范公共信息资源增值开发利用，支持市场主体利用全球信息资源开

展业务创新。

12．建立信息资源基本制度体系。探索建立信息资产权益保护制度，实施分级分类管

理，形成重点信息资源全过程管理体系。加强采集管理和标准制定，提高信息资源准确性、

可靠性和可用性。依法保护个人隐私、企业商业秘密，确保国家安全。研究制定信息资源跨

境流动管理办法。

（四）优化人才队伍，提升信息技能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竞争是最终的竞争。要完善人才培养、选拔、使用、评价、

激励机制，破除壁垒，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信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3．造就一批领军人才。依托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加大对信息化领军人才支持力度，培

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和信息化管理

人才。吸引和扶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建立海外人才特聘专家制度，对需要引进

的特殊人才，降低永久居留权门槛，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提高我国在全球配置人才资源

能力。

14．壮大专业人才队伍。构建以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为主体，继续教育为补充的信息化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普通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中设置信息技术应用课程。推广订单式人才

培养，建立信息化人才培养实训基地。支持与海外高水平机构联合开展人才培养。

15．完善人才激励机制。采取特殊政策，建立适应网信特点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人

才评价机制，打破人才流动的体制界限。拓宽人才发现渠道，支持开展创新创业大赛、技能

竞赛等活动，善用竞争性机制选拔特殊人才。完善技术入股、股权期权等激励方式，建立健

全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收益分配机制。

16．提升国民信息技能。改善中小学信息化环境，推进信息化基础教育。全面开展国家

工作人员信息化培训和考核。实施信息扫盲行动计划，发挥博士服务团、大学生村官、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项目的作用，为老少边穷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知识和

技能培训。

（五）深化合作交流，拓展发展空间

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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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国际交流合作，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面临的挑战，共同维护

网络空间的公平正义，共同分享全球信息革命的机遇和成果。

17．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框架和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推动建立信息化领域国际互信对话机

制。组织搭建合作渠道，建设全球信息化最佳实践推广平台。实施中美、中欧、中英、中德

数字经济合作项目。

18．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参与国际网络空间安全规则制定。巩固和发展区域标准化

合作机制，积极争取国际标准化组织重要职位。在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

视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网络安全等关键技术和重要领域，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鼓励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融入国际开源社区。

19．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信息化发展，统筹规划海底光缆和跨境

陆地光缆建设，提高国际互联互通水平，打造网上丝绸之路。加快推动与周边国家信息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打通经中亚到西亚、经南亚到印度洋、经俄罗斯到中东欧国家等陆上通道，

积极推进美洲、欧洲、非洲等方向海底光缆建设。合作建设中国－中亚信息平台、中国－东

盟信息港、中阿网上丝绸之路。统筹规划我国全球网络设施建设，支持企业拓展海外业务与

节点布局，提升我国在全球网络中的影响力。

20．共建国际网络新秩序。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

好秩序的原则，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和推进互联网

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国际化改革。加强国际网络空间执法合作，推动制定网络

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

换μ喔惮暑爹杳章饣稗辩仆碘语蔑

（一）培育信息经济，促进转型发展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大力发展信息经济是信息化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围绕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发挥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

势的引领型发展，支撑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21．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以智能制造为突破口，加快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产品、装备融合创新，推广智能工

厂和智能制造模式，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普及信息化和工

业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积极培育众创设计、网络众包、个

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完善产业链，打造新型制造体系。

22．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把信息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制高点，推动信息技术和智能装

备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培育互联网农业，建立健全智能化、网络化农业生产经营体

系，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耕地、水、草原等重要资源和主要农业投入品联网监测，健

全农业信息监测预警和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生产全过程信息管理服务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23．推进服务业网络化转型。支持运用互联网开展服务模式创新，加快传统服务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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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信息化水平。积极培育设计、咨询、金融、交通、物流、商贸等

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网络化发展。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构建繁荣健康的电子

商务生态系统。引导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展分享经济，建

立网络化协同创新体系。

24．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破解制约城乡发展的信息障碍，促进城

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加强顶层设计，提高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管理、公共服务和产

业发展的信息化水平，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实施以信息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信息化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支持港澳地区发展信息经济。

25．夯实发展新基础。推进物联网设施建设，优化数据中心布局，加强大数据、云计

算、宽带网络协同发展，增强应用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加快电力、民航、铁路、公路、水

路、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和智能化改造。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推动安全支付、信

用体系、现代物流等新型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大市场、大流通、大服务格局，奠定经济

发展新基石。

26．优化政策环境。完善互联网企业资本准入制度，设立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引导多

元化投融资市场发展。发挥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的作用，组建中国“互联网+”联盟，支

持中小微互联网企业成长。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设立国家信息经济示

范区。

（二）深化电子政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适应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

决策。持续深化电子政务应用，着力解决信息碎片化、应用条块化、服务割裂化等问题，以

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7．服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党委信息化工作，提升党委决策指挥的信息化保障能

力。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党员、干部、人才管理和服务的科学化水平。加强信息公开，畅

通民主监督渠道，全面提高廉政风险防控和巡视工作信息化水平，增强权力运行的信息化监

督能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信息化保障，重视发挥互联网在党内法规制定和宣传中的作

用。推进信息资源共享，提升各级党的部门工作信息化水平。

28．提高政府信息化水平。完善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国家治理大数据中心。加强经

济运行数据交换共享、处理分析和监测预警，增强宏观调控和决策支持能力。深化财政、税

务信息化应用，支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促进税收制度改革。推进人口、企业基础信

息共享，有效支撑户籍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加强互联网政务信

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网上政务服务。

29．服务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平台，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

快政协信息化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实施“科技强检”，推进检察工作

现代化。建设“智慧法院”，提高案件受理、审判、执行、监督等各环节信息化水平，推动

执法司法信息公开，促进司法公平正义。

30．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加快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智能化水

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构建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推动政府职能下移，支持社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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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依托网络平台，加强政民互动，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行网上

受理信访，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

   31．健全市场服务和监管体系。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制度，在海关、税

务、工商、质检等领域推进便利化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与服务，实现服务前移、监管后

移。以公民身份号码、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信用信息网

络平台，构建诚信营商环境。建设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完善产

品售后服务质量监测。加强在线即时监督监测和非现场监管执法，提高监管透明度。

32．完善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制定在线公共服务指南，支持各级政府整合服务资源，

面向企业和公众提供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促进公共行政从独立办事向协同治理转变。各部

门要根据基层服务需求，开放业务系统和数据接口，推动电子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

33．创新电子政务运行管理体制。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电子政务统筹协调机制，制定电子

政务管理办法，建立涵盖规划、建设、应用、管理、评价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大力推进

政府采购服务，试点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电子政务建设。鼓励

应用云计算技术，整合改造已建应用系统。

（三）繁荣网络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

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遵循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

音愈来愈洪亮。

34．提升网络文化供给能力。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加快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提高

网络文化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信

息服务水平。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开发适合网络传播特点、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网络文化产

品。

35．提高网络文化传播能力。完善网络文化传播机制，构建现代文化传播体系。推动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有效整合各种媒介资源和生产要素。实施中华优秀文化网上传

播工程，加强港澳地区网络传播能力建设，完善全球信息采集传播网络，逐步形成与我国国

际地位相适应的网络国际传播能力。

36．加强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做大做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规范引

导商业网站健康有序发展。推进重点新闻网站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

电视台数字化改造和技术升级。推动文化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建立多元网络文化产业投融资

体系。鼓励优秀互联网企业和文化企业强强联合，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文化集

团、媒体集团。

37.规范网络文化传播秩序。综合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行业自律等手段，规范网络

信息传播秩序。坚决遏制违法有害信息网上传播，巩固壮大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完善网络

文化服务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大网络文化管理执法力度，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

（四）创新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

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力推进社会事业信息化，优化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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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资源配置，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促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8．推进教育信息化。完善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推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

共建共享和均衡配置，建立适应教育模式变革的网络学习空间，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

距。建立网络环境下开放学习模式，鼓励更多学校应用在线开放课程，探索建立跨校课程共

享与学分认定制度。完善准入机制，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建设，支撑全民

学习、终身教育。

39．加快科研信息化。加强科研信息化管理，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

评价机制。建设覆盖全国、资源共享的科研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科研信息服务水平。加快

科研手段数字化进程，构建网络协同的科研模式，推动科研资源共享与跨地区合作，促进科

技创新方式转变。

40．推进智慧健康医疗服务。完善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推进全国电子健康档案和电

子病历数据整合共享，实施健康医疗信息惠民行动，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探索建立市场化远程医疗服务模式、运营机制和管理机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加

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探索医疗联合体等新型服务模式。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满

足多元服务需求，推动医疗救治向健康服务转变。

41．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化水平。推进就业和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

险等信息全国联网。建立就业创业信息服务体系，引导劳动力资源有序跨地区流动，促进充

分就业。加快社会保障“一卡通”推广和升级，实行跨地区应用接入，实现社会保险关系跨

地区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加快政府网站信息无障碍建设，鼓励社会力量为残疾人

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

42．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构建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加快贫困地区互联网建设步

伐，扩大光纤网、宽带网有效覆盖。开展网络公益扶贫宣传，鼓励网信企业与贫困地区结对

帮扶，开发适合民族边远地区特点和需求的移动应用，建立扶贫跟踪监测和评估信息系统。

（五）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助力美丽中国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乎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着力破解资源约束趋紧、环境

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构建基于信息化的新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快建设天蓝、

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43．创新资源管理和利用方式。开展国家自然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整合自然生态空

间数据，优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格局和供应时序。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系，逐步实现全

程、全覆盖动态监管，提高用途管制能力。探索建立废弃物信息管理和交易体系，形成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机制。

44．构建新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监

测信息化工程，逐步实现污染源、污染物、生态环境全时监测，提高区域流域环境污染联防

联控能力。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鼓励有条件地区探索开展节能量、碳排放

权、排污权、水权网上交易。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生态环境修复能力，促进生态环境根本性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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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快信息强军，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积极适应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信息技术发展新趋势和强军目标新要求，坚定不移把信

息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方向，贯彻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思想，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军

队信息化建设跨越发展。

45．加强体系化建设。创新发展信息化军事理论，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发挥作战

需求牵引作用，推进机械化信息化有机融合。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推动指挥信息系统集成运

用，加大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力度，构建信息安全防御体系，全面提高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能

力。

46．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适应战争形态演变趋势，依托网络信息系统，开展以信息主

导、体系对抗、精确作战、全域机动、网络防控为主要特征的检验性、对抗性演习，推进军

事训练向实战化转变，提高以夺取制信息权为核心的战场综合控制权能力。

47．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充分发挥信息化融合、渗透作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进

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健全国防信息动员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国防信息动员与应急保障

预案。大力培养信息化作战指挥、信息技术专业、信息系统组织运用及操作维护等作战急需

人才，不断增强官兵运用信息系统和信息化装备打胜仗的能力。

ìμ<庭败碘辩仆碘惰凌懿礁

（一）推进信息化法治建设

依法推进信息化、维护网络安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要以网络空间法治化为重

点，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提高全社会自觉守法意识，营造良好

的信息化法治环境。

48．完善信息化法律框架。以网络立法为重点，加快建立以促进信息化发展和强化网络

安全管理为目标，涵盖网络基础设施、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网络信息等对象的法

律、行政法规框架。

49．有序推进信息化立法进程。坚持急用先行，加快出台急需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强化网络基础设施保护，加快制定网络安全法、电信法、电子商务法，研究制定密码法。加

强网络用户权利保护，研究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范网络信息服

务与管理，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研究制定电子文件管理条例。完善司法解释，推

动现有法律延伸适用到网络空间。

50．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加强部门信息共享与执法合作，创新执法手段，形成执法合

力。理顺网络执法体制机制，明确执法主体、执法权限、执法标准。

（二）加强网络生态治理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创新改进网上正面宣传，加强全网全程管理，建设

为民、文明、诚信、法治、安全、创新的网络空间，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51．强化互联网管理。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建立法

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网络治理体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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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网络身份管理制度，建立网络诚信评价体系，健全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民信用记录，

完善褒奖和惩戒机制。加强互联网域名、地址等基础资源管理，确保登记备案信息真实准

确。强化网络舆情管理，对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

播平台进行管理。依法完善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52．形成全社会参与的治理机制。坚持依法治网，加快建立政府引领，企业、社会组

织、技术社群、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互联网治理机制。强化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

引导企业公平竞争、自我管理和改善服务。建立健全网络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我

管理、自我监督作用。加强社会力量引导，积极培育“中国好网民”。

53．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依法保护信息自由有序流动，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全面规范企业和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等行为，防范信息滥用。加强个人数据保护，依

法打击网络违法犯罪。

（三）维护网络空间安全

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坚持积极防御、有效应对，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

力，切实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4．维护网络主权和国家安全。依法管理我国主权范围内的网络活动，坚定捍卫我国网

络主权。坚决防范和打击通过网络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政权、破坏统一、窃密泄密等

行为。

55．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党政

机关以及重点领域网站的安全防护，建立政府、行业与企业网络安全信息有序共享机制。建

立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使用的重要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开展安全

审查。健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56．强化网络安全基础性工作。加强网络安全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技术手段

建设，建立完善国家网络安全技术支撑体系，推进网络安全标准化和认证认可工作。提升全

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能力，做好等级保护、风险评估、漏洞发现等基础性工作，完

善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网络安全重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实施网络安全人才工程，开展全民

网络安全教育，提升网络媒介素养，增强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程μ褒蹿便餳涪韪杌乐同

要加强统筹协调，有力整合资源，形成推进合力，切实将各项战略任务落到实处，确保

战略目标如期实现。

（一）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对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集中统

一领导，信息化领域重大政策和事项须经领导小组审定。各级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要

加强统筹，研究解决本地区信息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二）健全工作机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本战略纲要

的实施和督促检查。各级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加强部门、

行业、区域、军地间合作，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合理、责任明确、运转顺畅的信息化推进机

制。加快中国特色新型信息化智库建设，完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专家咨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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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配套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本战略纲要提出的任务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有效

衔接、同步推进，制定好“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产

业、财税、金融、科技、教育等领域配套政策措施，加大财政投入和管理，重点支持关键性、

基础性、公共性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和网络安全保障。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创新信息化投融

资机制，在信息化领域实行有利于商业运作、持续运营的政策，为社会投资参与创造条件。

（四）加强督促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细化任务，明确时限，逐级落实。

建立和完善信息化统计指标体系，加强信息化统计监测和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战略实施年度

检查与绩效评估。加大信息化工作考核力度，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价有关领导干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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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是21世纪的“钻石矿”。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数据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国务院印发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全面推进大数据发展，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十三五”时期

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时期，全球新一代信息产

业处于加速变革期，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处于创新突破期，国内市场需求处于爆发期，我国大

数据产业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抢抓机遇，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优

化民生公共服务、促进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有重大意义。为推动我国大数据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深入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落实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纲要》，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编制本规划。

一、我国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基础

大数据产业指以数据生产、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为主的相关经济活动，包括

数据资源建设、大数据软硬件产品的开发、销售和租赁活动，以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

“十二五”期间，我国信息产业迅速壮大，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经济日益繁荣，

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技术创新取得了明显突破，应用势头良好，为“十三五”时期我国

大数据产业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信息化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对数据资源的采集、挖

掘和应用水平不断深化。政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面向公众的政府网站达8.4万个。

智慧城市建设全面展开，“十二五”期间近300个城市进行了智慧城市试点。两化融合发展

进程不断深入，正进入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信息消费蓬勃发展，网民数量超过7亿，移动

电话用户规模已经突破13亿，均居世界第一。月度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835M。政府部

门、互联网企业、大型集团企业积累沉淀了大量的数据资源。我国已成为产生和积累数据量

最大、数据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大数据技术创新取得明显突破。在软硬件方面，国内骨干软硬件企业陆续推出自主研发

的大数据基础平台产品，一批信息服务企业面向特定领域研发数据分析工具，提供创新型数

据服务。在平台建设方面，互联网龙头企业服务器单集群规模达到上万台，具备建设和运维

超大规模大数据平台的技术实力。在智能分析方面，部分企业积极布局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

前沿技术，在语音识别、图像理解、文本挖掘等方面抢占技术制高点。在开源技术方面，我

国对国际大数据开源软件社区的贡献不断增大。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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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推进势头良好。大数据在互联网服务中得到广泛应用，大幅度提升网络社

交、电商、广告、搜索等服务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水平，催生共享经济等数据驱动的新兴业

态。大数据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驱动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变革，推动制造业向网络化、数

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电信、金融、交通等行业利用已积累的丰富数据资源，积极探索客

户细分、风险防控、信用评价等应用，加快服务优化、业务创新和产业升级步伐。

大数据产业体系初具雏形。2015年，我国信息产业收入达到17.1万亿元，比2010年进入

“十二五”前翻了一番。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

长15.7%。大型数据中心向绿色化、集约化发展，跨地区经营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业务

的企业达到295家。云计算服务逐渐成熟，主要云计算平台的数据处理规模已跻身世界前

列，为大数据提供强大的计算存储能力并促进数据集聚。在大数据资源建设、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应用领域涌现出一批新模式和新业态。龙头企业引领，上下游企业互动的产业格局初

步形成。基于大数据的创新创业日趋活跃，大数据技术、产业与服务成为社会资本投入的热

点。

大数据产业支撑能力日益增强。形成了大数据标准化工作机制，大数据标准体系初步形

成，开展了大数据技术、交易、开放共享、工业大数据等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部分标准在

北京、上海、贵阳开展了试点示范。一批大数据技术研发实验室、工程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产业创新平台、产业联盟、投资基金等形式的产业支撑平台相继建成。大数据安全保障

体系和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二、“十三五”时期面临的形势

大数据成为塑造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之一，国家竞争日趋激烈。一个国家掌握和运

用大数据的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各国纷纷将大数据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将产业

发展作为大数据发展的核心。美国高度重视大数据研发和应用，2012年3月推出“大数据研

究与发展倡议”，将大数据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进行管理和应用，2016年5月进一步发

布“联邦大数据研究与开发计划”，不断加强在大数据研发和应用方面的布局。欧盟2014年

推出了“数据驱动的经济”战略，倡导欧洲各国抢抓大数据发展机遇。此外，英国、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也出台了类似政策，推动大数据应用，拉动产业发展。

大数据驱动信息产业格局加速变革，创新发展面临难得机遇。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信息产业格局面临巨大变革。大数据推动下，信息技术正处于

新旧轨道切换的过程中，分布式系统架构、多元异构数据管理技术等新技术、新模式快速发

展，产业格局正处在创新变革的关键时期，我国面临加快发展重大机遇。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信息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发展大数据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推动大

数据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能够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提

供新动力，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创造新机遇，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开辟新途径，是支撑国家

战略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实施“互联

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建设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民生服务体系，为大数据

产业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是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我国大数据产业具备了良好基础，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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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程度低。数据质量不高，数据资源流通不畅，管理能力弱，数据

价值难以被有效挖掘利用。二是技术创新与支撑能力不强。我国在新型计算平台、分布式计

算架构、大数据处理、分析和呈现方面与国外仍存在较大差距，对开源技术和相关生态系统

影响力弱。三是大数据应用水平不高。我国发展大数据具有强劲的应用市场优势，但是目前

还存在应用领域不广泛、应用程度不深、认识不到位等问题。四是大数据产业支撑体系尚不

完善。数据所有权、隐私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信息安全、开放共享等标准规范不健全，尚未

建立起兼顾安全与发展的数据开放、管理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五是人才队伍建设亟需加

强。大数据基础研究、产品研发和业务应用等各类人才短缺，难以满足发展需要。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是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起步期，

是大数据产业崛起的重要窗口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转

变。

三、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围绕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以强化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能力为

核心，以推动数据开放与共享、加强技术产品研发、深化应用创新为重点，以完善发展环境

和提升安全保障能力为支撑，打造数据、技术、应用与安全协同发展的自主产业生态体系，

全面提升我国大数据的资源掌控能力、技术支撑能力和价值挖掘能力，加快建设数据强国，

有力支撑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二）发展原则

创新驱动。瞄准大数据技术发展前沿领域，强化创新能力，提高创新层次，以企业为主

体集中攻克大数据关键技术，加快产品研发，发展壮大新兴大数据服务业态，加强大数据技

术、应用和商业模式的协同创新，培育市场化、网络化的创新生态。

应用引领。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大、应用需求旺的优势，以国家战略、人民需要、市场需

求为牵引，加快大数据技术产品研发和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促进跨行业、跨领域、跨

地域大数据应用，形成良性互动的产业发展格局。

开放共享。汇聚全球大数据技术、人才和资金等要素资源，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相

结合，走开放式的大数据产业发展道路。树立数据开放共享理念，完善相关制度，推动数据

资源开放共享与信息流通。

统筹协调。发挥企业在大数据产业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

营造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形成政产学研用统筹推进的机制。加强中央、部门、地方大数据

发展政策衔接，优化产业布局，形成协同发展合力。

安全规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增强信息安

全技术保障能力，建立健全安全防护体系，保障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加强行业自律，完善

行业监管，促进数据资源有序流动与规范利用。

（三）发展目标

到2020年，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保障有力的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大数据相关产

95

俋斶懪鲲趵荁饅敤詇
CJH!EBUB!JOEVTUSZ!SFMBUFE!QPMJDJFT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1]  基于现有电子信息产业统计数据及行业抽样估计，2015年我国大数据产业业务收入2800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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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1 ： 大 数 据 关 键 技 术 及 产 品 研 发 与 产 业 化 工 程

突破技术。支持大数据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实施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等重

大项目。着力突破服务器新型架构和绿色节能技术、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存储和管

理技术、可信数据分析技术、面向大数据处理的多种计算模型及其编程框架等关键

技术。

打造产品。以应用为导向，支持大数据产品研发，建立完善的大数据工具型、

平台型和系统型产品体系，形成面向各行业的成熟大数据解决方案，推动大数据产

品和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

树立品牌。支持我国大数据企业建设自主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引导企业加

强产品质量管控，提高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加强战略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

动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产业化和国际化应用。培育一批国际知名的大数据产品和服务

公司。

专 栏 2 ： 大 数 据 服 务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培育数据即服务模式。发展数据资源服务、在线数据服务、大数据平台服务等

模式，支持企业充分整合、挖掘、利用自有数据或公共数据资源，面向具体需求和

行业领域，开展数据分析、数据咨询等服务，形成按需提供数据服务的新模式。

支持第三方大数据服务。鼓励企业探索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交换等新商

业模式，培育一批开展数据服务的新业态。支持弹性分布式计算、数据存储等基础

数据处理云服务发展。加快发展面向大数据分析的在线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图像理解、语音识别、空间分析、基因分析和大数据可视化等数据分析服务。开展

第三方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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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3 ： 工 业 大 数 据 创 新 发 展 工 程

加强工业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加快大数据获取、存储、分析、挖掘、

应用等关键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重点研究可编程逻辑控制器、高通量计算引

擎、数据采集与监控等工控系统，开发新型工业大数据分析建模工具，开展工业大

数据优秀产品、服务及应用案例的征集与宣传推广。

建设工业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中小企业大数据运用能力。支持面向典型

行业中小企业的工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实现行业数据资源的共享交换以及对产

品、市场和经济运行的动态监控、预测预警，提升对中小企业的服务能力。

   重点领域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应用示范。支持面向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

（二）深化工业大数据创新应用

加强工业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布局，推动大数据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的

应用，推进工业大数据与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和智能

服务平台融合发展，形成数据驱动的工业发展新模式，支撑中国制造2025战略，探索建立工

业大数据中心。

加快工业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面向智能制造单元、智能工厂及物联网应用的

低延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提升工业网络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加快工业传感

器、射频识别（RFID）、光通信器件等数据采集设备的部署和应用，促进工业物联网标准体

系建设，推动工业控制系统的升级改造，汇聚传感、控制、管理、运营等多源数据，提升产

品、装备、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推进工业大数据全流程应用。支持建设工业大数据平台，推动大数据在重点工业领域各

环节应用，提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水平，助推工业转型升级。加强研发设计大数

据应用能力，利用大数据精准感知用户需求，促进基于数据和知识的创新设计，提升研发效

率。加快生产制造大数据应用，通过大数据监控优化流水线作业，强化故障预测与健康管

理，优化产品质量，降低能源消耗。提升经营管理大数据应用水平，提高人力、财务、生产

制造、采购等关键经营环节业务集成水平，提升管理效率和决策水平，实现经营活动的智能

化。推动客户服务大数据深度应用，促进大数据在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中的创新应用。促

进数据资源整合，打通各个环节数据链条，形成全流程的数据闭环。

培育数据驱动的制造业新模式。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工

业大数据与物联网、云计算、信息物理系统等新兴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深度集成与应用，构

建制造业企业大数据“双创”平台，培育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利用大数据，推动“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链，与中国制造2025、军民融合项目对接，促进协同设计和协同

制造。大力发展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定制，推动发展顾客对工厂（C2M）等制造模式，提升

制造过程智能化和柔性化程度。利用大数据加快发展制造即服务模式，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

务型制造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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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4 ： 跨 行 业 大 数 据 应 用 推 进 工 程

开展跨行业大数据试点示范。选择电信、互联网、工业、金融、交通、健康等

数据资源丰富、信息化基础较好、应用需求迫切的重点行业领域，建设跨行业跨领

域大数据平台。基于平台探索跨行业数据整合共享机制、数据共享范围、数据整合

对接标准，研发数据及信息系统互操作技术，推动跨行业的数据资源整合集聚，开

展跨行业大数据应用，选择应用范围广、应用效果良好的领域开展试点示范。

（三）促进行业大数据应用发展

加强大数据在重点行业领域的深入应用，促进跨行业大数据融合创新，在政府治理和民

生服务中提升大数据运用能力，推动大数据与各行业领域的融合发展。

推动重点行业大数据应用。推动电信、能源、金融、商贸、农业、食品、文化创意、公

共安全等行业领域大数据应用，推进行业数据资源的采集、整合、共享和利用，充分释放大

数据在产业发展中的变革作用，加速传统行业经营管理方式变革、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

及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

促进跨行业大数据融合创新。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打通数据孤岛，创新合作模式，培育

交叉融合的大数据应用新业态。支持电信、互联网、工业、金融、健康、交通等信息化基础

好的领域率先开展跨领域、跨行业的大数据应用，培育大数据应用新模式。支持大数据相关

企业与传统行业加强技术和资源对接，共同探索多元化合作运营模式，推动大数据融合应

用。

强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大数据应用。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电子政务和智慧城市建设为

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动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建设，推进技术融合、

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促进大数据在政务、交通、教育、健康、社保、就业等民生领域的应用，探索大众参与的数

据治理模式，提升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能力，为群众提供智能、精准、高效、便捷的公共服

务。促进大数据在市场主体监管与服务领域应用，建设基于大数据的重点行业运行分析服务

平台，加强重点行业、骨干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监测，提高行业运行监管和服务的时效性、精

准性和前瞻性。促进政府数据和企业数据融合，为企业创新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离散制造企业，以及石油、

化工、电力等流程制造企业集团的工业大数据平台开发和应用示范，整合集团数据

资源，提升集团企业协同研发能力和集中管控水平。

探索工业大数据创新模式。支持建设一批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推进企业、高

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探索工业大数据创新的新模式和新机制，推进工业大数据核心技

术突破、产业标准建立、应用示范推广和专业人才培养引进，促进研究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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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5 ： 大 数 据 产 业 集 聚 区 创 建 工 程

  建设一批大数据产业集聚区。支持地方根据自身特点和产业基础，突出优势，合

理定位，创建一批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形成若干大数据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加强基础设施统筹整合，助推大数据创新创业，培育大数据骨干企业和中小企业，

强化服务与应用，完善配套措施，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在大数据技术研发、行业应

用、教育培训、政策保障等方面积极创新，培育壮大大数据产业，带动区域经济社

（四）加快大数据产业主体培育

引导区域大数据发展布局，促进基于大数据的创新创业，培育一批大数据龙头企业和创

新型中小企业，形成多层次、梯队化的创新主体和合理的产业布局，繁荣大数据生态。

利用大数据助推创新创业。鼓励资源丰富、技术先进的大数据领先企业建设大数据平

台，开放平台数据、计算能力、开发环境等基础资源，降低创新创业成本。鼓励大型企业依

托互联网“双创”平台，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创新创业服务。组织开展算法大赛、应用创新大

赛、众包众筹等活动，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支持大数据企业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打通科技

创新和产业化之间的通道，形成数据驱动的科研创新模式。

构建企业协同发展格局。支持龙头企业整合利用国内外技术、人才和专利等资源，加快

大数据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形成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型和专业型龙头企业。支持中小企业深耕细分市场，加快服务模式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鼓励生态链各环节企业加强合作，构建多方协

作、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优化大数据产业区域布局。引导地方结合自身条件，突出区域特色优势，明确重点发展

方向，深化大数据应用，合理定位，科学谋划，形成科学有序的产业分工和区域布局。在全

国建设若干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大数据制度创新、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大数据创新应

用、大数据产业集聚、数据要素流通、数据中心整合、大数据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系统

性探索试验，为全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积累经验。在大数据产业特色优势明显的地区建设一

批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创建大数据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挥产业集聚和协同作用，以

点带面，引领全国大数据发展。统筹规划大数据跨区域布局，利用大数据推动信息共享、信

息消费、资源对接、优势互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成立跨行业大数据推进组织。支持成立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大数据应用

推进组织，联合开展政策、法律法规、技术和标准研究，加强跨行业大数据合作交

流。

建设大数据融合应用试验床。建设跨行业大数据融合应用试验床，汇聚测试数

据、分析软件和建模工具，为研发机构、大数据企业开展跨界联合研发提供环境。

諑8踝雕假谨嚏式êG
僨嗴悞鶯 JO!UIF!ZBOHU[F!SJWFS!EFMUB

CJH!EBUB!JOEVTUSZ

9: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专 栏 6 ： 大 数 据 重 点 标 准 研 制 及 应 用 示 范 工 程

加快研制重点国家标准。围绕大数据标准化的重大需求，开展数据资源分类、

开放共享、交易、标识、统计、产品评价、数据能力、数据安全等基础通用标准以

及工业大数据等重点应用领域相关国家标准的研制。

建立验证检测平台。建立标准试验验证和符合性检测平台，重点开展数据开放共

享、产品评价、数据能力成熟度、数据质量、数据安全等关键标准的试验验证和符

合性检测。

开展标准应用示范。优先支持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立标准

示范基地，开展重点标准的应用示范工作。

（五）推进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

加强大数据标准化顶层设计，逐步完善标准体系，发挥标准化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

用。

加快大数据重点标准研制与推广。结合大数据产业发展需求，建立并不断完善涵盖基

础、数据、技术、平台/工具、管理、安全和应用的大数据标准体系。加快基础通用国家标

准和重点应用领域行业标准的研制。选择重点行业、领域、地区开展标准试验验证和试点示

范，加强宣贯和实施。建立标准符合性评估体系，强化标准对市场培育、服务能力提升和行

业管理的支撑作用。加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等各类标准之间的衔接配套。

积极参与大数据国际标准化工作。加强我国大数据标准化组织与相关国际组织的交流合

作。组织我国产学研用资源，加快国际标准提案的推进工作。支持相关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

工作并承担相关职务，承办国际标准化活动，扩大国际影响。

（六）完善大数据产业支撑体系

统筹布局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产业发展创新服务平台，建立大数据统计及发展

评估体系，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合理布局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统筹布局数据中心建设，充分

利用政府和社会现有数据中心资源，整合改造规模小、效率低、能耗高的分散数据中心，避

免资源和空间的浪费。鼓励在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中广泛推广可再生能源、废弃设备回收等

低碳环保方式，引导大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向绿色集约、布局合理、规模适度、高速互联方向

发展。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优化网络结构，提升互联互通质量。

会转型发展，形成科学有序的产业分工和区域布局。建立集聚区评价指标体系，开

展定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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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7 ： 大 数 据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工 程

建立大数据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政策咨询、共性技术支持、知识产权、投

融资对接、品牌推广、人才培训、创业孵化等服务，推动大数据企业快速成长。

支持第三方机构建立测试认证平台。开展大数据可用性、可靠性、安全性和规

模质量等方面的测试测评、认证评估等服务。

建立大数据开源社区。以自主创新技术为核心，孵化培育本土大数据开源社区

和开源项目，构建大数据产业生态。

专 栏 8 ： 大 数 据 安 全 保 障 工 程

   开展大数据安全产品研发与应用示范。支持相关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大数据全生

构建大数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创新资源，形成一批大数据测

试认证及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建立大数据相关开源社区等公共技术创新平台，鼓励开发者、

企业、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大数据开源项目，增强在开源社区的影响力，提升创新能力。

建立大数据发展评估体系。研究建立大数据产业发展评估体系，对我国及各地大数据资

源建设状况、开放共享程度、产业发展能力、应用水平等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编制发布

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引导和评估全国大数据发展。

（七）提升大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针对网络信息安全新形势，加强大数据安全技术产品研发，利用大数据完善安全管理机

制，构建强有力的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加强大数据安全技术产品研发。重点研究大数据环境下的统一账号、认证、授权和审计

体系及大数据加密和密级管理体系，突破差分隐私技术、多方安全计算、数据流动监控与追

溯等关键技术。推广防泄露、防窃取、匿名化等大数据保护技术，研发大数据安全保护产品

和解决方案。加强云平台虚拟机安全技术、虚拟化网络安全技术、云安全审计技术、云平台

安全统一管理技术等大数据安全支撑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加强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软件系统

漏洞挖掘和加固。

提升大数据对网络信息安全的支撑能力。综合运用多源数据，加强大数据挖掘分析，增

强网络信息安全风险感知、预警和处置能力。加强基于大数据的新型信息安全产品研发，推

动大数据技术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中的应用，保障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

等重要信息系统安全。建设网络信息安全态势感知大数据平台和国家工业控制系统安全监测

与预警平台，促进网络信息安全威胁数据采集与共享，建立统一高效、协同联动的网络安全

风险报告、情报共享和研判处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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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在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下,建立完善中央和地方联动的大数据发展协调机

制，形成以应用带动产业、以产业支撑应用的良性格局，协同推进大数据产业和应用的发

展。加强资源共享和沟通协作，协调制定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解决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建立大数据发展部省协调机制，加强地方与中央大数据产业相关政策、措施、

规划等政策的衔接，通过联合开展产业规划等措施促进区域间大数据政策协调。组织开展大

数据发展评估检查工作，确保重点工作有序推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大数据发展统筹机构或

协调机制的作用，将大数据产业发展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

组织保障。

（二）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制度

推动制定公共信息资源保护和开放的制度性文件，以及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办法，逐步扩

大开放数据的范围，提高开放数据质量。加强数据统筹管理及行业自律，强化大数据知识产

权保护，鼓励企业设立专门的数据保护职位。研究制定数据流通交易规则，推进流通环节的

风险评估，探索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支持第三方机构进行数据合规应用的监督和审计，保障

相关主体合法权益。推动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建立个人信息泄露报告制度，健全网络数

据和用户信息的防泄露、防篡改和数据备份等安全防护措施及相关的管理机制，加强对数据

滥用、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管理和惩戒力度。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推动建立

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加强重要敏感数据跨境流动的管理。推动大数据相关

立法进程，支持地方先行先试，研究制定地方性大数据相关法规。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结合《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培育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战略文件，制定面向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措

施，落实相关税收政策。充分发挥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资金扶持政策的作用，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大数据发展专项基金，支持大数据基础技术、重点产品、服务和应用的

发展。鼓励产业投资机构和担保机构加大对大数据企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对技术先

进、带动力强、惠及面广的大数据项目优先予以信贷支持，鼓励大数据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

资，为企业重组并购创造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支持符合条件的大数据企业享受相应优惠政

策。

命周期安全研究，研发数据来源可信、多源融合安全数据分析等新型安全技术，推

动数据安全态势感知、安全事件预警预测等新型安全产品研发和应用。

支持建设一批大数据安全攻防仿真实验室。研究建立软硬一体化的模拟环境，

支持工业、能源、金融、电信、互联网等重点行业开展数据入侵、反入侵和网络攻

防演练，提升数据安全防护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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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多层次人才队伍

建立适应大数据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加强大数据人才培养，整合高校、企

业、社会资源，推动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

系。鼓励高校探索建立培养大数据领域专业型人才和跨界复合型人才机制。支持高校与企业

联合建立实习培训机制，加强大数据人才职业实践技能培养。鼓励企业开展在职人员大数据

技能培训，积极培育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创新型人才。依托社会化教育资源，开展大数据知识

普及和教育培训，提高社会整体认知和应用水平。鼓励行业组织探索建立大数据人才能力评

价体系。完善配套措施，培养大数据领域创新型领军人才，吸引海外大数据高层次人才来华

就业、创业。

（五）推动国际化发展

按照网络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结合“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加快开拓国际市

场，输出优势技术和服务,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数据企业和产品。充分利用国际合

作交流机制和平台，加强在大数据关键技术研究、产品研发、数据开放共享、标准规范、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坚持网络主权原则，积极参与数据安全、数据跨境流动等国际

规则体系建设，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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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是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长三角信息化和

信息经济发展合作，共同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和信息资源共同开发利用，信息化与产

业深度融合，加大在大数据、信息基础设施、工业云、信息安全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等体系工

作，对于推动长三角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加强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政府治理能

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立统一市场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国制造2025》《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划。本规划是指导长三角地区

“十三五”时期信息化协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期为2016—2020年。

一、“十二五”发展回顾（一）“十二五”合作发展的成绩和问题 “十二五”时期，是

长三角地区信息化协同推进的重要五年。三省一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共同

做好G20杭州峰会保障工作，区域开放优势充分发挥，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合作关系更加紧

密，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支撑作用更加突出。

1、初步形成层次清晰、功能健全的区域信息化合作体系。基本形成“高层会商、中层

组织、基层实施”的三层信息化合作体系，着力推动中层组织建设，落实相关办事机构和协

调机构，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广泛调动民间资源推动成立信息化应用、信息技术和产业领

域的研究合作机构，共同推进。

2、初步形成两化融合区域协同发展良好态势。2015年长三角地区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

为92.8，制造业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重点环节进一步深化使用信息化、数字化工

具，有效推动实现企业创新转型。区域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达到7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达到48。在长三角合作框架下，“三省一市”不断加大彼此间就两化融合方面的合作力度，

加强推进政府与政府、企业与企业、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交流。

3、初步形成社会民生、航运交通、城市安全等重要领域信息化应用全面对接的良好局面。

推动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婚育、教育等民生领域信息化应用的对接，逐步实现点对面、面对

面的应用级全面对接；实现航运物流信息的共享互通，全面推行长三角地区公共交通一卡通、

ETC等应用；建立城市安全应急管理信息化协同机制，实现常态化信息通报与区域协同预警。

长三角区域信息化合作“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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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步形成以自主技术标准为核心的区域性信息技术产业集群。紧抓物联网、云计

算、移动通讯等新兴信息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明确重点、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群策群

力，协同抢占新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产业制高点，推动建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形成以

自主技术标准为核心的长三角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5、初步建成同城效应明显、共享渗透全面的区域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形成常态化的区

域重大信息基础设施规划沟通衔接机制，推进重大信息基础设施的联合开发与应用、加强功

能性信息基础设施在区域内的共享利用，截止2015年末，三省一市宽带接入端口达到9786

万个，其中，光纤宽带接入端口（FTTH/O）数达到6001万个，占全国端口比重达到22.3%。

6、从用户发展指标看，发展宽带用户4109万户，占全国宽带用户的19.3%。4G网络覆盖

加快覆盖，发展4G用户合计8349.7万户。从骨干层面看，全国10个国家级骨干网直联点

中，有3个（上海、南京、杭州）位于长三角，大幅降低了地区网络流量绕转。从国际通信

看，上海拥有一个区域性国际出口局，肩负对外国际性通信枢纽和区域信息汇集中心的发展

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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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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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要看到长三角区域信息化合作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区

域信息化一体化发展的长效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区域信息化合作工作的统筹协调力度

不够，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统筹协调机制建设滞后，上海、南京等地由本地政府大力推行“一

卡通”，整合了社保、交通、医保和小额支付等便民服务功能，但区域层面信息互通缺乏机

制保障。二是区域信息化配套顶层法律制度缺乏，江苏、浙江、安徽已经完成本地范围内信

息化立法，上海也在推进之中，但区域层面的信息化立法尚未出台。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不

足，成为制约电子证书广泛使用的瓶颈，各个部门推出的CA认证体系不能互认。三是信息标

准化建设和信息化技术规范统一水平亟待提高，长期以来智能卡标准缺乏顶层设计，安全防

护、隐私保护、接口标准等缺乏统筹协调，制约区域内多卡融合互通。

（二）“十三五”发展趋势信息化是当前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正在引发全球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军事领域发生剧烈变革，对网络空间的主导权竞争成为新的战略制高点，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跨界创新成为带动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方向。精准感知、快速响应和

柔性部署成为信息化的重要特征。发达国家的信息化战略重心逐步从优先建设信息基础设施

向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对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科技革命的带动作用转移，国家发展战略均将发展

先进信息技术及其应用作为创新基石，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关键节点，面临人口红利消失、

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诸多挑战。信息化凭借其渗透力强、带动性大、覆盖面广、潜力巨大的

特点，成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社会生产力

水平整体跃升的强劲动力。《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将信息化贯穿我国现代化进

程始终，加快释放信息化发展的巨大潜能，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网络强国。从建

设网络强国的大决策、推进长三角协同发展的大战略和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大方向出发，把信

息化作为长三角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信息化全局支撑、引领驱动和协同联动的作

用，对于全面推进长三角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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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4G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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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全局性基础性支撑。信息资源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具有引领区

域资源动态优化配置的重要作用，以信息流引领一体化的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人才流，

是推动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实现互联互通、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的重

要手段。

2、增强基础性的战略保障。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作为推进长三角协同发展的优先领

域，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构建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互联网普及应用，既是长三角协

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为减少区域发展不平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提

供了新的契机。

3、强化创新驱动引领发展。长三角地区目前已成为国内发展基础最好、体制环境最

优、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初步形成了世界级城市群的规模和布局。运用现代信息通

信技术，支撑建立交通、环保、教育、医疗等领域一体化的大体系，是防止和治理人口激

增、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

4、促进产业对接转型升级。长三角地区一直以“制造业高地”著称，优化区域分工和

产业布局，是推进长三角协同发展的重点，着力贯通产业链条，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信

息通信技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深刻变

革，发展信息经济，加速发展信息产品、内容和服务，推进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协同发展，

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成为产业对接协作，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

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必然选择。

二、“十三五”发展思路和目标（一）“十三五”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对长三角

地区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国家战略和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总体部署，主动适应国

际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共建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贯彻落

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强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加大改革力度，

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相连相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大幅提高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实现区域整体协同发展。

（二）“十三五”发展原则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明确三省一市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

性，做好长三角信息化总体布局及重大跨区域的项目对接、技术创新合作、产业资源互补和

环境营造等方面的统筹考虑，避免重复建设与无序竞争。

需求导向，目标引领。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立足于区域市民生活、企业生产与运营、政

府管理与服务的实际需求，寻找各方需求强烈的领域进行推进，充分发挥信息化支撑长三角

实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目标的作用。

数据驱动，科学决策。构建大数据生态体系，推动大数据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应

用，促进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将长江三角地区打造成为国家大数据开放共享中

心，引领数据应用变革，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提升治理水平。

   开放创新，国际领先。促进创新资源双向开放流动，提高信息资源互联互通水平，促进

信息化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全面形成大众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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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建成国际一流的信息化示范区。

（三）“十三五”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到2020年，建成适应区域协同融合发展需要的

信息基础设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80%，4G用户普及率90%。建成一体化智能交通、环

保、教育、医疗、社保体系，动态优化配置区域信息资源，发挥信息化对长三角经济社会协

同发展的支撑、引领驱动和协同联动作用，不断提高长三角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

围内实现资源整合和要素集聚，增强长三角的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2、具体目标初步建成共享渗透全面的“云网端”信息基础设施体系。高速光纤网络实

现城乡全覆盖，城市和农村普遍提供1Gbps的接入服务能力，满足城市和农村家庭依实际情

况灵活选择多样化信息服务的带宽需求。4G网络全面覆盖城乡，建成面向商用的第五代移动

通信（5G）试验网。电网、铁路、公路、港口等传统公共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和集约化水平大

幅提升。物联网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区域完善，大数据对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作

用显著提升。区域产业协同水平显著提升，长三角工业云平台、工业大数据平台、工业互联

网平台、双创平台基本建成并为企业转型升级、产业精准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基本建成长三

角电子商务生态圈信息化协作机制，各示范城市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基本达到信息互通、互惠

互利，长江带各港口基本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长三角各城市间初步建成综合货运枢纽和城际

货运物流公共仓储分拨中心。

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跨区域融合和协作程度日益增强，公共管理和民生服务各领

域大数据应用不断深化，大数据实证支持和分析预测能力在长三角区域的政府公共决策、社

会管理、危机事件应对等活动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建成国际一流、全国领先的智慧城市群。

基本形成可信、可靠、可控的联防联控的区域网络安全和公共安全防护体系。区域应对

“信息灾害”能力、网络空间安全监管治理能力、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保障能

力、信息安全基础支撑能力显著提升，实现信息联动、回应共商。

三、“十三五”发展重点和任务

（一）推动区域信息基础设施统筹发展

实现高速网络普遍覆盖。加快建设覆盖区域、辐射周边、服务全国、联系亚太、面向世

界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区域网络布局，加快通信枢纽和骨干网建设，推进网间互联

宽带扩容，优化主要城市的通信网络结构，提升网络质量。重点打造保障城市协同发展的数

据中心集群，强化数据中心异地调配能力。积极发挥上海亚太信息通信枢纽和南京等国家级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作用，实施新跨太平洋国际海底光缆工程，加快互联网国际出入口带宽扩

容，全面提升流量转接能力。促进骨干网、城域网和支撑系统 IPv6 升级改造。加快实现无

线局域网在热点区域和重点线路全覆盖，率先实现城市固网宽带全部光纤接入。

1、建设一体化网络基础设施。加强顶层设计，优化网络基础资源配置，强化长三角互联

网和骨干传输网互联互通，建设融合光纤宽带、4G、公共WiFi网络，具备灵活组网功能的网

络基础设施，启动5G业务试点，加快三网融合。建设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完成运营企业

网络和节点设施的IPv6改造，推动政府网站及商业影响力较大的网络应用服务商的IPv6升级

改造。积极推进物联网应用。扩展国际信息通信容量，协调推进亚太直达国际海光缆

（APG）、新跨太平洋国际海光缆（NCP）两条新国际通信海光缆建设和已建海光缆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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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1  ： 信 息 基 础 设 施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全面完善上海、南京等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功能，推动新跨太平洋国际海

底光缆建设；建成LTE/WLAN融合发展的无线宽带网络。推进上海、杭州、南京、合

肥等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建设；建成全程全网、可管可控高清交互式下一代广播

电视网络，全面普及高清互动终端。

专 栏 2 ： 公 共 平 台 创 新 应 用 工 程

加快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等地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云计算中心、物联

网等功能性平台的建设，开展绿色数据中心试点，支持千岛湖等有条件的地区利用

自然冷源、水循环等资源优势引导绿色数据中心集聚。支持上海超级计算中心拓展

大数据综合服务，支撑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提升数据存储和服务能力，满

足国家级海量数据资源集中存储的业务需求。

2、传统公共基础设施智能化和集约化改造。加快建设智能电网，搭建区域能源信息实

时监测、在线分析预测及综合优化调度平台，建立结构优化、区域均衡的能源管控体系，提

高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水平；推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

完善公路、铁路、民航、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装备运行监测网络和公共信息平台，建

立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采集、交换和共享机制。

3、统筹推进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规划、建设、管理的统筹，建设一批公共服

务、互联网应用服务和重点领域服务的云计算数据中心。积极探索跨区域服务模式，进一步

强化数据中心资源的异地调配能力，满足长三角乃至整个华东地区海量数据资源集中存储的

业务需求。引导建设区域性和行业性数据资源汇聚平台，鼓励电信运营企业、互联网企业等

发挥信息服务渠道优势，搭建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平台和数据资源交易云平台。引导规范重点

行业、大型企业数据中心建设。尽快构建自主、成熟的Handle标识解析体系，解决下一代

物联网统一标识的命名、解析、互联互通。

4、深化区域频谱资源综合利用。推动区域广播电视频谱资源的释放和再利用，推动电

信运营商对第二代移动通信（2G）频率资源进行调整和再利用。加强区域频谱资源运行态势

的监测、研判，完善频谱共享、复用等机制，建立以空间时间为维度的频率资源配置模型，

加强规划引领；逐步建成频率资源动态储备，推动形成频率资源的分级管理模式，建成度量

有据的频率资源新型统计评估体系。

  （二）推动区域信息经济协同发展 1、持续提升区域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提升智慧农业建

设水平，推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

工流通和农业信息服务领域的应用，提高长三角地区农业生产与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加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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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3  ： 工 业 信 息 基 础 设 施 提 升 工 程

提升城市群内国家级开发区和高新产业园区互联网出口带宽为工业企业与生产

性服务业企业提供高带宽专线服务，实现宽带网络“进企业、入车间、联设备”；

建成城市群内行业企业跨界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国家级开发区和高新产业园区企业

全部接入，省级开发区和高新产业园区企业基本接入。

产品分级包装、加工仓储、冷链物流、快递服务、传感器感知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区

域内农业农村电子商务标准体系、监测体系和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构建区域涉农大数据中

心，规范农业统计、数据采集标准，建设数据采集体系和队伍，全面提升信息采集、处理、

传输、利用、安全能力。完善各省市农业信息监测平台，建立区域内农业信息监测分析预警

体系。

2、持续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构筑制造业新型

基础设施，依托区域重点行业优势企业，在研发创新、协同制造、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领

域开展“双创”平台试点示范及应用推广。选取区域内具有较强融合创新能力的企业开展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创新试点，培育一批智能制造大型骨干企业和带动性较强的“专精特新”

科技型中小企业，促进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跨省市协同，以区域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

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依托上海制造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建设体系架构完整、具有领军示

范作用的产业集群打造工业互联网综合示范基地，创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强化工业

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双创”新体系。鼓励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与汽车、生物医

药、航空航天、钢铁化工、都市产业等重点行业开放“双创”平台集聚的各类资源，加强与

各类创业创新基地、众创空间合作，面向社会提供专业化服务；支持产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

“政产学研用”产业创新联盟，实现跨界协同创新；鼓励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分

工、服务外包、订单生产等多种形式，建立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产业生态环境；完善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支持创新工场、创客空间、社会实验室、智慧小企业创业基地等新

型众创空间发展，培育和孵化具有新经济特点的创新创业企业。

强化两化融合标准引领。广泛开展两化融合评估诊断与对标引导，定量衡量企业互联网

化水平，制定发布重点行业、区域和企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数据地图，为政府精准施策和企

业互联网转型提供重要依据。加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在区域内重点产业和中小企业集群的推

广，推动企业业务流程再造和组织方式变革，促进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加速制造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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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4 ： 制 造 业 “ 双 创 ” 体 系 培 育 工 程

以工业互联网为重点，围绕智能制造、工业云、工业大数据等领域，建设一批

创业创新促进中心，推动共性和前沿技术研发、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应用，打造

贯穿创新链、产业链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涵盖研发、生产、检测、交易等环节的

综合服务体系，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交易、企业信息化咨询、软件测评、安全检测

等平台的功能；建设一批功能性服务平台，支持建设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试验验证平

台，开展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评估验证。

专 栏 5 ： 工 业 云 协 同 创 新 工 程

立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既有工业云资源基础，建设长三角区域工业云平

台，推进各省市既有工业云资源及服务的整合和优化。组织开展工业云服务应用推

广，引导中小企业利用工业云平台开展研发设计、经营管理、采购销售等业务，带

动企业两化融合水平提升。

切实提升区域工业云服务能力。依托长三角三省一市既有工业云资源优势，建设长三角

区域工业云平台，促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营销服务等制造资源聚集、集成、

优化和共享。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引导行业龙头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开展跨界联合，面向企

业提供工业云应用和服务，健全工业云生态体系。积极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广泛应用

工业云平台，降低企业信息化建设成本，带动两化融合水平整体提升。

推动工业大数据应用。推动大数据在制造业研发、生产、经营、营销等环节的应用，分

析感知用户需求，实现产品迭代开发，打造智能工厂。鼓励基于实时数据分析的故障诊断、

远程维护、在线服务等服务型制造发展。建设行业大数据平台，加快公共信息资源的整合和

开放，实现产品、市场和经济运行的动态监控、预测预警，提高行业管理、决策与服务水

平。以生物医药、能源、钢铁石化、航空航天、金融、消费、征信等领域为重点，支持第三

方大数据平台建设，促进长三角、全国以至全球行业大数据资源在上海集聚，开展数据深加

工服务，提供精益生产、精准营销、智慧物流、节能减排、信用评估、互联网金融等服务。

   3、加快构建融合发展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助推电子商务协同发展。进一步加强区域CA认

证的交流合作，实现区域内电子商务交易信用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的互通共享。大力支持上

海、杭州、宁波、温州、台州、义乌、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芜湖等城市建设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城市。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加快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平台

和行业性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共同建设能源大宗商品国际交易中心。推动以智能终端、商贸

联动和会员互动为重点的长三角商圈社区建设。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密切协作、政

府引导支持的电子商务创新体系。加强在电子商务规则、标准、法规方面的联合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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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6 ： 物 流 信 息 化 协 同 工 程

着力打造集铁路、公路、民航、城市交通于一体的综合客运枢纽，大力推进综

合货运枢纽和物流园区建设。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为核心，优化整合沿海沿江港

口，形成分工合理、协同发展、军民融合的长三角现代化港口群。构建以上海为核

心、分工协作、差异化发展的多层级机场体系。加快发展铁水、公铁、空铁和江河

海联运，强化信息资源整合，发展精益物流、共同配送等多样化专业化城际货运服

务。

区域内统一的规范标准。加强电子商务应用合作，共同推进市场主体开发建设综合性或专业

性的电子商务平台，大力推动以电子商务为主体的各项应用服务的发展。鼓励建设跨区域电

商大数据平台，推动大数据在市场营销、运营策略、供应链优化、物流业的应用创新。

统筹推进区域跨境电商协同合作。加快建设中国（杭州）和中国（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创新和完善跨境电商管理体制机制，建立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体

制，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加快建设单一窗口，全面推进通关一体化，逐步建立适合电子

商务的报关、检验检疫、结汇和退税等管理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商务服务

企业，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加快建设一批新的双边多边开放合作平台，推动“亚太示

范电子口岸合作网络”大数据试点建设，提高亚太地区供应链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水平。

促进区域物流信息化协同。引导现有电商物流企业、仓储企业及社会资本参与跨境电商

物流服务体系建设，提高配送效率，降低配送成本。支持建设区域电子商务物流分拨中心，

建设长三角区域电子商务公共仓储中心，建设进驻跨境电商仓储物流中心。开展长三角“仓

配一体化”试点，支持物流企业与仓储企业合作建设公共仓储。推广“E 邮站”等应用，在

长三角区域内广泛搭建智能投递终端。推广、提升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加快建

立长三角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进一步推动港口、铁路、道路、航空等物流公

共信息开放，开展供应链、互联网经济培育工作。

共建共享“双创”平台。基于“互联网+”优化专业服务体系，鼓励共建创新服务联

盟，培育协同创新服务机构，强化技术扩散、成果转化、科技评估和检测认证等专业化服

务。发展“孵化+创投”模式，建设创客空间，集成提供创业辅导、市场开拓、融资担保等

链式孵化服务。提供区域专利挖掘、申请、维护和管理等服务，加强对创新企业在人才培

训、管理咨询、检验检测、质量品牌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打造创业服务与创业投资结合、线

上与线下结合的开放式服务载体。

       推进区域社会信息化融合发展大力提升长三角区域社会信息化协同和融合发展水平，

鼓励提供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形成需求导向、多方参与、便捷惠民

的信息服务供给体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信息惠民，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快建立区域一体化

的公共服务体系。在生态环境保护、安全与应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提升信息化应用

效果，促进区域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推动区域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深化重点领域大数据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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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7 ： 智 慧 交 通 工 程

积极发展车联网和车路协同技术创新和试点示范，开展长三角城市群在路网运

营管理、车辆违章、船舶监控等综合交通信息共享，积极利用互联网为居民提供便

捷安全的出行服务为车联网、自动驾驶等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技术的成熟提供环境

支撑。

用，服务长三角区域民生改善、治理能力提升和经济转型。加强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有机协

同与合作互动，打造长三角区域智慧城市群。

1、加强区域公共服务信息化统筹协调推进社会保障信息化一体化建设。运用信息化手

段提高养老保险待遇资格协助认证效率，便利异地居住人员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加快推进城

市群内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加快推进省际医疗保险合作，推动异地就医省级结算平台互

联互通，实现退休异地安置人员就医医疗费用联网实时结算。建立区域就业服务平台，有效

引导高校毕业生、人才服务机构和用人单位实现供需对接和人才流动，打造优质的区域就业

环境。在长三角区域选取部分城市优先试点社会保障卡互联互通，重点突破技术标准的瓶颈

制约，为实现社会保障卡全国通用树立样板。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居民养老等数据的

共享开放，鼓励社会机构提供基于大数据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

完善交通智能化服务水平。整合区域城市道路、交通运行、停车泊位、视频监控、卫星

导航等数据，提升交通运输智能化水平。持续拓展长三角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基础设施

和服务网络建设。继续推进公共交通一卡通建设，合力打造一体化智能公交系统，统一异地

刷卡优惠政策、享受同城待遇。积极推进区域“互联网+道路客运”试点工作，加强省际班

线数据的交换共享。加强客运信息系统的衔接，推动出行互联网共享经济租赁服务模式，提

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拥堵。建立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平台，实现充电基础设施

有效连接，运营平台间信息共享和结算体系标准化，为政府监管和为民服务提供有效支撑，

有力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推广。

促进“互联网+”为教育、文化、卫生领域发展赋能。建立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开展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通过远程教育、互联网在线课堂等形式实现区域内优

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建立区域内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实现高校系统大型仪器设施网络在

长三角区域的有效对接。共建以数字资源为主体的包括印本资源在内的长三角区域高校图书

馆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共享平台，实现长三角地区高校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和共享。实

施网络文艺发展文化工程。促进医疗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扩大远程医疗合作平台联结服务的

城市和医疗机构范围。

  2、促进区域社会治理信息化协同发展提升环境治理信息化水平。完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长三角水环境预警监测体系和评估调度平台、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系统，深化污染源

综合监管系统建设，提高大气、水环境质量预报预警水平。建设长三角区域环保数据中心，推

进环保数据资源整合以及跨部门、跨区域共享，提高污染源精准监管和综合决策能力。加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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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8 ： 环 境 治 理 联 动 工 程

建设长三角环境治理联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环保数据资源整合和跨区域共

享。优先推动太湖流域、长江下游段、钱塘江等跨行政区域分布的水污染源、污染

物的全时监测、动态监管和及时预警；同步推动区域大气、危险废物和危险化学品

的联防联控，有效解决跨界污染问题。

专 栏 9 ： 区 域 政 务 大 数 据 平 台 工 程

建设长三角政务大数据平台，建设区域数据仓库，汇聚人口、法人、自然资源

和空间地理等基础信息资源，汇聚医疗、应急保障、治安防控、公共卫生、教育、

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重要领域信息资源，进行资源的整合分析和关联应用。积极

研究出台区域数据开放、保护等方面制度，促进区域大数据在风险可控原则下最大

程度开放。鼓励提供基于大数据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形成需求导向、多方参

与、便捷惠民的信息服务供给体系。

加强区域信用信息化合作。以国家信用建设区域合作示范区创建试点为契机，开展区域

信用数据标准规范设计，共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开发应用具有行业特性的市场大数据分析

工具，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基础，加强跨地区信用信息共享互通，优化完善“信用长三

角”共享平台，实现与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对接互通，运用大数据技术积极推动长三角

地区市场规则体系共建、创新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治、流通设施互联、市场信息互通、信

用体系互动。进一步完善长三角旅游信用服务平台。

3、推动区域政务大数据开放共享应用加快区域数据共享开放。统一规划和编制长三角区

域政务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制定区域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技术规范和管理标准，利用物联网

标识解析技术实现区域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推动区域政府数据资源统一汇集和集中向社

会开放，在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各方对区域政务数据资源进行深度

挖掘和增值利用。深化电子政务应用和共享服务，构建长三角区域政务数据交换共享平台，

推动电子政务平台跨区域横向对接和数据共享，推动政府部门和全社会信息资源共享开放。

推动政务大数据发展实现多规合一的协调统筹机制，强化区域数据汇聚整合和关联分析，不

断提高政府宏观决策和社会治理能力。

三角区域大气、水污染的联防联控，推动实现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数据和信息共享，探索

建立长三角地区危废跨省转移管理信息平台，加快推进有关环境标准统一。推动大数据在环

境保护中的应用和推广，整合污染源数据资源，建立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污染源大数据监

管体系，提高精准监管和综合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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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1 0 ： 智 慧 城 市 群 工 程

开展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芜湖等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加快

建设长三角政务服务信息平台；推进城市群智慧城市数据接口标准制定实施，实现

区域信息公共服务一体化；深化信息技术在跨省市市场监管，应急保障等领域应

用。

专 栏 1 1 ： 物 联 网 应 用 示 范 工 程

加快推进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区域试点，以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和

各地“智慧城市”建设为依托，着力突破传感器、物联网关键技术，加快推进通信

网和传感网络以及物联网融合发展；积极推进物联网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应用

示范。

4、大力发展智慧城市群率先建成智慧城市群。建立城市群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机

制。加强政府与基础电信企业及互联网企业合作，充分整合政府和社会数据，提升城市间协

同运用大数据水平。积极推进城市群内地理信息高精度数据全域覆盖和交换共享，建立统一

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积极开展智慧城市应用示范。推广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应用，加快建设上海、杭

州、无锡云计算示范城市，上海、浙江、江苏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区域试点省市，

以及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和盐城国家物联网技术应用推广基地。协同推进上海、南

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芜湖等智慧城市建设，统一建设标准，开放数据接口，推动

政务、交通等方面的智慧化应用。

（四）促进跨区域信息安全和公共安全联防联控加强智慧城市网络安全管理。积极建设

“京沪干线”量子通信工程，推动量子通信技术在上海、合肥、芜湖等城市使用，促进量子

通信技术在政府部门、军队和金融机构等应用。完善跨网络、跨行业、跨部门、跨省市的应

急联动机制，在城市群内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运行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

息安全保密防护设施，加强要害信息设施和信息资源安全防护。促进跨区域信息安全联防联

控，推动主要城市公益无线局域网互联互通，完善安全检测与评估标准，探索组建区域数据

安全功能性机构，开展数据应用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加强个人隐私、商业秘密、跨境数据等

的风险评估和综合防范。

1、构建统一管理、各方协作、共同参与的网络安全综合监控和应急响应体系。推动三

省一市各专业部门监控系统资源对接，探索建立跨区域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形成区域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灾难恢复的一体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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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1 2 ： 基 础 信 息 安 全 保 障 工 程

推进“京沪干线”等量子通信干线工程建设，加快城市群主要城市城域量子通

信网构建，建成长三角城市群广域量子通信网络。

2、建立健全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灾备体系。加强区域内异地灾备统筹规划，推动建设

合肥等异地数据灾备中心。建立面向不同领域，具备多层次备份机制和内生性安全机制的云

计算中心和灾难备份系统，为电子政务、权威时政社交网站、医疗等领域的大数据安全示范

应用提供基础。

3、深化公共安全与应急信息共享和协同。加强城市间公共安全、排水防涝、消防、交

通、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互联网化改造，提高互联互通和应急处置能力。

建立区域统一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加强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建立区域协同

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加强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建立区域食品安全信息追溯

平台，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四、“十三五”发展政策措施（一）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三级运作”合作机制，

发挥主要领导座谈会的议事决策功能，强化联席会议的组织协调功能，积极发挥信息专题组

的作用，推进长三角区域信息化合作的相关工作。推进区域信息化发展政策与法规的对接协

同，梳理现行地方性信息化政策和法规，避免冲突和较大落差；建立政策法规工作例会和交

流制度，开展专项规章（标准、规范）研究交流；在招商引资、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

共享等方面，联手制定统一政策，着力营造区域信息化发展无差异的政策环境，彻底清除市

场壁垒。

（二）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加强长三角三省一市信息化发展顶层设计，以及信息

基础设施、重要业务系统、网络安全等领域的统筹和衔接。做好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

“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的对接，统筹安排重大信息化建设项目。制定三省一市信息化合

作推进工作制度和重大项目督办制度，确保重点任务及重大项目的落地实施。

（三）抓好国家战略的实施。围绕区域工业云平台资源共享、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优

化区域信息化创新发展环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抓紧研究制定长

三角地区信息化建设工作措施，先行先试，抓紧工作落实。对明确试点示范的重点任务，要

结合实际统筹规划，密切协作配合，积极妥善展开，确保取得成效。

（四）建立区域统一的信息化技术标准。建立区域电子信息标准化合作工作机制，联合

开展相关技术标准的调研、立项、制订和技术标准宣传实施；强化信息系统开发标准化、网

络与接口标准化、信息流程标准化、软件工程标准化，加强数据交换中数据存储和交换标准

的制订，完善信息化统计指标和核算体系，联合开展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测试工作。

   （五）健全区域信息化项目合作推进机制。探索建立多地政府共同投资引导的项目合作

模式，制定共同发展的区域信息化项目，确定合作项目的利益分配、合作机制、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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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探索跨区域的重大信息基础设施的协调推进机制，建立重大项目

年度推进计划的区域协同制度，从项目的立项、审批、建设、验收、运维等关键环节着手，

加强沟通协调，建立互相通报、信息共享制度，提高项目推进整体协同性和整体效益。

（六）创新区域一体化的人才培养、资质互认、使用模式。完善区域人才培养机制，逐

步形成相互协作、适应性强的区域信息化培训服务体系。建立长三角区域信息化职业资格培

训合作工作机制；引进国际信息化权威培训课程，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创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信

息化专业培训体系；完善职业证书培训体系，在培训内容、培训组织、考试考证、登记注册

等方面共同合作，并做好相关专业资质和证书的互认工作；开展信息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

工程，探讨在课程、培训、咨询等方面的资源共享；积极探索建立区域信息化人才库，为区

域信息化建设提供咨询服务。

（七）加强区域信息技术协同创新。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所、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实验

室、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联系，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强

区域重大信息技术和产业项目的研发合作，建设以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为主体的信息技术

和产业研发联盟，联合开展重大核心技术攻关活动；争取国家支持，建立国家级技术研发基

地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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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部署，落实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

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的精神，全面推进本市大数据应用和产业发展，助力精准施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1μ笺吾段赐涪惰凌唪翔

（一）基本原则

1.市场主导、政府带头。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政务大数据应用，加强公共数据采集，优化大数据产业发

展指导和安全监管，探索政府向社会购买数据资源和技术服务。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支持大

数据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和应用模式创新。

2.开放共享、融合创新。统筹开发数据资源，推动政务数据开放和社会数据流通，提高数

据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大数据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应用，促进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模式

创新。

3.安全规范、繁荣有序。完善大数据标准规范和法规制度，增强安全意识，强化安全管理

和防护，保障数据安全。加强数据资产和个人隐私保护，维护大数据市场有效性和公平性。

（二）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形成数据观念意识强、数据采集汇聚能力大、共享开放程度高、分析挖掘

应用广的大数据发展格局，大数据对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作用显著。

——数据资源日益丰富。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资源整合和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取得显著成

效。大数据储备和承载能力达到EB级，政府数据服务网站开放数据集超过3000项，数据产品

和数据服务交易额国内领先。

——行业应用创新活跃。大数据成为服务经济社会民生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

核心力量。公共管理、民生服务、产业经济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成效显著，形成一批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数据驱动下的跨界创新和产业融合高度活跃。

——政府治理科学高效。建立分领域跨部门数据共享共用机制，建成一批行业大数据应用

平台，公共管理各领域大数据应用不断深化，大数据实证支持和分析预测能力在政府公共决

策、社会管理、危机事件应对等活动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上海市大数据发展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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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1    政 务 数 据 共 享 开 放 工 程

推动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制定完善本市电子政务和大数据采集、处理、存储、

利用等标准规范，加强数据资源质量管理和交叉检验，提升政务数据资源的一致性

和准确性。开展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开放绩效评估，建立评估结果与信息化项目资金

预算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加快市区两级政务数据资源的交换与共享，引导规范行业

基础数据库发展，构建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政务数据资源池。

深化政务数据资源开放利用。实施政务数据资源清单管理，制定开放目录和数

据采集标准，研究出台政务数据资源开放的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上海市政府数据

服务网建设，审慎合理、逐步推进经济、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社保、文化、

科技、农业、环境、安监、统计、信用、气象、海洋、市场监管等领域的民生服

务、行政执法类政务数据集向社会开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政务数

据资源开放计划，鼓励各方在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前提下的公共数据增值利

用，探索构建互联互通的分布式开放数据体系。

——产业发展能级跃升。基本形成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新生态和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产业驱动新格局。大数据核心产业产值达到千亿级别，建成3家大数据产业基

地，培育和引进50家大数据重点企业，形成一批服务经济社会民生的大数据融合发展新业

态。

——发展环境规范有序。基本建成较完备的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公共服务体

系，建立完善政府数据共享目录和开放清单，有序推动数据开放。建立健全大数据相关制度

规范和技术标准，推动政府数据稳妥有序开放和社会数据公开透明流通，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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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政务数据共享开放

推进政务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建设，实现全市政务数据资源目录的集中存储和统一管理。深

化市实有人口、法人、空间地理等基础数据库建设，加强内部共享和动态更新，提高数据准

确性。制定政务数据共享技术规范和管理标准，建立质量管理、数据交换、整合共享等监督

评估机制。加强政府数据服务网建设，拓展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渠道，推动政府机构数据资源

统一汇集和集中向社会开放。在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各方对政务数

据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增值利用。

（二）鼓励社会数据共享共用

开拓数据采集渠道，形成由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参与，行政收集、网络搜集、有偿购

买、无偿捐赠、传感采集等多种方式构成的数据资源采集体系。支持公益性数据服务机构发

展，鼓励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参与公益性数据资源开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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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2    社 会 数 据 交 易 流 通 工 程

鼓励社会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引导培育公益性数据服务机构发展，鼓励企业通

过商业行为创新数据共享机制，探索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社会大众

等既确保多方数据所有权利又实现数据整合应用的商业模式。

探索商业数据资产交易流通。建设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引导培育大数据公开交

易市场，试点开展面向场景的数据衍生产品(服务)交易，鼓励产业链各环节市场主

体进行数据资产的交换和交易。完善数据交易(共享)相关制度规范、技术保障和认

证体系，规范数据资产流通行为，防范数据滥用和不当使用，逐步建立国内领先的

大数据交易市场体系、标准化体系和监管体系。

专 项 2    社 会 数 据 交 易 流 通 工 程

提升城市运营管理水平。推动大数据与政务服务的融合应用，实现行政审批相

关数据的融合共享，形成网上服务与实体大厅服务、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

一体化新型政府服务模式。实现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信息平台与“12345”市民服

务热线、相关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等的互联互通。着眼城市运管安全，加强政府应急

信息的多渠道采集和数据共享，提升城市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大数据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和推广，整合污染源数据资

源，建立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污染源大数据监管体系，提高精准监管和综合决策

能力。完善生态环境监控网络，建设长三角区域和跨部门环境相关数据共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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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务大数据应用

推动大数据与网上政务大厅、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等的融合应用，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发挥大数据在城市运行、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市场监管、质量发展与安

全、节能降耗、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安全生产、检验检测、社会信用体系等领域的综合分

析、预测预警、辅助决策等功能，提高监管和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提升政府决策、风险

防范能力和城市科学化管理水平。

（三）引导商业数据交易流通

推动面向应用场景的商业数据衍生产品交易，逐步建立行业自律、交易信息披露和监督审

计等机制，促进繁荣规范的商业数据流通市场形成。完善对本市各类数据交易(共享)平台的

监督和指导，加强个人隐私和数据产权保护。鼓励数据采集、清洗脱敏、增值加工、价值评

估、质量管理、责任保险等数据交易中介服务业发展。

221

俋斶懪鲲趵荁饅敤詇
CJH!EBUB!JOEVTUSZ!SFMBUFE!QPMJDJFT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专 项 4    民 生 服 务 大 数 据 工 程

（二）民生大数据应用

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信息惠民工程实施和智慧城市建设，以优化提升民生服务、激发社

会活力、促进大数据应用市场化服务为重点，引导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积极

性，推动交通、医疗、养老、教育、体育、旅游、就业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大数据

应用，鼓励提供基于大数据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形成需求导向、多方参与、便捷惠民的

信息服务供给体系。

大气、水环境质量预报预警水平。加强环保、水务、交通、安全生产监管、应急等

相关行业数据资源共享和预测分析，提高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提高市场监管效率。汇聚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技术机构、企业等的质量、标

准化和检验检测信息，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区域质量水平、质量信用与品牌价

值、市场质量风险、标准文献、标准化和检验检测服务发展水平等的综合分析和共

享应用。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综合监管和信息追溯，建立食品药品安全数据资源共享

机制，发挥大数据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监测、预警和分析的支撑作用。

深化公共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信用数据跨领域、跨部门共享和市场化应用。推

动政府部门运用大数据技术和信用信息资源，创新、改进监管和服务方式，建立健

全全过程信用管理模式。

医疗健康服务。整合卫生系统各部门、各条线的数据资源，实现人口、医疗、

医保、医药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数据融合与综合利用。推动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

等在公共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家庭医生和市民之间共享使用，鼓励和规范有关企

事业单位开展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应用研究。

社会保障服务。深度挖掘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社保缴费等业务数据，实现就

业监管和公众服务模式创新；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居民养老等数据的共享开

放，鼓励社会机构提供基于大数据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

教育文化服务。发挥大数据对教育现代化支撑作用，创新管理决策、教育研究

和教学方法。促进公共教育、文化数字资源的共享开放，鼓励企业开发各类满足市

民需求的数字内容产品和应用。

交通旅游服务。整合城市道路、交通运行、停车泊位、视频监控、卫星导航等

数据，提升交通运输智能化水平。鼓励企业运用交通大数据提供出行信息服务、交

通诱导等增值服务。连通行业监管、企业运营、公共服务、游客咨询等旅游数据，

形成“设施、信息、服务、交通”联动的上海旅游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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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大数据应用

围绕上海“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大数据在金融、商

务、航运、制造、农业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全面增强企业基于数据的发展决策、市场洞察和

流程优化能力。推动跨领域、跨行业的数据融合和协同创新，带动产品研发、业务管理、商

业模式的变革创新和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探索形成数据驱动的新业态、新模式，助推产业

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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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基础技术研发

整合上海研究力量，加强国内外学术和技术交流，前瞻布局数据测度、数据相似、数据计

算和数据实验等数据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突破大数据建模与存储、大数据计算框架、机器学

习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大数据融合等大数据关键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推动科技

文献、科学数据、技术标准等科技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促进科技与工程创新。

专 项 5    产 业 大 数 据 工 程

金融大数据应用。鼓励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企业加强内部数据积累和外部

数据合作，开展精准营销、风控管理、智能决策、个性化推荐等大数据应用，开发

基于大数据的新产品和新业务。

商务流通大数据应用。鼓励建设整合上下游数据的内贸、外贸、外资、外经等

服务型大数据平台，为产业发展提供精准服务。推动大数据在电子商务企业顾客洞

察与市场营销、运营策略、商务智能、供应链优化等的应用。鼓励批发、零售、外

贸等传统商贸服务企业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客户数据的分类采集和商业转化。推

动大数据在物流业的应用创新，发展基于大数据的智能仓储配送系统。推动“亚太

示范电子口岸合作网络”(APMEN)大数据试点建设，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

等信息技术，提高亚太地区供应链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水平。

传媒大数据应用。推动影视制作、新闻聚合、舆情监测、收视调查、财经服务

等传媒大数据应用，助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

工业大数据应用。推动大数据在制造业研发、生产、经营、营销等环节的应

用，分析感知用户需求，实现产品迭代开发，打造智能工厂。鼓励基于实时数据分

析的故障诊断、远程维护、在线服务等服务型制造发展。

农业大数据应用。支持基于气象、资源环境、农业统计、市场监测、传感器感

知等各类数据分析的智慧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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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聚发展大数据产业

推动本市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和引进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能力的产品

研发和应用服务型企业，增强大数据骨干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协同创新，推动核心芯

片、高性能计算机、传感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数据仓库、智能分析、数据可视化等软

硬件产品的研发与产业化，形成一批垂直领域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

（三）促进模式业态创新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以及不同行业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鼓励企业运用大数据思维开

发新产品和服务，优化生产组织和运营管理、创新商业模式。推动大数据与智能硬件、物联

网、移动互联网等的融合应用，支持众包、众筹、众创等新型数据服务模式发展。鼓励大数

据企业和传统行业企业的跨界合作与投资并购，实现混业经营和业态创新。

专 项 6    关 键 技 术 突 破 工 程

专 项 7    产 业 发 展 支 撑 工 程

研发大数据关键技术。突破能效优化存储、高性能分布式大数据处理架构、多

源数据融合分析、实时处理与流处理、雾计算、内存计算、数据可视化等自主研发

大数据关键技术。

打造知识服务体系。针对科技服务数据整合、交互式服务、发展趋势预测、战

略决策支持等需求，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各领域数据进行大规模整合，

搭建层次清晰、覆盖全面、内容准确的知识资源库群，支持大数据试验场建设，提

高知识资源的生产与供给能力，形成分布合理、互联互通的知识服务体系。

开放创新中心。链接政府、领军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产业园区

等的资源优势，成立一批面向金融、商业、传媒、工业等领域的开放创新中心，建

立开源共享合作机制，提供资源集成和协同创新服务。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批面向大数据相关领域的技术攻关平台、共性基础平

台、工程技术研究平台、质量发展和标准信息平台、检验检测认证平台、公共技术

支撑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和用户提供研发设计、技术产业化、人力资源、

市场推广、评估评价、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宣传展示、应用推广、行业咨询、投

融资、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

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加快电子标签、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芯片、近场通信、传

感网组网和管理、安全可靠通信设备、大数据一体机等的研发与产业化，支持数字

家庭、智能家居、车联网等的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和数据服务平台发展，形成面

向大数据应用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配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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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数据中心布局

做好空间、规模、用能的统筹，重点打造若干保障城市基础功能及战略定位的数据中心集

群。做好规划、建设、管理的统筹，严格控制政府部门新增数据中心建设，引导规范重点行

业、大型企业数据中心建设。积极探索跨区域服务模式，进一步强化数据中心资源的异地调

配能力。

（二）加快云计算平台建设

分类分级打造云计算平台，着力提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云平台能级。逐步推进本市政

务应用系统实现向电子政务公共云平台迁移。大力推动电信运营企业的云服务转型，进一步

强化网络资源灵活调度和配置能力。

（三）完善数据资源汇聚平台建设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设若干行业性数据汇聚平台，着力提升数据资源的采集能力。探索

建立线上线下采集机制，确立骨干物联网、公用通信网络的数据采集基础性功能。

程μ蛋尿嚏式郎橙摑杀佮暑鏞郎橙便餳脞惮

（一）落实大数据法律监管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

专 项 8    数 据 资 源 开 放 创 新 工 程

以政务数据开放促进社会对数据的消费，以政务数据采购拉动社会数据的生

产。鼓励政府部门向社会采购数据和分析挖掘服务，鼓励大数据服务企业开发面向

政府的数据服务。继续支持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等各类数据竞赛活动，鼓励

企业、社会组织、个人、高校、科研院所、创投机构等共同参与，通过竞赛指导、

创业投资、导师辅导、联合培训、专项资助、园区孵化等方式，健全商务、资金、

信息、交流合作等配套服务，激发企业和公众发掘利用开放数据资源的创新创业活

力，扶持创新开发团队、中小微型科技公司的发展。

专 项 9    基 础 设 施 布 局 发 展 工 程  

优化本市云计算数据中心发展，聚焦金融、互联网等领域实现大数据绿色生

产、高端服务；推动建设一批公共服务、互联网应用服务和重点领域服务的云计算

数据中心，重点促进电信运营企业云服务平台在政务、金融、医疗、教育、交通、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应用示范。支持上海超级计算中心拓展大数据综合服务，增强高

性能计算、海量数据存储、信息管理分析服务能力，支撑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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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1 0    网 络 和 大 数 据 安 全 保 障 工 程

突破数据脱敏、透明加解密、真伪识别与取证、完整性验证、安全存储等关键

技术。支持云备份、数据迁移与恢复等安全软件和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组建大数

据应用安全研究机构。建立多层次灾难恢复体系和

异地灾备机制，建设城域网监测预警、态势感知和应急处置一体化信息安全应

急管理基础设施，提升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能力。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

定》、《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落实等级保护、安全测评、电子认证、

应急管理、检查评估等基础制度，明确数据安全的保护范围、主体、责任和措施，确保涉及

国家利益、社会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受到合理保护。

（二）完善大数据安全评估机制

建立覆盖数据采集、处理、流通、应用等环节的安全评估机制，明确相关主体风险评估责

任和义务。完善安全检测与评估标准，组建数据安全功能性机构，开展数据应用安全风险评

估，重点加强个人隐私、商业秘密、跨境数据等的风险评估和综合防范。

3μ蛋尿韪杌便餳佮秫攣惰凌懿礁

（一）加强组织协调

建立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政府办公厅、市网信办、市科委、市商务委牵

头，相关部门、单位参与的联席会议，统筹协调本市大数据发展，推动形成职责明晰、协同

推进的工作格局。联席会议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实施本市大数据战略，决定大数据发展的重

大事项，协调推进跨部门、跨系统、跨区域数据资源共享。建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推动上海大数据联盟发展，深化长三角交流合作，共建区域大数据产业发展生态。发挥大数

据相关自律组织和功能性机构作用，加强服务创新和行业自律，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二）完善政策措施

制定完善财政投入、采购、投资、创新、重大项目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政策支撑体系，推动

形成大数据产业链。各市财政专项资金应加大对大数据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鼓励成立大数

据产业基金，引导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加大对大数据发展的投入。支持大数

据产业基地建设，以园区为载体推动政策、资金、创业服务等的聚焦。鼓励各区县制定扶持

大数据发展的专项政策。

（三）健全制度和标准规范体系

建立健全大数据制度规范体系，明确各方责任义务，保护数据产权、安全和隐私，规范数

据采集、流通与使用，维护市场效率与公平正义。构建完善大数据技术标准体系，制定数据采

集、管理、开放、应用等标准规范。鼓励企业参与大数据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

订工作。加大标准实施力度，开展大数据应用标准化试点，加强标准服务、评测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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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人才研发和创新体系

支持高等院校积极参与大数据各专项工程建设，鼓励跨校联合培养大数据复合型人才，支

持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开展联合攻关和人才培养。

（五）加强大数据国际交流与合作

完善大数据国际合作机制，推动大数据国际技术合作，支持国内企业参与大数据国际标准

制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形成若干具有影响力的大数据产品。稳步推进离岸数据服务外包

业务，鼓励海外高端大数据人才回国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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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号）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5〕51号）精神，加快我省大数据产业发展，推动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现代化，

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制定本行动计划。

1μ拼褒醭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科学规划大数据产业布局，加强关键技术研发攻关，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加快紧缺人才培养和引进，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培育大数据发展新模

式、新业态，规范和深化大数据应用，助力“互联网+”行动，服务智慧江苏建设，不断提

升政府在社会治理、市场监管、商事与民生等方面的服务与监管能力，争创全国领先、特色

明显的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1﹒统筹规划、全面推进。统筹规划江苏大数据发展主体框架和产业布局，建立大数据

发展共享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在大数据发展中的引导推动作用，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措

施、规范标准、投融资体系、创新创业环境、安全保障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政、

产、学、研、金、用联合推进机制，形成大数据资源、技术、产品、应用、安全、交易六位

一体、全面推进的良好局面。

2﹒政府带头、开放共享。大力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建立全省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

换平台，结合信息惠民工程实施和智慧江苏建设，在依法加强安全保障和保护隐私的前提

下，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强社会信息资源

共享，构建政府和社会互动的信息采集、共享和应用机制。

3﹒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加强大数据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推动大数据技术产

品、应用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发展，培育和挖掘大数据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坚持以应用需

求为导向，推动大数据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鼓励满足市场需求的各类大数据开发利

用，实施一批大数据示范工程，支持重点领域和特色产业大数据应用。

  4﹒自主可控、安全可信。推进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支持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安

全产品和服务。制定和完善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应用及开放共享法规，建立跨部门、跨

江苏省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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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同监管机制，加强政府、社会、企业、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建立政府信息系统建设监

理制度，加强信息安全审计，落实安全审查制度，开展政府和社会云计算中心和云平台安全

评估，消除大数据应用安全隐患。

（三）发展目标。

1﹒完善大数据产业生态。在数据采集、整理、分析、发掘、展现、应用等领域突破关

键技术，制定发布一批大数据技术标准和应用规范。建立政、产、学、研、金、用联动，大

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大数据产业体系和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带动相关产业产值超过1万亿

元。到2020年，全省大数据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企业集聚度和创新研发能力显著提高，形

成较为完善的大数据生态产业链。建成10个省级大数据产业园，建成一批大数据产业（交

易）中心，引进培养100名大数据领军人才，60%的软件企业实现服务化转型，培育5家业务

收入超100亿元、50家业务收入超10亿元的大数据龙头企业。

2﹒丰富大数据示范应用。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在装备、冶金、纺织、化工等传统

优势领域全面推动工业大数据示范应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充分运用

大数据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分析、预测、预警，提升宏观调控、产业发展、市场监管、

信用体系等方面的管理效能。围绕智慧江苏建设，在公用事业、城乡环境、健康医疗、减灾

救灾、社会保障、交通旅游等领域形成一批大数据典型应用。到2020年，工业大数据应用全

国领先，政府和社会数据开放共享格局基本形成、互动整合机制进一步完善。

3﹒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将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提升政府服务水

平和监管效率，增强乡村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商事制度改

革，促进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2017年底前，建成全省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形

成省、市两级以及跨部门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和开发利用机制；2020年底前，逐步、安全、规

范地推动社会治理相关领域的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打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数据

壁垒，基于数据共享和部门协同全面提升各级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ēμ]醭跋当

（一）夯实信息网络基础，促进数据资源共建共享。

1．统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大数据获取、传输、存储、处理能力为目标，加快

宽带江苏、无线江苏、高清江苏等信息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推进三网融合普及。支持具备条

件的高新区、开发区及大中型骨干企业建设基于“云+网+端”（工业云、工业互联网、工业

信息终端）三级构架的工业信息基础设施，支持电信运营商、IT企业和工业企业开展“企企

通”工程建设与合作。加快建设城市传感网络，支持传感器、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数据采集设

备的应用推广。制定城市交通、环保、地下管网、隧道桥梁等基础信息及社区家庭水、电、

煤气等数据采集和接口规范。（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通信

管理局、省质监局等）

  2．构建统一数据资源中心。完善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宏观经济、公共信用、人口等基

础信息资源库以及健康、就业、社会保障、能源、统计、质量、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农

业、安全监管、城乡建设、企业登记、旅游、食品药品监管、公共安全、交通运输、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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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等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库。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和公共数据中心，逐步实现区域性信

息系统集约化建设和统一运营维护管理。统筹协调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已建项目和

在建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中心作用，严格控制政务部门新建数据中心，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

投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部门集约建设大数据基础设施，整合构建区域性、行业性数

据汇聚平台，逐步实现设施集中、应用整合、数据共享、管理统一。（责任单位：省政府办

公厅和省有关部门，市、县人民政府）

3．提升数据中心服务能力。支持建设全国或区域性数据中心，推进无锡国家云计算服

务创新发展试点和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建设，吸引国家级数据服务中心、云计算中心等功

能性平台落户江苏，建设一批公共服务、重点行业、大型企业云计算数据中心和灾备中心。

支持通信运营商和地区大数据中心增强高性能计算、海量数据存储、大数据分析能力，拓展

大数据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部门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向社会购买数据托管服务。

（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市、县人

民政府）

（二）推动创新发展，培育新兴业态。

1．突破大数据关键技术。鼓励省内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国内外大数据标准化建

设和关键技术研发，集成创新资源开展前瞻性、先导性、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重点突破虚拟

化、并行计算、海量信息处理、大数据存储、数据挖掘、分析算法、建模融合、机器学习等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动核心芯片、高性能安全可控服务器、海量

存储等大数据产品和设备研发及产业化，推进云操作系统、工业控制实时操作系统、智能终

端操作系统以及高端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人机交互等软硬件基础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等）

2．统筹大数据产业布局。支持地方政务大数据、经济大数据、生态文明大数据、民生

服务大数据以及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大数据产业（交易）中心建设，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发

展大数据特色产业，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大数据产业园。加快打造数据获取、数据存储、数

据处理与分析及数据应用的大数据技术产业链，构建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存储服务、融合

应用等大数据关联产业的协同生态体系。选择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大数据产业发展、数据应

用创新和数据安全保障等方面基础较好的城市创建大数据示范城市。（责任单位：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省发展改革委、省通信管理局）

3．培育大数据新兴业态。推动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融合发展，探索大数据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扶持国产实时数据库、地理信息处理、海量

视频处理、大数据可视化工具等大数据系统和应用软件，形成一批可满足大数据重大应用需

求的产品、系统和解决方案。强化我省在电网大数据、电信大数据、交通大数据、旅游大数

据等行业应用领域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加大智慧城市大数据、政务大数据、工业大数据、

大数据安全等领域产品与服务的开发应用力度。（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发展改

革委、省通信管理局）

   4．促进软件企业转型。加快软件企业网络化、平台化、融合化、服务化转型发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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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行业应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自主大数据产品与服务体系。促进软件企业利

用大数据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拓展大数据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

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的应用，提升对传统企业互联网化转型的服务支撑能力。

推动软件企业深入挖掘公共服务数据，利用大数据在健康医疗、社会保障、交通旅游、文化

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信用、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管、舆情监控等社会治理领域创新

服务模式，打造一批特色产品和服务。（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和省有关部门）

5．推动大数据创业创新。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大数据创新行动计划，鼓励企

业和公众开发应用政府和社会数据资源，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鼓励互联网企业、征信机构以

及掌握社会和行业数据资源的企事业单位，深入挖掘大数据商业价值，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鼓励交通运输、工商、环保等部门主动提供行业数据，发布大数据应用需求，激发相关企业

和创新团队创新创业热情。继续办好“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i创杯”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江苏科技创业大赛等活动，打通创新创业大赛与企业发展的通道，不断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推动万众创新、开放创新和协同创新。（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商局、省交通运输厅、省环保厅等）

（三）实施重点工程，推广典型应用。

1．工业大数据。全面落实《中国制造2025江苏行动纲要》，深入实施企业互联网化提

升计划，促进大数据在工业行业深度应用。加强制造业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着力在工业控

制系统、智能感知元器件、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等核心环节取得突破。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工

业云服务平台和面向不同行业、不同环节的工业大数据聚合分析应用平台，促进软件与服

务、设计与制造资源、关键技术与标准的开放共享。推动工业企业与互联网跨界融合，促进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等技术在全产业链的集成应用，推动智能车间（工厂）建

设和制造模式变革。加强工业大数据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产业链各环节的应用，分析感知用

户需求，发展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云制造等新兴制造模式，鼓励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开

展故障预警、远程维护、质量诊断等在线增值服务，拓展产品价值空间，有效支撑制造业智

能化、服务化转型，构建开放、共享、协作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

2﹒金融大数据。鼓励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风险和

营销管理，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消费信贷、金融租赁等业务。支持金融机构与互联网

企业合作开展金融服务，共享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终端媒体产生的数据，把握客户消费习

惯、风险收益偏好等行为特征，为用户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精准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切

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责任单位：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监局、江苏证监局、江

苏保监局等）

   3﹒电网大数据。研究智能电网发输变配用调各环节大数据体系架构、营配调融合、多源

异构数据集成、存储、处理、分析及可视化技术。开展客户行为大数据分析，绘制全省“电

力地图”，实现中长期负荷预测，实现电网规划与城乡规划、市政规划有机衔接。建立融合

电网、气候、经济等信息的多维度用电影响模型，研究节电用电预测与需求侧管理。研究开

发充电桩智能供用电系统、新能源发储用与电能质量的统一调控体系，促进新能源、电动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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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充换电设施健康有序发展。（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江苏能源监管办等）

4﹒电子商务大数据。建立江苏省电子商务大数据研究机构，加强数据分析和价值挖

掘，提升企业精准营销能力，推进电子商务经营模式创新。统一电子商务与快递企业信息交

换标准，加强电子商务与物流快递信息对接。完善安全认证体系，强化电子商务数据安全保

障，推动数字证书互认兼容。建立健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建设电子

商务售后服务质量检测云平台，加大对在线交易产品的监管力度，提升消费安全感和满意

度。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实现监管部门与电商企业、物流企业之间数据共享交

换和“一站式”服务。推进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实现社会化对接和共享，构建可信交易

环境。依托省电子口岸平台，加快“大通关”建设，实现信息共享。（责任单位：省商务

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南京海关、江苏检验检疫局等）

5﹒物流大数据。积极推广应用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等物联网感知技术，实现仓储设

施与货物的实时跟踪、网络化管理以及库存信息的共享，提高货物调度效率。聚合各类物流

信息资源，整合仓储、运输和配送信息，开展物流全程监测、预警，提高物流安全、环保和

诚信水平，统筹优化社会物流资源配置。构建互通省际、下达市县、兼顾乡村的物流信息互

联网络，建立各类可开放数据的对接机制，完善物流信息交换开放标准体系，促进物流信息

充分共享与互联互通。（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等）

6﹒现代农业大数据。积极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加快国家涉农大数据省级分

中心和各类农业实用数据库建设，强化数据采集、分析，利用大数据提升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和服务水平，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新模式，积极发展智能

农业、感知农业、精准农业。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生产经营过程实

行精细化、信息化管理。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农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立农产品生产的生

态环境、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市场流通、加工储藏、检验检测等数据共享机制，与农产品

电子商务等交易平台互联，实现种子、农药、化肥等信息可追溯，为生产者、消费者、监管

者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建立农业信息监测体系，为灾害预警、耕地质量监测、重

大动植物疫病疫情防控、市场波动预测、经营决策等提供服务。（责任单位：省农委、省科

技厅）

7﹒税费大数据。健全政府部门税费信息共享机制，保障国税、地税部门及时获取第三

方税费信息，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建设统一的税费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加强重点

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及重点人群的投资建设、生产经营、收入财产等涉税（费）信息

的归集。发挥税费大数据优势，加强数据增值应用，在提高征管效能和纳税服务水平的同

时，更深刻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服务经济社会管理和宏观决策，为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提供

有力支撑。（责任单位：省地税局、省国税局、省财政厅）

8﹒经济运行大数据。加快推进省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中心项目建设，构建覆盖省、市、

县三级经济部门以及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大数据支撑服务平台，建立企业、项

目、专家等信息资源库，与信用等数据库互联，加强重点行业和企业经济运行监测，动态分

析产业发展情况，强化重点项目管理，提升综合研判与决策分析能力。（责任单位：省统计

局、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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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健康医疗大数据。加强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和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区域健

康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卫生计生监

管、健康管理等信息共享，支持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充分利用大数据开展疾病监测以及健

康危害因素相关监测预警，探索个性化医疗、精准医疗和大数据健康管理，提供有针对性的

疾病防治和连续性的健康服务。依托互联网资源和社会力量搭建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平台，支

持开展社区、居家养老和康复服务，提高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水平。

（责任单位：省卫生计生委、省民政厅、省科技厅）

10．交通旅游大数据。推广车联网、船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应用，形成完善的交通运输感

知体系。加强与互联网公司的政企合作，强化交通运输信息综合分析应用，利用大数据平台

挖掘分析都市圈交通联系度、公众出行需求、枢纽客流规模、车辆船舶行驶特征等，为优化

交通运输设施规划与建设、安全运行控制、交通运输管理决策提供支撑。建立省级旅游数据

中心，搭建旅游产业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实现旅游基础数据的共建共享。完善游客行为分

析平台，实时掌握游客流量等重点数据，合理引导游客消费，提升旅游舒适度。建立旅游市

场信息化监管平台，实时接受游客投诉，开展游客满意度评价，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利用数

据挖掘、分布式处理等技术汇集旅游、园林、气象、交通运输等部门的食、住、行、游、

购、娱等数据资源，推动旅游资源与相关数据资源的深度融合与开发。（责任单位：省交通

运输厅、省公安厅、省旅游局等）

11．教育服务大数据。建设省级教育数据中心，搭建覆盖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管理

公共服务平台、优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全省教育管理、教育教学和科研信息的共

建共享。依托省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建设省教育专网，实现省、市、县、校四级网络高速互

联，进一步提升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水平，构建网

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

习型社会。基于教育大数据推进智慧校园、智慧课堂、智慧管理和智慧决策建设，提升课堂

教学、教师教研、学生学习、管理评价、家校互动、学校管理、教育决策的智能化、科学化

水平。（责任单位：省教育厅）

1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大数据。建立全省统一的服务对象（人员、单位、社会保障卡）

基础信息库，全面整合就业、社保、人才、人事等业务资源信息，加强与公安、工商、税

务、教育等部门的信息交换，建立全省集中的人社业务资源信息库，为各级、各地、各业务

系统提供综合查询、分类比对、分析挖掘、监测指挥等信息服务，以大数据技术创新管理服

务模式，推进人社业务的源头化、精确化、智能化管理。建立数据共享利用平台，提升全民

参保登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劳动保障监察等业务应用的数据综合利用水平。（责任单

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13．信用大数据。加快建立和完善“诚信江苏”网、省社会法人信用基础数据库、省自

然人信用基础数据库、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等“一网三库一

平台”，进一步提高“诚信江苏”网建设和服务水平。加强设区市和县（市、区）信用信息

系统建设，实现省、市两级信用信息的交换、共享和应用，逐步实现信用信息归集交换全覆

盖。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提高信用信息归集质量，推进信用信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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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产品的广泛应用，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建立行

政执法与司法、金融、旅游环境等信息共享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增强联合执法能力。（责

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等）

14﹒食品药品大数据。建设覆盖省、市、县、乡四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统一的信息网

络和智能移动监管平台，提升对重点食品药品的质量安全监管能力，提高风险预警和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能力。建立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控监测中心，探索对生产经营高风险环节的重点

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品种开展信息化监管。健全食品药品安全追溯体系，整合食品药品监

管、商务、农业等部门的电子追溯资源，实现追溯信息互通共享，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建设

省级食品药品监管云数据中心，整合监管信息资源，实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共享与业务

协同。（责任单位：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商务厅、省农委）

15﹒环境保护大数据。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优化监测站点布局，扩大动态监控范

围，构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立体监控系统，完善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立环境信息数

据共享机制，统一数据交换标准，逐步实现各级政府资源环境动态监测信息互联共享，推进

区域污染物排放、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等信息公开。（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等）

16﹒国土资源大数据。建设完善国土资源“一库三平台”（“一张图”核心数据库、政

务管理平台、综合监管平台、信息服务平台），加快推进“国土云”建设，集聚各类国土资

源数据、融合经济等领域的相关数据，服务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双提升”，面向全社会提供

专业化、高效能的国土资源信息服务。（责任单位：省国土资源厅）

17﹒舆情分析大数据。建设网络舆情大数据基础平台，加强关联舆情信息分析和预测。

通过构建模型预测舆情走向，通过挖掘、分析舆情关联数据，加强对舆情产生、传导、影

响、反馈、处理、引导的动态跟踪和综合治理，将监测目标时间节点提前到敏感消息传播初

期。运用大数据创新社会舆情管理，快速准确地划分舆情级别，确定应对措施，做到科学研

判、快速处置。（责任单位：省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安全厅、省通信管理局、省保密局

等）

18﹒警务、反恐大数据。充分整合公安机关内部、社会单位、互联网等不同来源的信息

资源，开展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警务数据智能化挖掘分析和研判应用，建设反恐大数

据预警分析平台，增强对涉恐事件或重点人群的分析和预测能力，为维稳反恐、侦查办案、

治安管理、服务群众等工作提供主动型、预警型、精确化的数据支撑，不断增强公众安全

感、满意度。（责任单位：省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安全厅、省科技厅等）

（四）加快数据共享开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1．深化政府数据共享交换。统筹规划建设省级和市级电子政务内外网，鼓励、支持基

层电子政务集中统一开发和建设，依托电子政务平台普遍开展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

务。完善省、市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目录，明确共享信息的内容、来

源、范围、更新要求和使用权限，推动信息资源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共享。通过开放数

据接口、制定共享目录、签订共享协议等方式，实现省市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交

换。（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市、县人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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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强化对数据资源建设以及数据共享开放、数据质量和安全

的审计监督，研究编制数据资源特许使用管理办法，明确数据安全要求和责任界面，建立政

府数据采集、质量保障和安全管理标准，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和标准体系。加快建立政府

数据资源目录清单，制定政府数据开放计划，明确各部门数据开放的时间节点和路线图，促

进政府数据在风险可控原则下向社会开放。引导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

动采集并开放数据，加强政府数据与社会大数据的汇聚整合和关联分析。（责任单位：省政

府办公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县人民政府）

3．推进阳光政务商事服务便捷化。加快省政务服务中心网上平台建设，打造集行政审

批、便民服务、政务公开、效能监察等为一体的网上办事大厅，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程、实

时监控。加快建立项目并联审批平台，形成网上审批大数据资源库，实现跨部门、跨层级项

目审批、核准、备案的统一受理、同步审查、信息共享、透明公开。整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投

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平台，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上下

衔接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立行政许可审批信息、工商登记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企业年

度报告信息的共享机制，依托全省统一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实现市场主体信息的互联共享，依

托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推进市场主体信息公示。鼓励政府部门高

效采集、有效整合并充分运用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掌握企业需求，推动行政管理流程优化

再造，在注册登记、市场准入等商事服务中提供更加便捷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责任

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县人民政府）

（五）强化安全保障，促进健康发展。

1．强化信息资源保护。加强地理、人口、法人、统计等基础信息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促进部门间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保障信息资源共享安全。明确敏感信息保护要求，强化企

业、机构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保护用户数据和国家基础数据的责任，严格规范企业、机构在我

国境内收集数据的行为。在软件服务外包、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领域开展

个人信息保护试点。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研究，加强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知识宣传和普

及，保障个人信息安全。（责任单位：省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安全厅、省保密局等）

2．夯实网络信息安全基础。推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和重点领域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等

基础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自动化。切实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做好信息

系统定级备案、安全建设整改、等级测评和监督检查等工作，加强部门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和效能评估。建设省级信息安全应急指挥平台，提升政务网站及重要信息

系统安全监测预警平台的监测预警能力，完善信息安全攻防实验室，扩大容灾备份规模。建

设全省IP地址和域名基础资源库。加强基础通信网和公共互联网统一管控平台建设。（责任

单位：省网信办、省经济与信息化委、省公安厅、省安全厅、省保密局、省通信管理局等）

   3．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管。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专家队伍、专业骨干队伍和应急技术支

撑队伍建设，提高评估检测技术装备水平，提升风险隐患发现、监测预警和突发事件处置能

力。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及时发现、预警、通报、报告重大网络与信息

安全突发事件和漏洞隐患，加大对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充

实监管力量，倡导行业自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广大网民的监督作用。（责任单位：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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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办、省经济与信息化委、省公安厅、省安全厅、省通信管理局、省保密局等）

4．加强信息安全技术攻关。加大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研发力度，加强对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方面的信息安全技术研究。加大信息安全产业发

展扶持力度，积极培育信息安全品牌和骨干企业，重点培育发展安全咨询、测评认证、风险

评估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建设江苏信息安全产业基地以及工业控制系统安全互联网监测等公

共服务平台。完善信息安全政府采购政策措施和管理制度，加强国产自主安全可控产品的推

广应用。（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等）

8μ便餳授同

（一）建立协调机制。

在省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设立大数据发展办公室，负责拟定并组织实施大数据

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措施，统筹推进全省大数据发展。办公室设在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承担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成立省大数据发展专家咨询委员

会，加强发展战略和重大问题研究，为全省大数据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各市、县（市、区）

要将大数据发展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规划，建立相应的工作推进机制，突出区

域特色，强化责任落实，共同推动全省大数据持续健康发展。（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省发展改革委、省网信办、省科技厅、省安全厅、省通信管理局等）

（二）完善法规制度。

推进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地方立法工作，明确政府统筹利用市场主体大数据的权限及范

围，实现对数据资源采集、传输、存储、利用、开放的规范管理。修订《江苏省政府信息公

开暂行办法》。制定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目录与指南，建立政府部门数据资源统筹管理和共享

复用制度，促进政府数据在风险可控原则下最大程度开放。推行信用承诺、信用报告、信用

审查制度，建立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制度。研究推动网上个人信息

保护立法工作，界定个人信息采集应用的范围和方式，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加强对滥用数据、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管理和惩戒。（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法制

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公安厅、省安全厅，市、县人民政府）

（三）制定标准规范。

推进大数据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建立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的数据标准和

统计标准体系，制定和实施数据采集、政府数据开放、指标口径、分类目录、交换接口、访

问接口、数据质量、数据交易、技术产品、安全保密等关键共性标准。鼓励企业、产业技术

联盟和相关机构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加快推进社会统一信用

代码，建立大数据市场交易行业规范和标准体系。开展标准验证和应用试点示范，建立标准

符合性评估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在培育服务市场、提升服务能力、支撑行业管理等方面的作

用。（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质监局、省科技厅等）

（四）加强政策扶持。

   完善大数据政策环境，在城市规划、土地使用、行业准入、规费减免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引导各类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大数据产业，鼓励设立一批投向大数据产业的创业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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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开发符合大数据企业的金融产品，支持大数据企业

创新发展。省级专项资金引导集中力量支持大数据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产业链构建、重大应

用示范、标准规范制定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加大对政府部门和企业合作开发大数据的支

持力度。完善政府采购大数据服务的配套政策，将购买大数据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

录。（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科技厅、江苏银监局

等）

（五）优化发展环境。

鼓励社会信用服务机构、互联网企业等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信用需求，建立信

用信息数据库，依法向客户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信用信息服务。制定政府部门和公用事

业单位大数据应用采购目录，引导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将非核心的大数据应用

业务外包，培育和壮大大数据应用市场与企业。加强省市共建大数据产业园区，完善配套设

施与服务，促进重大项目落地，对关键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重大应用示范和国家级大

数据平台等项目建设优先保障用地。（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政府办公厅、省发

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国土资源厅、省质监局等，市、县人民政府）

（六）强化智力支撑。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鼓励高校设立数

据科学和数据工程相关专业，重点培养数据工程师等大数据专业人才，鼓励多渠道、多方式

培养实用型人才、综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支持各类大数据众创空间建设，鼓励大数据人

才创业。继续实施“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双创计划”、“育鹰计划”、产业人才

高峰行动计划等省级重点人才工程，加强大数据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落实人才配套政

策，吸引海内外大数据领域高层次人才来江苏创新创业。（责任单位：省人才办、省教育

厅、省科技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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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当前，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完善社会治理、提升

政府服务和管理能力已成为趋势。我省把打造全国大数据产业中心作为发展信息经济的重要

目标，大力推动大数据发展和运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国内领先，依托“四张清单一张网”

的政府信息资源整合利用和共享开放初见成效，在全国率先推出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云

计算、大数据产业具有较强的市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为进一步促进全省大数据发展，现提出

如下实施计划。

1μ拼褒醭遇涪惰凌唪翔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

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浙江政务服务网为重要依托，以公共数据整合、共享、开放为切入

点，以打造智慧政府、优化发展环境、培育优势企业、拓展应用领域、激发创业创新、挖掘数

据价值、保障数据安全为主线，坚持示范引领，发挥市场作用，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建设数据强省，助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推动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现代化。

(二)发展目标。到2017年底，初步形成全省统一、共建共享的政府数据基础设施平台，

全省人口、法人单位、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宏观经济等基础信息数据库全面建成。以大数

据为支撑的“四张清单一张网”智慧政府体系基本形成，政府数据共享交换体系和共享机制

基本建立，公共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实现省市县三级全覆盖。政府部门在经济调节、市场监

管、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大数据示范应用成效明显。围绕政府数据管理、公共数据开放和大数

据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安全支撑体系

不断完善，产业规模显著扩大。

到2020年底，适应大数据发展需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基本完善，政府

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基本健全，各级政府数据实现集中管理，政府数据依法依规全面共享和开

放。大数据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各领域广泛应用，基于数据共享和部门协同的政府治理和

公共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完善社会治理、改进政府服务与管

理的成效全国领先。大数据的标准、技术、平台、安全保障、数据交易等产业发展支撑体系

基本健全。各重点行业示范应用水平明显提高，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取得突破，创业创新能

力显著增强，新兴业态和业务模式不断丰富，大数据产品和服务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大数据

产业生态基本形成，建成全国领先的大数据发展和应用中心。

《浙江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实施计划》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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ēμ]醭跋当

(一)围绕体制机制创新，打造数据共享、交换和开放统一平台。

1.推进政府数据资源共享交换。全面加强浙江政务服务网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建设全省

统一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服务系统，梳理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数据资

源，厘清数据管理及共享的义务和权利，明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形成省市县三级

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基于浙江政务服务网构建公共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整合现有各

类跨部门数据交换体系，推动政府部门数据资源共享，争取国家部委专网信息系统政务数据

向地方开放共享的试点。2016年底前，实现省级重要信息系统通过统一平台进行数据共享和

交换；2017年底前，建成全省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实现省市县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的

全覆盖。(牵头单位：省政府办公厅。大数据工作均需省级有关单位和市县两级政府参与，

配合单位不一一列出，下同)

2.完善政府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加快完善全省人口、法人单位、自然资源和空间地

理、宏观经济等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统筹基础信息数据库和各部门专业数据库布局，依托

省电子政务云平台集中汇聚、存储数据库资源，推进各领域信息的共享和利用。建立跨部门

数据采集、共享校核机制和比对、清洗系统，有效提升政府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2016年

底前，完成省人口、法人单位、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宏观经济等基础信息数据库向省电子

政务云平台迁移；2018年底前，逐步完成统计、财政、人力社保、工商、国土资源等部门非

涉密专业数据库向省电子政务云平台迁移，实现各重点主题信息资源的汇聚整合、共享和利

用。(牵头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3.深化公共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建设。加强对政府部门、公用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公共服务

机构数据的统筹管理，优化浙江政务服务网“数据开放”功能板块，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开放

目录，制定数据开放标准，实施分年度数据开放计划，落实数据开放和维护责任。优先推动

信用、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就业、人力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国土资源、农

业、扶贫、环境、安全监管、金融、质量、统计、气象、海洋与渔业、企业登记、档案等民

生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政府数据集向社会开放。推动水务、电力、燃气、通信、广播电视等

公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开放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数据资源。在保障安全和

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扩大数据开放领域，丰富专题内容和数据接口，保持省级层面数据开放

在全国的领先优势，2017年底前，统一数据开放平台实现省市县全覆盖。(牵头单位：省政

府办公厅)

   4.统筹政府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省市两级互联互通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建设，大力整

合部门现有分散的数据中心，推动政府部门信息系统向电子政务云平台迁移，构建布局合

理、规模适度、保障有力、绿色集约的统一政府数据中心体系。加快电子政务网络改造升

级，积极推进政府部门业务专网和互联网出口整合，将部门业务专网按合理分类分别向省电

子政务外网或内网迁移。构建高效便捷、资源共享的全省电子政务视联网，实现高清视频大

规模实时传输，逐步整合分散的视频数据资源。2017年底前，完成省级部门自建数据中心向

省电子政务云平台整合，完成省级部门业务专网整合迁移试点，建成省市县乡四级贯通的电

子政务视联网平台。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市县两级部门自建数据中心向设区市政府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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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整合；除特殊情况外，各级政府部门应用系统全部依托统一的电子政务云平台部署和实

施。(牵头单位：省政府办公厅)

5.促进业务协同和效能升级。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实现对行政权力运行和公

共服务领域基础数据的高效采集、有效整合和充分运用，推动行政管理流程优化再造，为公

众、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政务服务。逐步完善以政府办公自动化(OA)一体化为核心的系列智

慧政务应用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以投资项目在线并联审批监管、“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商

事登记、“平安浙江”建设、综合行政执法、公共资源交易等跨部门业务协同平台建设与应

用，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牵头单位：省政府办公厅)

(二)围绕社会治理精细化，建设社会治理大数据应用体系。

1.打造公共安全大数据应用体系。提升全省平安建设信息系统功能，加强对社会治理相

关领域数据的归集、发掘及关联分析，实现全省公共安全信息的共享共用，搭建公共安全综

合防控体系，强化妥善应对和处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数据支持，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牵头单位：省综治办)

2.推进综合治理大数据应用。在流动人口管理、刑释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以及安全生产、劳动用工、企业监管、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等领域开展一批大数据应用试点。运用大数据技术手段，探索以区域

化、扁平化、联动联勤、政社互动为特征的社区综合服务管理新模式。依托网格化管理，推

进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会治理相关数据有效集成，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在资

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协同治理的新格局。(牵头

单位：省综治办)

3.推进行政执法大数据应用。实时采集并汇总分析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综合治理、

行政许可、市场监管、劳动用工、检验检测、强制检定、违法失信、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物

流、投诉举报、消费维权等数据，有效提升政府行政执法能力。创新电子商务产品质量联动

打假模式，采用大数据分析、线索共享、联合执法等方式，对生产经营单位的违法行为及时

予以依法查处。运用互联网，发挥公众监督作用，完善环保监测物联网，助力污染源监控和

环境保护检查执法。通过大数据技术与数字城管、数字交通、视联网等系统的融合，提升城

市管理、交通违法行为精准判定和处理水平，维护公共秩序。(牵头单位：省级行政执法部

门)

4.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服务和监管。整合运用市场监管大数据资源，开展关联分析和风险

监控，完善对市场主体的全方位服务，加强对市场主体的全生命周期监管，维护市场正常秩

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释放市场活力。加强与国家部委及兄弟省(区、市)相关大数据平台

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进与各兄弟省(区、市)业务互信、证照互信和信用互信。严格执

行《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加快建设企业信息交换共享系统，大力

推进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加快实施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制度。通过政

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社会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提高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透明度，形

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市场监督格局。(牵头单位：省工商局)

　　5.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应用。贯彻落实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着力完善全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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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用信息基础库和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推动公共信用数据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电子商

务、金融服务、通信运营等数据的汇聚整合，推进各类信用信息的一站式服务。利用行政执

法大数据关联分析，预警企业不正当行为，提升政府行政执法和风险防范能力，建立跨地

区、多部门的信用联动奖惩机制。鼓励互联网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市场化的第三方信用

信息服务平台。到2020年底前，实现覆盖各级政府、各类别信用主体的基础信用信息共享，

初步建成全省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面准确的基础信用信息服务。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

(三)围绕经济运行科学化，建立监测分析大数据支撑体系。

1.推动建立经济运行监测分析体系。打造全省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各

地、各部门分散建设的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系统的信息共享。建立统一架构的经济运行监测分

析体系，优化国民经济相关领域数据的采集和利用机制，整合各类统计数据资源，强化互联

网相关数据资源和经济运行主管部门数据资源的关联分析、融合应用，加强数据仓库模型和

数据应用模型研究，为全省经济运行动态监测、产业安全预测预警以及转变发展方式分析决

策提供信息支持，提高经济调节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牵头单位：省政府办公厅、

省发改委、省统计局)

2.推进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现代化。推动运用信息化手段采集调查数据，实现所有数据

通过联网直报、移动电子设备和空间遥感技术直接采集，通过互联网和专用网进行传输发

布，在电子政务云上进行加工、汇总、分析、共享和存储。利用各类非结构化大数据、政府

各部门的电子化行政记录、企业电子化财务会计和生产经营记录，拓宽政府统计基础资料来

源。探索大数据环境下统计数据挖掘分析新方法、新技术，推动大数据在统计分析中的应

用。(牵头单位：省统计局)

3.完善宏观经济监测预警数据库及智能分析系统。扩大企业监测样本，完善统分结合的

监测平台和监测预警数据库，采用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动态监测和预警模型等手段，深化

对重点行业的结构性分析，加强对全省宏观经济结构平衡性、经济运行状态、经济发展周

期、应对气候变化规律及其趋势等做出定量分析研判，强化对潜在风险的跟踪预警预测，为

政府经济调节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辅助信息。(牵头单位：省发改委)

(四)围绕民生服务普惠化，推动公共服务大数据应用创新。

1.促进社会保障服务大数据应用发展。建设由城市延伸到农村的统一的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社会保障大数据平台，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对接和信息共享，支撑大数据在劳动用

工和社保基金监管、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行为监控、劳动保障监察、内控稽核以及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制定、执行效果跟踪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利用大数据创新服务模式，为

社会公众提供更为个性化、更具针对性的服务。(牵头单位：省人力社保厅)

　　2.促进健康服务大数据应用发展。完善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数据库，建设覆盖公共

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计划生育和综合管理业务的健康管理和服务大数据

应用体系。优化预约挂号服务，探索分级诊疗、远程医疗、检查检验结果共享、疫病防治、

健康养护、健康咨询等服务，形成规范、共享、互信的诊疗流程。鼓励和规范有关企事业单

位开展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应用示范，提高综合健康服务水平。(牵头单位：省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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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进教育服务大数据应用发展。完善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教育基础数据的伴

随式收集和互通共享。利用省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建立各阶段适龄入学人口基础数据库、

学生基础数据库和终身电子学籍档案，实现学生学籍档案在不同教育阶段的纵向贯通。依托

浙江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形成覆盖全省的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创新基础教育资源

与优质互联网教育资源的聚合模式，发挥大数据对拓展公共教育、变革教育方式、促进教育

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支撑作用。(牵头单位：省教育厅)

4.促进文化服务大数据应用发展。加强数字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等公益设

施建设，构建文化传播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进出版、新媒体、

影视等文化产业大数据聚合，对大规模的人群喜好进行数据挖掘，分析目标受众的品味和需

求，引导创造出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有效解决文化产品供需脱节的矛盾，提升原创文化内

容质量水平。(牵头单位：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5.促进交通服务大数据应用发展。建立综合交通服务大数据平台，推进跨部门、跨区域

涉及交通服务大数据融合应用；积极吸引社会优质资源、交通领域领军企业和顶尖大数据技

术团队，利用交通大数据开展出行信息服务、交通诱导等增值服务，强化基础设施安全监

测，辅助优化交通规划设计，提高公众出行效率，改善用户体验。推进“智慧高速”建设，

打造全省高速公路大数据应用平台，提升高速公路智慧服务水平。(牵头单位：省交通运输

厅)

6.促进旅游服务大数据应用发展。推进全省旅游信息资源共享，实现各相关政府部门涉

及旅游数据资源的整合应用，与主要网络搜索引擎以及在线旅游服务商合作，建立旅游大数

据资源库。建设基于游客评价、行业自律及市场监管等信息为主的全省旅游景点、服务人员

的征信体系，有效促进旅游诚信服务、放心消费。开展对旅游客源地和游客消费偏好数据的

收集、积累和分析，探索建立旅游投诉及评价全媒体交互中心，加强旅游服务资源的优化配

置,实现对旅游城市、重点景区游客流量的监控、预警和及时分流疏导，提升旅游公共突发

事件预防预警、快速响应和及时处理能力，为规范市场秩序、方便游客出行、提升旅游服务

水平、促进旅游消费和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牵头单位：省旅游局)

(五)围绕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激发创业创新活力。

1.加强大数据科学研究。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研究院联合创建大数据领

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构建大数据科研重大基础设施，重点突

破云计算与处理的技术瓶颈，研究建立数据科学驱动行业应用的模型，推动公益性科研活动

获取和产生的科学数据逐步开放共享，实现重要科技数据的权威汇集、长期保存、集成管理

和数据科学基础研究的突破。(牵头单位：省科技厅、省教育厅)

2.推进大数据技术产品研发。加大投入力度，加强数据感知、数据传输、计算处理、基

础软件、可视化展现及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领域技术产品的研发，加强信息组织和数据仓

库研究，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形成自主可控的大数据技术架构。到2020年，开发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大数据处理、分析、可视化等软件和海量数据存储设备、大数据一体机等硬件核

心产品，开发、丰富大数据应用终端设备和服务产品。(牵头单位：省科技厅、省经信委)

　　3.提升大数据技术服务能力。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大数据与各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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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融合，培育示范应用企业，以应用带动大数据技术和产品研发；支持在行业大数据应

用中使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软件。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研发一批大数据公共服务产

品，实现不同行业、领域大数据的融合，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能力。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对各领域知识进行大规模整合，搭建层次清晰、覆盖全面、内容准确的知识资源

库群，为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提供精准、高水平的知识服务。(牵头单位：省经信委)

(六)围绕数据应用普及化，培育产业发展新生态。

1.强化大数据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加强面向“互联网＋”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云、

网、端”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4G网络优化、5G网络试验、无线局域网(WiFi)建设，支

撑大数据应用服务快速发展。合理布局，实现数据中心绿色发展。大力开发各类行业数据

库，对高科技领域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建立基于不同行业领域的专题数据库，提供内容增值

服务。(牵头单位：省经信委)

2.建立完善大数据产业链。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造良好的大数据产业环境。

加强开放合作，提高大数据资源的使用效率，支持成立大数据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加强与

相关行业组织、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及专业投资机构的对接合作，促进产业链、资金链协同创

新。到2020年，培育3家国际领先、10家国内领先的大数据核心龙头企业，100家大数据应

用、服务和产品制造企业。充分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培育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

逐步建立完善政产学研用联动、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大数据产业链。(牵头单位：省经信

委)

3.构建大数据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引进和培育大数据产业咨询、服

务、运维企业，整合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形成面向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

和用户提供研发设计、技术产业化、人力资源、市场推广、评估评价、检验检测、投融资及

教育培训等服务。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带动、汇聚一批创新型企业，建设数据特色小镇，创新

公共服务，拓展融资渠道和手段，打造大数据产业园区标杆。(牵头单位：省经信委)

4.培育大数据应用新兴业态。分批组织大数据示范应用企业培育试点，从大数据应用基

础、可持续来源、分析处理能力、应用案例效果等方面总结积累经验，加强应用推广，发挥

好优势企业和成功案例的引领示范作用。整合利用数据资源，激发数据市场活力，充分挖掘

数据价值，结合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积极开展跨区域、跨行业大数据聚合，培育发

展大数据应用新兴商业模式和新兴业态，引导企业参与，开展数据监测、数据分析、商业决

策等软硬件一体化的行业示范应用，发展数据服务业。(牵头单位：省经信委)

5.推进工业大数据应用。围绕智能和互联，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应用，建设信息物理融

合系统，建立机器间的连接以及人机连接，实现工业系统与高级计算、分析、感应技术以及

网络的融合，推动制造业向基于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的智能化转型。利用大数据推动信息化和

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大数据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价

值链各环节的应用。探索建立工业数据开放共享与安全保护机制，培育工业大数据服务企

业，研发面向不同行业、不同环节的大数据分析应用平台和系统解决方案，选择典型企业、

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开展工业企业大数据应用试点，推动智能制造发展。(牵头单位：省经

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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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进“三农”大数据应用。统筹浙江农民信箱等信息平台，构建面向“三农”的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涵盖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农家乐休闲旅游、新兴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产权

管理、村级便民服务、扶贫开发、社会事业发展等环节，集合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

务和网络服务，为“三农”提供综合、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城

乡发展一体化。建立“三农”数据采集、运算、应用体系，加强“三农”领域大数据应用。

构建农业资源要素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为各级政府、企业、农户提供农业资源数据查询服

务。建立农产品的生产环境、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市场流通、加工储藏、检验检测等数据

共享机制，推进数据实现自动化采集、网络化传输、标准化处理和可视化运用，提高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即时性和关联性，与农产品电子商务等交易平台互联共享，实现各环节信

息可查询、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促进农产品消费安全。(牵头单位：省

农办)

7.推进服务业大数据应用。做大做强以大数据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信息服务业。鼓励利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创新服务业的商业模式、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扩大服务范围，增强服务

能力，提升服务质量。鼓励利用大数据支撑品牌建立、产品定位、精准营销、认证认可、质

量提升、信用建设和定制服务等，研发面向服务业的大数据解决方案。加快推进商务大数据

和业务工作的整合发展，加强商务大数据服务体系建设，在市场开拓、利用外资、对外投

资、开发区产业集群发展、商贸流通和电子商务等领域，为相关企业和产业发展提供精准的

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推介等，引导企业生产经营。推进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应用，综合各类征信

数据，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建设，提升用户信用审查效率。整合各类地理信息公共

服务数据，推动大数据在导航、位置服务、车联网等方面的综合应用。(牵头单位：省发改

委、省经信委、省商务厅、省金融办)

8.推进海洋港口大数据应用。建立海洋资源要素及海洋港口经济运行数据统一采集和开

发利用机制，推动港口信息标准化建设和数据联网，推进智慧港建设；依托国家交通运输物

流公共信息平台和以宁波舟山港为核心的智慧港口信息数据平台，建立政务、物流、通关、

交易、金融、临港制造等领域数据交换共享机制，打造全流程供应链，提升国内外揽货和配

套服务能力；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效率为核心，推广应用卫星导航、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雷达探测监控等技术，推动港口船舶、航道智能化管理。(牵头单位：省海港委)

(七)围绕可持续发展，完善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1.建设大数据安全支撑体系。建设完善金融、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统计、广播电

视、公共安全、公用事业、工业控制等重要领域数据资源和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体系。落实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风险评估等网络安全制度，建立大数据安全评估体系。强化资源整合，

建立政府、行业、企业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重大风险识别分析水平，对信息网

络安全重大风险事件进行预警、研判和应对指挥。(牵头单位：省网信办)

   2.强化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安全问题研究和基于大数据

的网络安全技术研究，推动测试工具和监测工具研发，开展大数据平台及服务商的可靠性、

可控性及安全性评测，加强安全评测和风险评估的应用，提升大数据环境下防攻击、防泄

露、防窃取的监测预警能力。组织开展试点和示范推广，在涉及国家安全稳定的领域开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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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安全审查，严格采用安全可靠的产品和服务。(牵头单位：省网信办)

3.加大网络和信息安全违法打击力度。明确数据采集、数据传输、存储处理、分析应

用、共享开放等各环节保障网络和信息安全的责任主体、范围边界和具体要求，加强对网络

安全威胁的新特征、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等的识别与防护，开展网络信息安全监测和预

警通报工作，坚持依法监管，严厉打击网络攻击破坏、网上诈骗、滥用数据、窃取和售卖企

业与个人信息、侵犯隐私等行为。(牵头单位：省网信办)

8μ夥钇锚惘

(一)政府基础信息资源库建设示范工程。基于统一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和数据交换共享平

台，建设完善全省人口、法人单位、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宏观经济基础信息数据库，实现

数据采集“一数一源”，数据资源汇聚整合、实时共享和规范利用。(牵头单位：省政府办

公厅、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二)投资项目在线监管示范工程。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构建统一的行政权力运行体系，

建设省市县三级贯通、跨部门联动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投资项目信息管理平台，

形成投资项目数据库，实现全省非涉密投资项目的统一代码、联合审批、依法监管、全程监

察。(牵头单位：省发改委)

(三)公共信用信息服务示范工程。按照统一信用代码、统一数据库、统一共享交换体

系、统一公示发布系统、统一归档范围、统一目录和标准体系的要求，实现对省市县三级公

共信用信息的统一归集、归档、交换共享和“一次产生、共同应用”，为政府监管、企业经

营、居民办事提供较为便捷、全面的信用信息服务。(牵头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

(四)市场监管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汇总整合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各政府部门有关市场监

管、检验检测、违法失信、投诉举报数据及企业依法依规应公开的数据，构建大数据监管模

型，进行关联分析，及时掌握市场主体经营行为、规律与特征，主动发现其违法违规迹象，

增强联合执法能力，提升市场监管效率和精准度。(牵头单位：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省质监局)

(五)经济运行和决策支持示范工程。建立统一的宏观调控决策支持、风险预警和执行监

督大数据应用体系，建立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统一采集和利用机制，重点强化区域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产业发展、重大改革任务推进等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加工提炼，建设宏观

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系统，实现信息融合和关联分析，为经济运行动态监测、综合研判、宏观

决策，提供科学支撑。(牵头单位：省发改委)

(六)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建立完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工业经济抽样调查系统，着力提升快速抽样调查能力，进一步增强工业经

济运行调节工作基础。加强信息经济、节能环保、时尚、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专项统计监

测，加快开展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统计试点和研究工作。建设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系统和

数据服务平台，加强工业大数据的挖掘利用，推进省级有关单位涉企信息的交流、共享。

(牵头单位：省经信委)

   (七)商务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完善商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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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监测系统，强化对生活必需品、重要生产资料的市场运行监测，强化对外贸、国际投资

等开放型经济的数据运用分析，推进国家电子商务统计试点工作；加强商务大数据研究平台

建设，完善商务经济运行大数据服务体系，推进与海关、商检、外汇管理等部门的数据交

流、共享。(牵头单位：省商务厅)

(八)空间地理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基于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平台、市县数字

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天地图·浙江，构建全省统一的时空信息云平台；集成整合全

省基础地理信息、政务地理信息、多源遥感影像、北斗导航定位、地理国情监测等数据，建

成全省空间地理大数据库；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建立完善标准统一、实时精准的空间地理

数据服务体系。(牵头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九)审计监督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依托省电子政务外网和政务云，实现省市县三级审

计机关与相关部门专业数据库及全省人口、法人单位、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等基础信息数据

库的信息共享，建成审计大数据综合分析平台，构建以公共财政运行安全和绩效评价为重点

的电子审计体系，实现全省范围内的集中审计分析，形成“总体分析、发现疑点、分散核

查、系统研究”的数字化审计作业方式，逐步扩大审计范围，提升审计效率和审计质量，发

挥审计的监督和支撑作用。(牵头单位：省审计厅)

(十)档案管理和开放共享示范工程。加强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推进档案大数据聚合，

构建查阅利用档案大数据服务平台，完善档案数据共享开放标准，促进档案数据通过浙江政

务服务网向社会开放共享。加强大数据归档管理，制定大数据归档范围、标准，建立统一归

档平台，对具有保存利用价值的大数据按照档案管理要求进行及时归档和登记备份，促进大

数据证据保全、长期保存和再利用。(牵头单位：省档案局)

(十一)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健全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基础数据库，建设

全省统一的健康信息平台，实施居民健康“一卡通”工程，实现各类个人健康信息归并整合

和共享，推动建立医学影像、检验检查报告等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形成跨医院的医疗数

据共享交换标准体系。(牵头单位：省卫生计生委)

(十二)交通服务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充分发挥智慧高速云工程与云服务省级重点企业

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作用，共享开放公交、地铁、出租车、路网结构、路况数据、地图服务、

手机信令等交通相关数据，结合城市人流变化等信息，研究交通拥堵解决方案，提升设施监

管水平，完善交通设施布局，优化交通出行体验；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对道路交通违法现

象的精准研判水平，提升交通执法效率。(牵头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

(十三)城市管理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管理部门数据共享

和协同应用，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依托空间地理基础信息，构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一张图”机制；建设以城市建筑物档案和市情档案为重点的城市大数据资源库；建立城

市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体系，推动城市建筑物绿色节能和优化能源配置；完善

城市公共设施日常监测和信息发布机制，加强社区治理、市政应急、停车诱导等服务；抓好

地下管线的大数据管理。(牵头单位：省建设厅)

　　(十四)旅游服务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建立全省旅游车辆统计分析体系，及时掌握全省

旅游城市、重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车辆流量、来源地及流动大数据。建设全省旅游公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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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逐步实现交通运输、民航、出入境、公安、旅游等相关数据信息共享，加强对旅

游客源地和游客消费偏好数据收集、积累、分析，指导境内外旅游服务产品的创新优化，形

成全省旅游产业监管、景区游客流量监测、旅游安全监管指挥和导游服务管理等体系。(牵

头单位：省旅游局)

(十五)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大数据示范工程。建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

基础信息数据库，建立全省统一的气候变化研究交流平台。完善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

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理五大领域的温室气体清单数据库，构筑碳排放控制

体系；建立重点行业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数据库，建设涵盖低碳领域相关试点应用数据库，为

经济绿色转型、产业创新发展、能源低碳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科学决策。(牵头单位：省发

改委)

(十六)水资源监测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建立降雨量、江河湖水域、供水水源地和水功

能区划的在线采集体系，建立面向工业、农业和城市生活用水的取用水量监测体系，建立水

利工程设施标准化管理体系，保障水资源安全拦蓄和安全输送；应用大数据技术分析预测区

域来水量和工业、农业及城市发展需水量，以水资源要素制约为引导，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布

局，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牵头单位：省水利厅)

(十七)大数据创新创业示范工程。推动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开放数据资源，激发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力，通过大数据应用解决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交通出行、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

重点难题，形成创新应用示范，以数据汇聚带动智力汇聚、创业要素汇聚。到2020年，培育

形成50家大数据创业示范企业、300家数据服务成长型企业。(牵头单位：省经信委、省科技

厅)

(十八)大数据支撑网络和信息安全共享联动处置示范工程。到2017年，建立省网络安全

信息共享和联动平台、大数据网络安全公共服务平台，明确省级各责任单位安全管控的职责

与边界，突出网络安全信息共享交换，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动态感知网络安全态势，部门

联动响应处置，联手开展网络信息安全监测和打击违法行动，提升网络安全公共服务能力，

提高精准预警能力。(牵头单位：省网信办)

换μ褒蹿伍蹿聪艇

(一)强化组织实施保障。成立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承担全省大数据发展的政策制

定、相关工作整合、数据开放共享等顶层设计职能。设立省数据管理中心，负责拟定并组织

实施大数据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措施，研究制定数据资源采集、应用、共享等标准规范，

统筹推进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组织协调数据资源归集整合、共享开放，推进大数据

应用，组织协调大数据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省经信委承担大数据的产业发展工作。各

市、县(市、区)要将大数据发展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规划，建立相应工作推进

机制和管理机构。(牵头单位：省编委办、省政府办公厅、省经信委)

　　(二)建立统筹整合机制。建立电子政务统筹协调发展的工作机制，完善电子政务项目全

流程管理制度，以电子政务项目和财政资金统筹安排为抓手，大力推进政府部门信息化机

构、信息化平台和信息系统的整合。实施“云优先”战略，除国务院和省政府另有规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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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新建非涉密信息系统一律部署到省电子政务云平台，存量非涉密信息系统应逐步迁

移到电子政务云平台；涉及政务数据资源汇聚、跨部门共享交换的信息化项目，必须依托浙

江政务服务网统一数据中心和共享交换平台开展；原则上不再审批新建省级部门、县级政府

孤立的信息平台、信息系统和数据中心。(牵头单位：省政府办公厅)

(三)组建数据管理公司。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组建国资控股的省级政府数据管理公

司，主要负责管理、开发、利用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企事业

单位和其他公共机构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和收集的数据资源，对经过脱敏等安全处理的

数据资源进行充分的挖掘使用，开展数据增值服务，通过与政府部门、公用企事业单位及其

他公共服务机构、社会大数据公司的合作，受托开展数据的商业化运营服务。(牵头单位：

省国资委)

(四)培育数据交易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创建数据资源服务公司，收集、加工大数据资

源，开发数据产品，提供数据服务。通过市场引导，创新发展机制，支持建立数据交易中

心，加快研究建立数据资产商品化、数据描述、登记确权、价值评估等服务机制，制订数据

交易流程、交易标准和安全规则，规范交易行为，探索建立安全、规范、可信的数据交易运

营体系。开展面向应用的数据交易市场试点，探索开展大数据衍生产品交易，鼓励产业链各

环节市场主体进行数据交换和交易，激发交易需求，促进数据流通，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

探索数据资产抵押融资、数据资产证券化等发展机制。(牵头单位：省经信委)

ìμ便餳授同

(一)完善制度建设。研究制订政府数据资源、公共数据资源共享开放管理制度，推动个

人信息保护法规建设，实现对数据资源采集、传输、存储、归档、共享、开放、利用的规范

管理，引导各单位分年度制订开放计划，促进政府及公共数据在风险可控原则下最大程度共

享开放，加快形成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大数据产业健康安全发展的良好格局。建立政府部门

数据资源统筹管理和共享复用制度，明确政府统筹利用市场主体大数据的权限及范围。推动

数据资源权益和数据流通相关制度建设工作。(牵头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法制办)

(二)加大财政金融支持。鼓励政府采购大数据产品和服务。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等财政

专项资金积极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集中力量支持大数据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产业链构建、

重大应用示范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发挥各级政府产业基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设立

大数据产业发展子基金，优化子基金运作管理。鼓励大数据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探索建

立数据资产融资渠道，努力为企业重组并购创造更加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牵头单位：省

财政厅、省经信委、省金融办)

(三)建立标准规范体系。研究制订数据采集标准及分级分类标准、政府数据共享标准、

数据交换标准、政府及公共数据开放标准、统计标准，对共享开放的方式、内容、对象、条

件等进行规范。积极参与大数据关键共性技术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

做好贯彻实施工作。推进大数据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大数据市场交易标准体系。

(牵头单位：省质监局)

　　(四)建立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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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体系，培育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创新型人才。鼓励高等院校设置数据科学和数据工程相关专

业，重点培养具有统计分析、计算机技术、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知识的跨界复合型人才。推动

各级政府部门、公用企事业单位、行业龙头企业为我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批量提供数据资

源，支持大数据科研和人才培养。鼓励校企合作，加强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开展大数据知识

全民普及和教育培训，提高社会整体认知和应用水平。完善配套措施，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

大数据人才和领军团队来浙江就业创业。(牵头单位：省人力社保厅、省教育厅)

　　(五)营造良好氛围。大力优化数据资源共享开放的环境，宣传我省大数据领域创新创

业、人才引进、基金投资、创业服务等方面政策措施和成功典型，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大数据

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打造大数据创新创业平台，征集利用大数据的优秀解决方案，吸引全

球大数据行业领军企业、优秀团队、高端人才、商业投资等集聚，营造大数据产业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牵头单位：省经信委)

　　(六)促进交流合作。利用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平台，积极推进大数据企业、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开展国内外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促进我省大数据相关技术发

展。完善长三角区域信息化合作发展机制，促进大数据基础设施区域统筹共用，促进大数据

产业协调发展。(牵头单位：省经信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2月23日印发

249

俋斶懪鲲趵荁饅敤詇
CJH!EBUB!JOEVTUSZ!SFMBUFE!QPMJDJFT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软件和大数据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基础，是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

重要支撑，是科技竞争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

动、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根据安徽省“十三五”工业发展规划总体要求，为促进我省软件

和大数据产业发展，特编制本规划。

1μ惰凌唤纈躲瀨X呱牛悼

（一）“十二五”发展回顾。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十二五”期间，我省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强抓重点园区、重大项

目、骨干企业和优势产品建设，扩大主导行业优势，壮大信息技术服务，培育产业发展新业

态，构建结构合理、创新驱动的产业体系，产业保持快速稳定增长。2015年全省软件服务产

业收入325亿元，同比增长43.7%，“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速度为31.1%。

   企业实力稳步提升。重点骨干软件企业快速发展，亿元以上企业主营收入占全行业的比

重超过80%，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超亿元的企业达66家，超5亿元的企业14家，超10亿元的

企业5家，超20亿元的企业3家。科大讯飞入围全国软件百强企业，尚趣玩、四创电子、继远

软件、九娱网络、蓝盾光电子进入全国软件企业综合竞争力200强。在主板上市的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企业有科大讯飞、皖通科技、顺荣三七、美亚光电、四创电子、科大智能等6家，

新三板上市的软件和信息服务类企业43家。智能语音应用软件和解决方案成为全国同类产品

安徽省“十三五”软件和大数据
产业发展规划

3121妘 3122妘 3123妘 3124妘 3125妘 3126妘

踽鬫敒駱䯒鳗廬䯓 94/9 216/2 235/7 271/5 337/3 436

36/4 29/7 39/8 52 54/8妘亱䂏籹䯒&䯓

十二五”软件产业发展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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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冠军，交通、电力和电信等行业应用软件和动漫游戏软件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和品牌知名度。

产业聚集效应明显。“十二五”期间，培育国家级软件园区1家、省级软件园区2家，聚

集全省34%以上软件企业。2015年合肥市软件产业规模占全省67.4%。芜湖、马鞍山、铜陵

等地软件产业园区各具特色，构成了沿江软件产业城市集聚带，软件产业规模占全省的

23.6%。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四个城市软件企业占总企业数的82%以上，收入占全省

软件产业总收入的91 %。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上，至2015年底，我省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在建项

目33个，累计投入320多亿元，正在加快建设合肥市云计算大数据应用中心，淮南市、宿州

市大数据存储基地。

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全省云计算相关产业发展迅速，淮南移动数据中心、大数据交易平

台，宿州华为数据中心和合肥科大国祯城市云数据中心，以及政务云、语音云、金融云、医

疗云、交通云等一批重点工程的建设带动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物联网在智慧农业、

智能交通、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应用示范成效明显。中国（合肥）智能语音产业基

地暨“中国声谷”、合肥软件名城、云计算产业园、物联网产业园、公共安全产业园等一批

创新创业基地正在加快建设。

产业环境不断完善。“十二五”期间，我省加大了软件和大数据产业相关扶持力度，出

台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

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实施意见》（皖政〔2015〕84号）和贯彻国务院促进大数据产业

发展行动纲要。《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高成长性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皖政

〔2014〕58号）将云计算和软件产业、智能语音产业纳入“全省十大高成长型产业”，予

以重点支持和发展。并陆续出台了鼓励电子商务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

等产业发展的有关政策，政策扶持力度持续加大。构建起与产业互动的人才培养体系，出台

吸引高层次人才的优惠政策，“十二五”期间软件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翻一番。

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我省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发展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一是产业规模

总量较小，软件收入占全国软件总收入的比重偏低；二是软件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全省软

件企业仅占全国软件企业数量的1.1%，超过一半的软件企业年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三是

创新能力不足，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开发能力较弱，基础软件产品数量偏少，应用创新和模

式创新需要加强；四是产业供给结构有待优化，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发展不足，软件服

务、嵌入式软件业务比重较低，信息技术服务与工业生产融合度不深。

（二）发展趋势。

当前，软件和大数据产业正处于深度变革时期，呈现网络化、服务化、智能化、平台化

和融合化的发展趋势，软件的内涵、模式和作用快速演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兴起，加速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变革，

带动软件产业的新一轮发展。随着“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 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宽

带中国、智慧城市、信息消费、信息惠民等政策的出台，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市场需

求增速加快，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这些都为我省软件和大数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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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带来赶超机遇，也提出新挑战。

软硬一体化趋势加强。软件服务业向更加综合、广泛的一体化平台的新体系演变，软件

和硬件在价值链上合二为一，软件行业逐渐从单一技术和产品层面的竞争，走向基于软硬一

体化和产业链整合的全新模式竞争，通过硬件、操作系统、业务应用、平台的重构和整合，

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成为抢占产业发展主导权的关键。

软件服务化进程加快。在软件产品移动化、网络化、平台化推动下，软件构造技术和应

用模式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转变，服务化成为软件产业转型的基本方式。云计算作为

软件服务化的代表，大数据作为软件服务体验的支撑，已进入新的应用拓展阶段，按需动态

地提供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数据资源、软件应用等服务，促进软件产业的服务模式和商业

模式变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

软件网络化演进加速。在“互联网+”战略推动下，互联网应用加速发展，成为软件开

发、部署、运行和服务的新路径，基于网络的软件技术和产品高速增长，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新兴服务将推动商业模式不断创新，促进整个软件产业全面转型。

软件融合发展加深。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不断渗透和深化，增加了行

业关联性，模糊了行业壁垒，延伸了传统产业的价值链。软件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重新定

义了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营销服务等全生命周期，智能制造装备的软

件特征和重要性更加凸显。

软件集聚发展加剧。全国软件百强企业中的72%集中在八大软件名城，示范带动作用和

影响力快速提升。全国80%以上的软件企业集中在软件基地或相关园区，园区成为推进软件

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大型企业日益成为产业创新和规模发展的主导力量。2015年底，国内

软件百强企业收入占全国软件收入的16%。同时，国家正在开展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大

力推进大数据产业的集聚发展。

随着我省工业强省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加快向经济社会各个

领域渗透融合，市场需求增长强劲，支撑作用明显，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十三五”期间，

我省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数据加工处理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比重持续提

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加，为我省经济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ēμ伸廉屁潜μ笺吾段赐=惰凌唪翔

（一）指导思想

以“培育增量，优化存量，扩充总量”为产业推进路径，坚持以基地为依托、以企业为

主体、以创新为引领、以项目为抓手，实施“名城、名园、名企、名品”工程，做强优势产

业，发展新兴业态，推进产业集聚，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产业生态，推动软

件和大数据产业实现跨越发展，加快推动我省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二）基本原则

――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

加强政府推动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构建有利于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融资环境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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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体系，扶持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服务转型和市场开拓。持续强化企业市场

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产业竞争力。

――坚持龙头带动、产业集聚。

支持和引导资源要素和创新要素向产业龙头集聚，大力培育和引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

型龙头企业，利用龙头企业的品牌、研发和资金等综合优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企业，推进产

业集聚发展，打造一批具有本地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

――坚持创新发展、应用驱动。

抓应用促创新，选择重点行业领域开展试点示范，深化软件产品的推广应用，促进产品

和服务结合、技术和产业结合、产业和应用结合，增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创新要素向

企业集聚，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融合创新和成果转化，实现核心技术、应用模

式、商业模式协同创新发展的格局。

――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发展。

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拓展新的市场空间，积极开展全方位的产业转移和对接合作。聚

焦重点领域，引进龙头企业、互补企业、关联企业，鼓励国内外知名软件和大数据企业在我

省设立高端咨询中心、研发基地、培训中心，促进软件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业发展。

（三）发展目标。

产业规模目标。软件和大数据产业稳步快速增长，到2020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超

过1000亿元，年增长率25%以上，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2000亿元，年增

长率20%以上。

企业培育目标。到2020年，培育年业务收入超1亿元的企业200家以上，超10亿元的龙头

企业20家以上，超100亿元的龙头企业1家，列入全国软件业百强的企业5家以上，形成软件

和大数据知名品牌20个。

产业集聚目标。创建“中国软件名城”，形成产业集聚优势，扩大示范带动作用。全省

建成15个特色鲜明的专业园区，构建一批面向软件和大数据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打造“中

国声谷”，培育云计算产业园、大数据存储基地等特色产业聚集区。

技术创新目标。建立完善的自主创新体系，建成20家国家级和省级软件企业技术（研

发）中心，参与制订一批国家关键标准。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动漫游戏等领域

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

8μêG媒临

以合肥为核心，沿江城市带为依托，突出皖南，振兴皖北，合理布局产业基地，优化产

业空间布局，形成协调发展、特色发展的产业格局，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

    合肥创建 “中国软件名城”，推动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形成“一城多园”的软件和大数

据产业空间格局。通过“中国软件名城”的创建，汇集科教、人才等优势资源，突出城市特

色，加强智能语音、大数据应用、量子通信领域研究，提升合肥市软件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扩大在电子政务、公共安全、电力、交通、教育、金融等行业应用软件以及智能装备、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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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智能终端等嵌入式软件领域的优势；积极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信息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数字内容和动漫游戏、信息加工与处理、服务外包和信息安全等信息

服务业。

芜湖、马鞍山建设软件特色园区，重点发展互联网、动漫游戏、电子商务、移动支付、

云计算等信息服务业；铜陵重点培育智能交通、环境监测、网游平台、智能消防、电子政务

等特色软件产品。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的区位优势和制造业发达的产业优势，推进工业软

件、嵌入式软件、应用软件加快发展，努力把沿江地区建成国内外重要的工业软件融合和信

息服务领先的软件产业城市集聚带。

淮南、宿州依托资源优势，以实现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为目标，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提高

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快云计算产业园建设步伐，实施精准招商，布局数据中心、动漫游戏、

生物医疗、电子商务、终端制造等特色行业。

黄山、池州发挥文化旅游和信息产业特色，培育和扶持信息技术服务业，积极推进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软件产业，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园区，培育扶植一批优势信息服务

企业，壮大产业规模，创新商业模式，提升信息服务业竞争力。

各地重点关注有区域特色的软件产品开发和应用体验，加快软件人才培养，推动园区和

平台的建设，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引进新兴产业重点企业，带动软件和大数据产业链加速发

展。抓住软件产业快速发展契机，结合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基础条件，以工业软件、行业

嵌入式软件、定制软件应用为导向，关注特色软件开发，尽快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优势产业

集群。

换μ惰凌勝俣

（一）培育市场主体，壮大产业规模。通过招商引资、龙头企业培育、中小企业促进系

列工程，积极培育多层次软件企业主体，壮大产业规模。树立一批知名软件和大数据品牌，

形成龙头引领、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的企业群体结构。开展产业链招商，承接知名企业的研

发、服务转移，构建软件企业生态结构。制定本土骨干企业扶持方案，在产业用地等资源上

予以倾斜，支持企业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做大做强，争取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

业。鼓励软件和大数据企业加快升级，支持企业向平台型和生态型企业演进。发布优秀软件

企业和软件产品推介目录，引导软件企业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研发新技术和产品，促进产品

应用和服务拓展。积极支持大众创新创业，建设一批软件和大数据创客产业园、众创空间，

增大企业数量。持续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和研发创业环境，对符合产业布局有发展潜力的

中小软件企业给予重点扶持和服务，培育一批有创新活力、细分领域的高成长企业。

         创建“中国软件名城”，推进产业集聚。加快推进合肥“中国软件名城”创建，

搭建产业平台，集聚创新资源，培育市场主体，打造产业集群，推动重大项目引进和产业聚

集发展，提升产业发展品质，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发展新体系。做大做

强国家软件产业园，以及动漫游戏、数字出版、信息外包服务、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型业态创新示范区。支持和引导园区市场化经营，完善服务功能，提升园区专业化服务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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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创建国内一流、特色鲜明的创新性园区平台。汇集产业资源，打造全国领先的软件和大

数据服务特色，细分行业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信息服务、新兴软件产业领域，建立集成

优势。以软件和大数据产业项目合作、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输出为抓手，加强对周边地市

的辐射带动，形成定位明确、互补配套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

（三）打造“中国声谷”，突出产业特色。打造“中国声谷”，把智能语音产业培育成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把我省建设成为全国智能语音产业发展示范区域。以核心技术

和前瞻性技术为抓手，发挥产业先发优势，布局“人工智能、互联网+、智能终端、移动健

康”四大产业方向，打造集芯片、终端软件、应用和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加快智能语音技

术与大数据、云计算、深度神经网络等工程和系统技术的融合研究，结合智能图像技术和语

言认知计算技术，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形成人工智能的技术领先优势。深化部省市合作

机制，实施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推进中国（合肥）智能语音产业园建设，引进一批龙头企业

和配套企业，完善语音产业链，形成产业化聚集效应。

（四）强化创新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打通从创意、研发、生产

到市场的创新流程，培育企业一体化、集成化创新能力。利用闲置厂房或楼宇构建“众创空

间”，搭建综合性创新创业平台，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和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支持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结合的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服

务创新。培育创新载体，推进国家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工作，借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建设，支持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加速基础软件、互联网软件、工业软件和行业应用软件研发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加强前沿技术研究应用，布局大数据前沿技术发展，加快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

3D 打印等领域软件技术研究和应用创新。支持建立技术、标准、产业和应用联盟，开展联

合创新和应用推广，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五）培育新兴产业，抢占发展先机。积极布局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物联网、移

动互联网等新产业，创新和发展软件和大数据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培育一批新的增

长亮点。加快云计算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构建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发展生态体系，培育骨干企

业，加强数据采集，存储等关键技术研发，统筹推进“一中心两基地多园区”的云计算大数

据产业布局，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建设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园区，形成以数据中心为核心的配

套产业群。推进云计算大数据重点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各类云应用服务，促进信息系统向云

计算平台的迁移。深化大数据共享，推动政府信息资源跨部门整合与共享，推进公共数据资

源逐步向社会开放，鼓励大数据在政府管理与民生服务中的智慧应用，建设数据交易平台，

推进大数据有序流通和服务增值。支持物联网示范应用平台建设，推进物联网在工业生产、

农业生产、商贸物流、城市管理、社会民生服务领域应用。支持北斗导航位置服务数据园、

北斗二代CAPS研发生产基地、星空北斗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基于北斗导航

的位置信息服务（LBS）市场拓展。积极推进移动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跨界融合，促进

移动互联网产业向特色化、集群化方向发展。促进企业向软硬件一体化转型，积极培育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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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智能家居等产业新增长点，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圈。

  （六）促进产业融合，加快服务转型。培育和扶持信息技术和信息内容服务业，依托一批

重大基础性、功能性信息服务项目，激活潜在需求，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引导企业不断拓展

现代信息服务的产品和范围。推进“互联网+”融合发展，建设一批“互联网+”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公共基础服务平台，推动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拓展政务、制造业、

农业、金融、民生服务、电子商务、物流、交通、文化、旅游领域的新兴互联网应用服务，

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与制造业结合，促进面向机械、仪器仪表、化工、通用设备等传统制造业，以及高端智能装

备、新型显示、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设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有机食品

加工等现代制造业的互联网工具应用，以两化融合、行业解决方案、工业大数据、工业云平

台和企业级信息安全测试等为重点，开展“互联网+制造业”试点示范，推动制造业由生产

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ìμ便餳授同

（一）落实政策，完善机制。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鼓励产业发展政策及投融资政策，引导

产业发展和资金投向，重点支持软件服务业和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发展。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机制，促进研究成果产业化，激发软件及信息服务业创新活力；推进云计算和大数据产

业标准体系建设，加快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在数据采集、数据交换接口等关键共

性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大对重点项目的财政支持力度，对符合产业布局和能耗标准的相关

企业给予相应政策支持；加强对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跟踪监测和预测分析工作，强化行业

运行分析监测，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突出重点，强化保障。有效统筹协调省、地市和其他社会资源，落实各项重点任

务，做好典型应用示范，推动产业发展；各级政府结合自身条件合理定位、科学谋划，制定

出台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突出区域特色和分工，实现科学有序发展；搭建产业创新公

共服务平台和信息共享交流平台，集中扶植一批服务特色鲜明、产业集聚度高的创业孵化基

地，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网络环境下

软件著作权保护力度，依法打击各类侵权行为，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建立健全网络与

信息安全评估机制，提高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完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三）产业招商，集群发展。聚焦重点产业链，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方向，以促进产

业优化升级为目标，着力引导企业与国内外优势企业加强关键技术、产品的研发合作。根据

产业布局，以现有特色优势产业为基础，着力引进龙头企业、互补企业、关联企业，建立专

业化分工与协作体系，形成产业要素资源集中、上下游配套完善的发展格局，提高招商引资

的集聚效益和链式效应。着力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软件企业与省内企业合资合作，引导企业

以存量引增量，以商招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产业快速发展。

       人才保障，助推产业。制订人才需求规划、政策和措施，引导和规范全省软件产业

的人才服务工作。加大人才引进和奖励政策力度，面向国内外引进一批创新型团队和领军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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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加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人才载体建设，促进人才集聚；以重点产业、重点项

目为依托，培养科研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加强职业技能人才实践培养，支持高校、科研院所

与企业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鼓励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校企对接合作，培养适应市场

需求的应用创新型人才。引导和支持企业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支持采用股权、期权等

方式吸引和稳定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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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呏孷㝧嫮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抲辭麟趵縟趵杶镾斾鉢㓦噴昷橉艊JU桽烏駡誒䯖踽㒄鲲

閔Fuijol、

1156 呏孷昦雲贜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呏孷
豕燍鲋㬦惡。呏瑪嶗姉羮醝諦㓦噴昷橉䯖抲辭鞲呏瑪。

鲮懙。JU姉羮諎絔。鈫酖〓誼勢酛酽㬦惡瑪鄡鲲閔、

1157 呏孷㚵囁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杶镾㛳䌄。慇慽㜉姪。侸剓鉢囁誄跤宆。FCQ趵烏諎絔

妕詬嶗墡慘牐媆撌蔠僨倀姉羮、

1158 呏孷酽惼㬦惡蟨恖䇗筧鐭麋桹䅡駡誒 呏孷 趵烏狇㢹蠩誤鲒鎽鈫姉羮恖梮桽烏。蠩誤鬫䀏瑪橉桽

烏。蠩誤惡峗誼昦剓鉢妭鶯㓦噴昷橉訵䎘╪、

1159 呏孷曀㓉鄡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抲辭呯壽誼恖梮桽烏䯖鲲閔饉㛨䯖㓦噴昷橉桽烏、

115: 呏孷滷喴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呏孷 踵㳟@梽椨抲辭㳟@斶懪鰓椷嶗惡峗誼桽烏、

1161 呏孷杶岯惡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靪撾鲋踵敤姛。駡櫩熴誒。駡邁鲇趵訵ǹ趵抲辭跀酛䇗
彾。婠詀杶镾誼。JU㫜醎桽烏。鲒鎽鈫妕詬婩僨嶗俋斶
懪鰓椷㓦噴昷橉嶗桽烏、

1162 呏孷杶鮒㬦惡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呏孷
㓦噴㚧誽梽鄮覜翄厸旝鬣侳熝。蠩誤杶镾鄮覜翄厸旝鬣
艊呏瑪。鲑妕詬醢艊斶懪呏瑪訵斶懪呏瑪䃾䎪倀詵㓉誼
艊呏瑪諎絔、

1163 呏孷跤蟨俋蹺蝐惡峗蟨恖桹䅡㠩麇駡誒 呏孷
晪醣鲑㚧誽桽烏閔窅＃蝐鲑￥䯖豕燍鲋羮忊斶懪呏瑪倀

趵烏㫪醁屟、

1164 呏孷跤蟨銊酖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呏孷
抲辭＃鲑,覜￥。＃覜勢覜￥。＃覜勢鲑￥飨倀＃鲑勢
鲑￥艊姉羮桽烏㓦噴昷橉䯖鮪杶镾™巃鏍。™巃鏍扟訥
訵昷䉳錨桹踔哱艊恖梮▕蕬、

1165 呏孷跤㓉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㓉䎣冊貊。鮪鄡茻摙蟐鯫桽烏縟䯖晪醣桹跤蹺㓉䎣冊貊

鈫訵、

1166 呏孷爳瑧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呏孷
㬦惡墡蠿㛄㚧倀昻墡䯖鈫酖惡峗恖梮桽烏倀魍絔䯖㚧誽
梽惡峗跀酛䇗彾䯖㬦惡㛄侕呏⺸。㩻鬣婩僨踵踽鉢䯖斶
懪侐絔鰓椷艊踵㪑艊趵烏僨嗴浧媀、!

1167 呏孷詀艤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靕踽蔠僨艊＃約俍墡￥杶幋墡鰱諎絔跀酛䯖夎錫昻墡麟

趵瑪䉳呺ǹ嚙炓墡呺謖壽諎絔壽姪、

1168 呏廬䯒嬨墕䯓俋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呏瑪'姉屜鲲趵䎘╪㳚艊䎘魯ǹ趵鲑桽烏抲辭縟。㫜鬫

縟、

1169 EDN悅㡊諎絔饉㛨䯒譯鲷䯓桹䅡駡誒 牸焎
忂茊㡊梪曧忂茊扡鐭䇗筧晪醣駡誒䯖抲辭侳烰。㠻㳟嘄
䯒䧫㳟。艀䀅䯓。蓴熌飨倀瑪絑踽㒄蹺咲鐭蝄壈鯫艊鐭
慇墮㛇㳟訵㳟@嶗㳟@ɡ羠鲲閔鲮曀、

116: 䅏㳚墴墴䯒跤蹺䯓桹䅡駡誒 牸焎
趵烏藥愥樮宆翄縟。鲑㚧誽。斶叄剓鉢嶗冊貊飨倀攝昦䎋茩訵、饅
鎽駡誒藥愥䯤獕呹鈫。俍篸。鏅陝誽。瑪絑㬫載㬦。䅏㳚墴墴蹺䅕
鲮曀壈鯫。2799。䅏㳚偮偮。䅏㳚鲑。黁黀㳟桽。骾䤻鈫酖訵、

1171 䅏㳚鲑㚧誽桹䅡駡誒 牸焎
瑪絑䎘魯艊鲑㚧誽倀鳏墡杶镾蟨恖駡誒䯖飨鮪鄡駡邁桽
烏艊昷媀䯖抲辭呏瑪。詵䉱艊㚧誽嶗斶懪侐絔镾撾䯖㚯
㚧誽嶗鳏墡杶镾彾踵杚嵷蟨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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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172 䅏竑侸侸鈫醢鲲棈鲮曀跤宆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蹺廟䒫咲扢熱蓜㛌鲲棈䅡㳝㚾詵棈鈫醢鲮曀艊＃蓜㛌鲲
棈,鲒鎽鈫,貙㳟@￥妕詬、

1173 ≧欨屨䯒跤蹺䯓桹䅡駡誒 醢犦 諎絔饉㛨。惡峗恖梮嶗趵烏牐蠿侳藥艊㣮蹺麟趵、

1174 穚曀鲑杶镾蟨恖䯒椈墕䯓桹䅡駡誒 牸焎

踽㒄桽烏鲋墡趵矇麟趵䯖抲辭杶镾壽㬬斾鉢㓦噴昷橉䯖墱鄽嫮彾墡
趵鲑桽烏。墡趵俋斶懪鰓椷。JF杶镾羠鲲敘㬬訵侸醎姪杶镾壽㬬桽
烏鲲閔鉢跀、

1175 暪銊㠾曀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焹㩱綈謚壈鯫艊斶懪嶗饉㛨桽烏、

1176 艁㓉㬦鈫酖翄㓉恖梮僨嗴桹䅡㠩麇駡誒 醢犦
JQUW。杶镾翄㓉梽䎈苵䯒PUU䯓。蠩誤鲒鎽鈫訵侸跣䎘

╪婩嗴趵烏㫜鬫、

1177 譯鲷嶗㜖彾䂏悅㡊跤宆䯒桹䅡諦．䯓 醢犦
桭暆㫧駱跤蹺艊侳㡊悅㡊▕㳟䯖豕燍鲋悅㡊跤蹺恖梮矇

麟趵飨倀飨恖梮嶗攝昦踵䖇誤艊麟趵、

1178 譯鲷雲㬦鳏縟羮惡峗桹䅡駡誒醢犦鰓駡誒 醢犦 縟羮惡峗桽烏醮壈鯫蔠裮、

1179 譯鲷雲惡杶囑斊鑇恖梮桹䅡駡誒呏孷鰓駡誒 呏孷
㩻鬣桽烏侳藥。俋斶懪姉羮倀麟趵恖梮桽烏。䗮覜鳏忴

▔㚳、

117:
譯鲷鲷趼啹蟨惡峗恖梮桹䅡駡誒〃焎飝

濕暱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哊㫍壈鲷趼雲趼鲑斶懪跤宆䎋茩、

1181 譯鲷杛ǹ䀟攝㩻鬣桹䅡駡誒 醢犦
䗮屟镾㚧誽䇗銲㡊瑧㜉姪。麟趵姉羮鲑桽烏妕詬。鲑橎

䉳嶗俋斶懪妕詬鲲閔蔠僨、

1182 譯鲷鰤䟔鲒鎽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鰤䟔UNU鈫曧酽咲豕燍鲋UNU䎘╪艊蟨恖剓鉢、

1183 譯鲷暺耚㩻鬣跀酛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斾鉢㓦噴昷橉抲辭縟、

1184 譯鲷捗筦鲒鎽鈫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昦剓鉢。㬦惡倀蠩誤亱過桽烏駡誒䯖藥愥昦䄋。㓉䎣。
捗踆。珪彽訵踽㒄趵烏鄡、

1185 譯鲷鈫杶俍廬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俋斶懪杶镾侐絔鲲閔醮桽烏、

1186
譯鲷曀雲嫚惡峗恖梮鐭麋

桹䅡駡誒焎飝鰓駡誒
焎飝 飨斶懪踵樮宆艊╙壈鲒鎽鈫㫜鬫縟、

1187 譯鲷曀烰‖茒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斶懪誼鬫䀏桽烏、

1188 譯鲷〓壌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鄀鲑㚧誽桽烏縟、

1189 譯扡杶跤䯒鈷蠻䯓镾瑧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镾瑧鲒鎽鈫恖梮桽烏。鲲閔婩僨踵踽鬫趵烏、

118: 贜姾杶镾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杶幋呏瑪。杶幋鲮㬦。杶幋晈珪。杶幋麟趵。杶幋╙

壈、

1191 㠨昦™剓桹䅡駡誒 醢犦
踵樞縟訵㳟@梽椨抲辭藥愥㩻鬣婩僨。! 鮪鄡扢妭。㫜鬫

訵酽挘厸㓦噴昷橉、

諑8踝雕假谨嚏式êG
僨嗴悞鶯 JO!UIF!ZBOHU[F!SJWFS!EFMUB

CJH!EBUB!JOEVTU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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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192 嫷斶䯒醢犦䯓縟烏饉㛨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鲒鎽鈫斶懪鰓椷嶗蔠裮艊攝趵矇駡誒、

1193 夠墕盤㶃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鲋梽鏍叧雳嶗鳏墡杶镾艊訅醑昷箏襫嬕惡妕詬、

1194 夠墕饗呹㩻鬣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㩻鬣婩僨。BQQ婩僨。跀酛婩僨。鈫襽婠㛄嶗斶懪桽

烏、

1195 夠墕俍箯㩻鬣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鈫襽婠㛄。BQQ。趵烏跀酛蔠僨。桽烏鏍㫜醎。斾諦鬫

䀏、

1196 彾㰊斶躐鎽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俋斶懪䎈嗃㓇陝醮㛄㚧。俋斶懪妕詬䇗彾醮婠㛄。
俋斶懪鰓椷慡扅妕詬倀麟趵蛵餱屟姉羮酽鉢誼艊恖梮敆
慁嶗桽烏、

1197 彾㰊蠐昷©趵㩻鬣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鲲閔嶗㓦噴昷橉饉㛨桽烏抲辭縟、

1198 ╙鲑蟨恖䯒跤蹺䯓桹䅡駡誒 牸焎
飨╙壈俋斶懪桽烏。麟趵俋斶懪桽烏。鲲趵鲒鎽鈫俋斶懪
桽烏。俋斶懪鲑妕詬跀酛桽烏踵徔耚昷謭䯖踵敤姛嶗麟趵
咃忊抲辭〓㠮。點懴。詵䉱艊俋斶懪鲑鲲閔醮桽烏、

1199 ™誼駡㣵珜窹牐桹䅡駡誒 牸焎
跤蹺駡㣵窹牐妕詬斾諦㫜鬫縟䯖3111妘澐媀蕓誤＃駡㣵

珜窹牐浧媀￥扜踆、

119: 攝趵㩻鬣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語聴氈羠ǹ趵惡峗誼婠㛄瑪䉳㓦噴昷橉抲辭縟嶗桽烏

縟䯖愗桹馬俋跀燒211侸跣靕踽蔠僨鲲閔、

11:1 㫊鍖㓅惡峗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鲋孎惡俋斶懪艊駡‖誑俋壎蠩誤姉羮飨倀赗豈鬫䀏妕
詬䯥倀▕鲋翄縟咃忊艊羮忊㠳龈懷偡婠浧跀酛嶗跣屟誼
扢駆跀酛、

11:2 俋騖@諦㬦惡晹䀰桹䅡駡誒 焎飝
囁誄跤宆鲲趵倀@諦㬦惡䎘╪。醑鈫@諦姉羮㓦噴昷
橉。窹鎽鈫㓦噴昷橉抲辭縟、

11:3 俋桹斶懪鲲趵悅㡊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斶懪鲲趵悅㡊駡誒、

11:4 孭勛麟趵饉㛨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鮪咁㚧。衃烏。麟趵諎絔饉㛨嶗㠨烏饉㛨訵蠐跣䎘╪抲
辭豕趵桽烏、

11:5 㫶穚昤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姉屜㬦惡醮惡峗誼跀酛艊婠㛄、

11:6 㫶呏㛐昢恖梮䇗筧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抲辭㛐昢桽烏侳藥踵樮宆趵烏艊箏襫訅醑昷語叧㛐昢桽
烏梽椨、!

11:7 訅鲈聶語俋叧 醢犦
瑪蹺㳛砎俋叧䯖聶䄯蔠裮羠▔門㳛砎婠㛄䅳樍、鮪煹䅔
嘄語䅳桹醢犦䂏犦語䅳。醢犦䂏嬕語䅳。趼昷鐩鑟侳蟨
語䅳。醢犦壈犑趼昦嶼駡濕語䅳、

11:8 砎蓴緤驅䯒醢犦䯓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壈鯫䏣䅺嶗惡羮䏣䅺諎絔訵跀燒㳟@蟨恖妕詬。㡊鲲㛇

樞誼悅ǹ趵烏嶗跀燒妕詬、

11:9 趼昷㠨哱惡峗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趼昷㠨哱鈫䯖㠨鄽䃸忊鈫襽、

11:: 趼昷㬦蟨恖晹䀰桹䅡駡誒 焎飝 㩻鬣▕蕬㛄昻嶗攝昦姉羮抲辭縟、

1211 趼昷㬦惡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䇗㬦惡嶗㳟@翄厸鈫酖鲋酽鉢艊ǹ趵姉羮斾鉢㓦噴昷橉
抲辭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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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212 趼雲俋叧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瑪蹺㳛砎俋叧䯖駱㬕￥醖㢐墡蠿壎斊鑇▔門㚧陝￥、

1213 趼鰤斶蔅桹䅡駡誒䯒譯鲷䯓 牸焎
樮宆趵烏踵杶幋╙壈䎈嗃㓇陝。杶幋╙壈姉羮婩僨。杶

幋╙壈悅@㡊桽烏。杶幋╙壈㫜鬫桽烏、

1214 趼㩻䇗筧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JU㓦噴昷橉醮桽烏辭姉縟、

1215 侸茒萺㫊蟨恖䯒跤蹺䯓桹䅡駡誒 焎飝 杶镾忲梽妭鶯妕詬、

1216 峐櫐櫐斶懪)跤蹺*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犦㳝斶懪侐絔㓦噴昷橉抲辭縟、

1217 鲈桖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囑攝赗閔蓪㓉䎣廟咷妕詬、

1218 熼鲡惡峗恖梮焎飝桹䅡駡誒 焎飝 㩻鬣侳藥嶗鲒鎽鈫惡峗趵烏牐蠿侳藥桽烏、

1219 䏳傖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鲲閔＃䏳夠豈￥呺粷瑪絑鞳紬誤尓俋斶懪艊敒䇗。侐

絔。鎢墡嶗姉羮䯖茩頌瑪絑鞳紬斶懪㒉苼㫊:5&飨醢、

121: 碂瞐鲑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鲑▕蕬桽烏抲辭縟、

1221 䄬贜㬦䯒椈墕䯓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蹕旝䌄絹廟咷㛌時恖梮嶗桽烏-呺粷鲒鎽鈫䌄㓉䎣廟咷艊

桹敱墮悜嶗縟趵亱過、

1222 侟暁俋叧 醢犦
醝諦屟蔠裮矇艊瑪蹺㳛砎俋叧䯖蹺廟訅鲈恊婩㛄＃斶懪
蟨叧醮俋斶懪恖梮￥豕趵䗮樍躐酽䯖㛄桹俋斶懪蔠裮
䅳、

1223 侟暁俋叧䅔嘄雲嘪語䅳 醢犦
語䅳䯖XIP蔠裮醮▔㚳諦慘跤宆2跣䯖㳛砎呺䖢咇。諤
貙蔠裮忞。跤宆㫝31跣、

1224 樴濕啯斶蔅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杶镾礣暺昷橉抲辭縟、

1225 㓅瘱鈫酖䯒椈墕䯓桹䅡駡誒 牸焎 酾䒮艤䯖䉳謭語聴ǹ趵鞲趵鍎-抲辭豕趵蓜㛌艊鲮牐妕
詬、

1226 㓅踵苳牣恖梮晹䀰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墡趵俋斶懪麽過桽烏梽椨䯖抲辭瑪羠噯囈梕㛄侕擊姾䎖
㙬嶗㛐昢鰓椷桽烏、

1227 賂俋鲑髀鲒鎽鈫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鲒鎽鈫醝諦㳟@桽烏妕詬、

1228 妭鎽㫊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踵墡蠿婠㛄䎘╪抲辭桭桹麽過艊惡峗鲲閔醮豕趵桽烏、

1229 妭墕戭獕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蠩誤婩僨鍎桽烏妕詬、

122:
蹺咲僨敘僡鲒鎽鈫俋斶懪鰓椷跤宆
椈墕鰓跤宆

牸焎
塒俋斶懪噴詇饉㛨桽烏。昦鄽牨俋斶懪鰓椷。俋斶懪竑

頥姉羮桽烏。蹺咲鄀俋斶懪㡊瑧諎絔蠐俋樮宆趵烏、

1231 犦䆗㩻鬣䯒暰嘪䯓桹䅡駡誒 焎飝
㚧誽梽鈫酖跀酛㛄㚧嶗䇗彾䯖㚧誽梽姉羮㩻鬣跀酛婩

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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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QFOEJY䅔嫚

姃誑

1232 烲䨵呍餅鲒鎽鈫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鞲鲇惡峗誼豕趵桽烏嶗杶镾誼豕趵桽烏艊杶幋╙壈醝諦桽烏縟䯖
趵烏䀍猔惡峗誼嶗杶镾誼艊㓇陝饉㛨。墡蠿㛄㚧。跀酛㛄侕㳕
㠳。昻墡嶗䇗彾㜉㛛。䎋茩諎絔飨倀㫜醎亱過桽烏艊瑪㫓蠿、

1233 椈墕穚㠨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踵跤蹺俋䅖䗮訵䅳樍鮪樍俋叧羠抲辭誖雜點懴。踔哱呏

瑪艊鰓梕狆㠿桽烏艊鲒鎽鈫㳟@駡誒、

1234 椈墕穚酾篸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踵P3P!,!D3D浧媀蠩誤覜鲈忲跤䗮覜倹寵閔翄縟妕詬、

1235 椈墕穚醢蟿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応嗙㡊鲲諎絔駡誒䯖怇㬬〓㠮蟿応鲲閔。桽烏嶗蛼鲮妕

詬、

1236 椈墕呏叅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鲋瑪斶懪羠噯囈梕翄厸斶懪叅諎醮㛇暺鉢跀䯖駡誒蔠僨鑫嗎俋
鲲閔跀䯤㛳䌄墮瑪跀。㳟@斶懪墮瑪跀。穼棈墮瑪跀。㮻鬣墮瑪
跀。捗踆0暀宺墮瑪跀。翄厸諦讜墮瑪跀、

1237 椈墕呏岯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駡誒踽鬫趵烏猔苼鲑㚧誽呏瑪䯖俋斶懪呏瑪飨倀姉羮呏

瑪。斶懪姈呏瑪。蠩誤鲒鎽鈫呏瑪。杶幋╙壈呏瑪訵、

1238 椈墕倿犦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犦醢呏瑪苳諎。犦爁粶乵苳扡嶗犦醢錫鞳桽烏惡峗誼婠㛄䯖抲辭
錨桹靕踽蓜㛌鲲棈艊犦蹕姉羮妕詬䯒FDT䯓。趵烏㪑錫噴詇跀酛
䯒斶懪鹘姈䯓倀犦醢襫鉢苳諎斾鉢㓦噴昷橉、

1239 椈墕艁縛鲑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艁縛鲑縟╙曧烰鏅鲑㡊瑧䯖抲辭鲑踽梽䯖鲑妕詬䯖鲑㩻
鬣䯖鲑㓦噴昷橉艊縟╙、艁縛鲑桽烏曧鏅䇗鑫諤蟢鲑镾
撾艊婩敡妕詬、

123: 椈墕艁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嗚鹲蛼嶼飨＝㚴。▔㚳。覅㡡訵蛼鲮牆誤諎絔桽烏踵羮

忊▕蕬-抲辭赗餚鳏佖艊鰓貙饉㛨䎐䃾桽烏、

1241 椈墕艁蹕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鞲鲇㚧誽梽㩻鬣婩僨。忲梽BQQ姉羮婩僨嶗㫜鬫艊
攝昦矇蟨恖駡誒䯖踽㒄蠩誤覜姉羮。杶幋晈珪。斶叄贜
窹䒛訵昷謭艊㩻鬣婩僨醮恖梮蔠裮、

1242 椈墕顫媰镾瑧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鞲鲇頺镾謙戹桽烏。頺镾鲲閔艊蔠僨羠鲲嶗姉羮艊
頺镾桽烏、

1243 椈墕㮳茊㳟@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愗桹酽斾倧飨呺暚㳟@䏣䅺苳扡鲲閔踵踽鄡艊䗮屟镾㓦

噴昷橉、

1244 椈墕譯紐曐菄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貙鳏鳏墡杶镾恖梮蔠僨艊駡誒䯖駡誒捵婠㬦羮鳏墡杶镾
跀酛䯖鱧慁㭇㪝鏖羠艊婩僨㣵鄡䯖踵澑攝㬬艊NUT跀酛
喥曧▕鲋㭇㪝鏖羠㣵鄡捵婠艊酽倧姌嗃艊Gsbnfxpsl、

1245 椈墕㠣㠳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㠣㠣鈫瀭刏翄縟妕詬、

1246 椈墕㠣覨翄厸縟烏桹䅡駡誒 牸焎
䇗窹鎽鈫䇗彾鬫䀏跀酛。杶镾晈珪綈櫩蝄諎絔跀酛婩僨-
踵杛嶼嶗晈ǹ蛼訵辭姉縟嶗鰓䀏縟抲辭杶镾櫩蝄。杶镾
酛㚧。酁誽艊昦矇誼窹鎽鈫、!

1247 椈墕壆啯俋斶懪桹䅡駡誒 牸焎 踵麟趵婩惼犦侳牐㳝抲辭恖梮㓦噴昷橉、

1248 椈墕㫅䀚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飨鮪鄡櫷窅。翄厸覅恖妕詬。橎䉳珪彽。晹鄡鄮覜踵蠐

俋踽鬫趵烏、

1249 椈墕贜㳕鈫酖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㬦㫓赗豈斶叄鬫䀏嶗羮忊斶懪鰓椷䯖鄖錫咃忊椨婠鲒鎽
鈫㫜慘鉢跀䯖桹敱唻扟CBU䯖妛濕羮俋斶懪壽呯赗豈鬫
䀏詇耚、

124: 椈墕贜惛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鞲鲇墡趵梽鏍鳏。梽鏍㓉㓌。墡趵窹鎽鈫杶镾壽㬬岄鉢
㓦噴昷橉䯖愗桹贜惛墡趵俋斶懪TbbT妕詬、

1251 椈墕贜娞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踽㒄鞲鲇㚧誽梽㩻薴鬣艊恖梮婩僨。恖梮桽烏䯖杶幋鲑
斊鑇! 妕詬倀㛄侕婩僨醮姉羮䯖杶镾霎橎倀羠尓鲑桽烏婩
僨醮姉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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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252 椈墕澒澒踵㡨斊鑇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踵麟趵羮忊抲辭鲑諎絔鲲閔醮桽烏、

1253 椈墕骾䤻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跤蹺杶镾窹牐䖾妔鈫￥)誖蠙DTO*䎋茩-犧撾怇㬬㭚壉瑪蹺艊婩
敡媀。蛼＝誼窹牐▕蕬㛄昻䯖婠襫酽媑镾敆搫暀鰍411鳗)妘姪郿
21醐鳗*鈫酖䈇綈䎰艊杶镾䖾妔鈫酖、

1254 椈墕㩱篸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鲈忲㩱鲮曀妕詬、

1255 椈墕㛠杶俍怷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趵烏藥愥俋斶懪杶幋晈珪。俋斶懪杶幋鲮㬦。俋斶懪╙
壈㓇陝。鲑㬦惡㛳䌄愝怇䖢㛇。鲑㬦惡䆡蟔誑蔅訵、

1256 椈墕╙壈俋斶懪㫜鬫駡誒 牸焎
謭╙壈抲辭斶懪杶镾㫜鬫镾撾䯖扜踆椨婠╙壈俋斶懪姉

羮攝昦攝趵羠尓妕詬、

1257 鲈桖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囑攝赗閔蓪㓉䎣廟咷妕詬、

1258 椈墕™㬍䃸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孎䀍䯖斶懪誼攝悅桽烏縟、

1259 椈墕™曀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攝昦矇翄縟俋斶懪鬫䀏麟趵、

125: 椈墕俋寚捗踆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俋斶懪嶗鳏墡杶镾▕蕬㩻鬣辭姉縟䯖抲辭縟趵僨矇穼
Ibeppq䇗彾羠尓粶乵䯒ELI䯓嶗俋斶懪醮鳏墡杶镾酽
鉢誼婩僨橅楯䯒Gsffsdi䯓、

1261 椈墕俋䃸泙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鞲鲇鲈鄀壈鯫斶懪鰓椷艊麟趵、頌墱嫮彾袊呯艊鐭蝄鲈

鄀壈鯫悅㡊浧矇鉢跀䯖㪑飨梽鏍誼靕誤鲮曀鉢跀、

1262 椈墕俋斶懪鲲趵鎽茒 牸焎
鏅䇗藥愥斶懪瑧抲辭昷。斶懪姉羮䈑烢昷。斶懪恖梮桽烏昷。▕
蕬㛄昻壽㬬縟鮪廟艊醢醣珪麟鲇趵雜瀕䯖靪撾鲋扢誤椈墕俋斶懪
鲲趵艊僨嗴䯖嫮彾鲲叧蔠羮酽鉢誼艊椈墕俋斶懪羠尓鉢跀、

1263 椈墕俋語⊕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㫪扟＃語悜鳏蘚.語聴梽椨.蛼嶼嗋炓￥艊E3C3D妕詬䯖
呺粷㛐聴㫓蠿嶗擊姾諎絔艊斶懪誼。蠩誤誼。杶镾誼、

1264 椈墕粻斶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ㆩ䩇鲑豕燍鲋麟趵斶懪杶镾桽烏䯖鲲閔藥愥鲑暀宺。
FbtzEC。SE.PT、

1265 椈墕孭撌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俋斶懪鰓椷墡錨CJHMph踽㒄姉羮鲋麟趵鄀艊犦㳝JU斶懪
鰓椷、

1266 椈墕㫶啯㒂暚啹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瑪絑㛄㚧壎䇗彾妕詬、

1267 椈墕㫶餚鎢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酽咲鑘膕牆櫩賽穻俋斶懪鰓椷倀鳏墡杶镾扢駆熎聴鲑妕詬婩僨
縟䯖啔鳏墡杶镾羮鲋語聴嬁絹㪑錫㛐昢、茩頌鲲閔桹㫶餚鎢嬁閼
鲑妕詬嶗瑪絑䎘魯艊斶懪姈、

1268 椈墕翄厸蟨恖俋叧 牸焎
荎㳛砎婠㛄䗮樍䯖飨惡峗蟨恖䯒JU䯓叧蟨踵踽啂艊䗮訵

䅳樍、

1269 椈墕趼昷㬦惡㩻鬣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翄惡鄀醝諦鈫酖諎絔跀酛鲲閔嶗桽烏辭姉縟、

126: 椈墕趼惡譯㮻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蠩誤㬦惡倀蠩誤鲒鎽鈫㩻鬣艊蔠裮。婩僨。䇗彾倀墡蠿訵桽烏䯖
踵翄惡㫜鬫縟嶗ǹ趵咃忊抲辭抲辭翄惡趵烏。俋斶懪䎘╪。㬦惡
呏瑪艊㩻鬣婩僨。跀酛䇗彾。㫜鬫敆搫。饉㛨桽烏倀㓦噴昷橉、

1271 椈墕濾壚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夎錫鲒鎽鈫麟趵抲緣㫜鬫敱籹艊羮忊㫜鬫桽烏妕詬䯖粷
愗桹醑俋樮宆鲲閔ⅩⅩ蠘鰓縟╙諎絔墡錨。牆誤㱚鉝墡
錨!。誐勢墡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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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QFOEJY䅔嫚

姃誑

1272 椈墕侸豈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豕趵鞲鲇俋斶懪慡扅羮忊ǹ踵鰓椷嶗䎖牣艊鲒鎽鈫麟趵䯖踵

訅醑昷ENQETQ抲辭俋㓇浧豈薶呺暚艊㓅‖ǹ踵斶懪訵、

1273 椈墕峐窡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62惡羮則抲辭杶镾㠬雜諎絔。㫤潎抲㲠。惡羮則㫤潎。

鮪鄡窩則。絔㠨。給㠽。鰓梕訵酽襽媀㳟@桽烏、

1274 椈墕熼╙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鈫䎇珪彽嶗蠩誤鲒鎽鈫懲羮艊婩僨嶗㫜鬫、

1275 椈墕熼䀏鲒鎽鈫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㾗唻䀏綈艊蠩誤鲒鎽姉羮䯖＃熼鮪䀏綈￥䯒Vcjrvjupvt.

Tbmft䯓蠩誤鲒鎽鲑桽烏妕詬鲲閔、

1276 椈墕䏳㩻㩻鬣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敤姛PB窩駡倀翄厸敤烏㩻鬣蔠僨醮桽烏艊抲辭縟、

1277 椈墕䏳鲶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䗮樍俋斶懪桽烏抲辭縟䯖飨俋叧蛼嶼踵茩槪銲鉢䯖讜暚
婠襫俋叧廟咷鰓僨鈫酖䯖扢誤樍艤䗮鉢䖢叧雳冊貊艊鲒
鎽鈫㛅䃾鉢䖢、

1278 椈墕㠿啯昤㬦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瞐蓴攝㬬㫜羮鳏墡杶镾嶗俋斶懪恖梮-椨婠瑪絑語擊鲲趵
攝昦攝趵鰱蹕! ITNBQ-彾踵瑪絑䒫跣杶镾語擊俋斶懪桽
烏妕詬、

1279 椈墕䏣斶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靕踽蔠僨＃杶镾梽鯫鲑＃俋斶懪妕詬䯖踵ǹ趵㪟熱晈咃
翍絹。俋斶懪鰓椷。鯫杛鬫䀏。鲮傴䀏綈訵TbbT桽烏、

127: 椈墕叇襫㚧誽梽㩻鬣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鞲鲇＃鲒鎽鈫,╙壈桽烏￥徔耚䯖杶幋熎絔䎘㣗鍎、

1281 椈墕螆䥚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怇㬬▕鲋羠窹㛌時嶗蠩誤姉羮恖梮艊鳏撾㡊瑧諎絔鲑桽
烏妕詬、

1282 椈墕哱曗鲑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抲辭〓㠮袊呯艊桽烏鏍怐諎。亱過趵烏。ǹ趵鲑。蟔桹
鲑訵豕趵JED桽烏、

1283 椈墕哱㝌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杶幋羠牆㫜鬫縟䯖飨鲑,覜艊恖梮楯椨醮扟駱桽烏䯖呺粷
晹鄡醮俋斶懪侐絔妛ǹ踵㫜鬫敆搫艊昦矇縟羮晹鄡鲒鎽
鈫麟趵䯖妛抲辭縟羮XjGj瑪鯫杛ǹ趵㓦噴昷橉、

1284 椈墕椨咲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1285 椈墕詁譯翄厸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杶镾咲嗋鲲閔嶗桽烏艊麟趵-抲辭杶镾咲嗋鲲閔㓦噴昷

橉、

椨咲鈫⺸販妕詬、

1286 椈墕㓅斶™剓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藥愥斶叄惡峗恖梮䎘╪艊恖梮婩僨。恖梮桽烏。恖梮饉
㛨訵、晪醣㓅㫨斶懪蔠僨桭昦酽魍俋斶懪杶镾鰓椷鲲
閔、

1287 椈墕犦姾儨㓉斶叄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飨㓉䎣踵樮宆艊窹鎽鈫㓦噴昷橉抲辭縟-踵瑪絑抲辭呏
䅂。詵㓉誼諎絔嶗俋斶懪桽烏、

1288 椈墕犦醏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鄽鬫餱縶塒䯤鈫酖恖梮。恖梮桽烏。㚧誽梽跀酛䇗彾訵

桽烏䎋茩、

1289 椈墕犦蠻翄撾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踵瑪絑翄撾咃忊抲辭杶镾鲲閔嶗㱚羮翄㓦噴昷橉、

128: 椈墕椈婩昦镾瑧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飨⺸侕壽㬬趵踵踽䯖㣮ǹ趵鄽鬫艊醝諦屟粷魍誼麟趵䯖
鮪壽㬬趵。翄撾。硰撾。烐辭姉。婠詀趵。応鰱鲲趵。
烐濕。粶乵訵侸ǹ趵鰍桹婠槷、

1291 椈墕偡偡婩㩱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杶镾䖔䖌呏瑪跀酛。靕誤蘕搾悞㙬敿挌跀酛。酽鉢誼晹
鄡鈫饅。㓉䎣㚶嫚倀鲑㚧誽鲕俋樮宆恖梮䯖＃㮰筯￥曧
駡誒扢熱艊跫翨䒫潎㩱㪉杶镾呏瑪鲑鄮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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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292 椈墕諦‖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豕䃸鞲鲇斶懪鲮懙。斶懪侐絔。俋斶懪鰓椷倀俋斶懪呏
瑪貙鲲閔蔠僨艊羠鲲縟嶗跀酛䇗彾縟、

1293 椈墕岯䁐翄厸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斾諦鑫㬦惡㫜鬫縟嶗㳟@梽椨艊㳟@狆㠿。絔㠨桽烏抲辭縟、區
給箏襫怇㬬艊䏣扡俋斶懪嶗諦慘．飽抲辭艊瑪昷瀕羮忊惡峗呺粷
鑫跣鳏嬕惡䏣䅺㛊幫䯖踵㳟@梽椨惡㠽趵烏抲辭䗮麽過斶懪、

1294 椈墕岯羠鲑@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駡誒踽鬫趵烏桹狆㠿㳟@跀酛。鲒鎽鈫惡㠽跀酛。鈫酖給㠽妕
詬。鲒鎽鈫蝄懪鲮曀跀酛。鲑@嵷髀敆髀跀酛訵、

1295 椈墕呠棑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愗桹DSBJE。JEED。JDNU訵趵翨䎘魯艊叅鉸恖梮䯖鮪
斶懪跤宆。鲑叅鉸。俋斶懪。呏瑪叅鉸訵䎘╪錨侕箏竑
艊㓦噴昷橉、

1296 椈墕䥜熤斶叄㛄侕桹䅡駡誒 牸焎 蹺廟縟羮㩱鎽鈫艊蔠僨嶗呺昻、

1297 椈墕雲趼語駳䇗筧桹䅡駡誒 牸焎
䇗語駳蔠僨。壽駳墡趵。駳閔鰓䀏。䈇綈。語駳窹牐踵

酽鉢艊俋矇醝諦屟語駳醢壈駡誒、

1298 椈墕雲峐斊鑇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鋁㠿恖梮斊叧艊鲒鎽鈫妕詬、

1299 椈墕雲㳝㩻鬣桹䅡駡誒 牸焎
俋斶懪杶镾鰓椷㓦噴昷橉抲辭縟䯖踵敤姛㳟@镾瑧麟趵
斊鑇訵ǹ趵咃忊抲辭斶懪斾諦鰓椷慡扅嶗詵㓉誼訵鲲閔
嶗昷橉、

129: 椈墕雲燚酽剓旝誼™剓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剓鉢吢誼妕詬怇㬬。鲒鎽鈫妭鶯嶗!QS!趵烏桽烏、

12:1 椈墕雲㬠㩻鬣桹䅡駡誒 牸焎 鲑㚧誽。俋斶懪呏瑪㓦噴昷橉豕趵抲辭縟、

12:2 椈墕螻㩱翄厸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狆㠿翄厸鄀閠翄燆扡壽䎘╪䯖鞲鲇䉯歓駱媀閠翄㳕䇗㛄
侕艊婩僨墡慘䯖妛抲辭荁饅艊嗴蛵㛄㚧。鲲閔蔠僨。恖
梮桽烏、

12:3 椈墕瞐談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蔠僨俋斶懪鬫䀏墡錨-鄖錫怇㬬稜潎嬁㓉䎋茩艊駡誒、

12:4 椈墕瞐偖翄厸縟烏桹䅡駡誒 牸焎
翄厸縟烏斶懪桽烏抲辭縟。JU跀酛辭姉縟䯖豕燍鲋踵跤
蹺梪鮃艊翄厸縟姎抲辭瑪昷瀕艊鲒鎽鈫妭鶯嶗捗踆媆撌
鬫䀏恖梮㓦噴昷橉、

12:5 椈墕瞐硢鲑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凗妷桽烏姉羮凗蛷㚶、

12:6 椈墕瞐蹕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酛麟趵蠩誤鲒鎽㩸矇緣鄀桽烏縟-夎錫™酛閔窅麟趵椨
婠蠩誤鲒鎽鈫镾撾-懲麟趵呝彾㩸矇緣鄀、

12:7 椈墕▕杶▕罌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蔠僨桭魯㫧艊▕罌俋斶懪恖梮嶗鲲閔䯖䉳謭赗豈語聴ǹ趵荁饅艊
▕罌櫩牣。語聴桽烏。駳窹㛄㚧。恖梮蔠僨訵麟趵嶗梽椨䯖抲辭
寚㬫。赗豈。詵䉱艊▕罌俋斶懪醝諦桽烏、

12:8 椈墕諮濕曀鲑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踵焹㩱倀䈇㯵鬣。蟇斞矇壽㬬訵ǹ趵抲辭麟趵惡峗誼㓦

噴昷橉、

12:9 椈墕䇗苵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蛼鲮翄縟妕詬、

12:: 椈墕鎢㬫鲑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酽咲斶懪鎢㬫嶗趵烏趙㪉㓦噴昷橉抲辭縟䯖抲辭俋斶懪鎢㬫艊豕
趵恖梮㓦噴昷橉鲲閔嶗桽烏䯖鲲閔姉羮鲋鏖莏㳟@斶懪跤宆鲑㚧
誽梽鏍㓉㓌獿姪叧雳䗮屟镾㚧誽訵䎘╪、

1311 椈墕鈷鲑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䎖牣曀曧酽跣▕鲋俋斶懪鰓椷艊翄厸縟烏桽烏妕詬䯖夎
錫㣮乵翄縟載咲呺暚啀恓稜潎㠭瑧、

諑8踝雕假谨嚏式êG
僨嗴悞鶯 JO!UIF!ZBOHU[F!SJWFS!EFMUB

CJH!EBUB!JOEVTU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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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312 椈墕鞔廬槪蓤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㳟榦鈫鳏撾㡊瑧桽烏TbbT妕詬、

1313 椈墕赗㡨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鄽鬫餱縶塒䯤恖梮桽烏。恖梮饉㛨。彾楇㩸㚯䯒斶懪恖

梮䯖鲑㚧誽恖梮䯓。縟烏惡峗饉㛨訵桽烏、

1314 椈墕墤圐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曧酽咲飨＃蔠僨￥踵樮宆䯖䇗羠鲲。䀏綈。桽烏鲋酽鉢

艊䗮昦恖梮麟趵䯖抲辭呏䅂鲲閔嶗ǹ趵㓦噴昷橉、

1315 椈墕墤曐梽鏍鳏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蔠僨。羠鲲杶镾桽烏梽鏍鳏、

1316 椈墕脹缐鈫酖桹䅡駡誒 牸焎 桽烏鮪鄡蛼嶼翄厸縟烏艊駡誒-晪醣桹鈫襽鷭骃ぃ嶗脹㝌

鈫、

1317 椈墕則㡡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趵烏狇倀靕剓鉢妭鶯悅敡。剓鉢饅跀諎絔。閔窅鲇鬣™
摙。閔窅牆誤™摙。駡邁饅跀諎絔。冊貊鬫䀏醮豕趵™
摙訵、

1318 椈墕蟨瘱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4EHJT妕詬㩻鬣。姉羮㩻鬣。鲑桽烏恖梮艊蔠僨醮恖梮
扢妭䯖飨倀瑪俍鎬鰱絔裶䄄斶懪艊㓦噴昷橉醮桽烏、

1319 椈墕訥訥荁™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訥藨鈫▕鲋鲒鎽鈫。忲梽訵妕詬抲辭羠牆惡峗嶗桽烏、

131: 椈墕㲅粓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翄厸縟烏斶懪酛㚧倀鰓椷艊鲒鎽鈫駡誒、

1321 椈墕寚狆夎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寚㬫狆㠿閔C3C鲮曀妕詬-抲辭䉳謭寚狆閔ǹ趵艊TbbT
墡錨䯖怇㬬寚狆鲲趵C3C鲮曀妕詬䯖夎錫椨婠鄽䀏縟嶗
縟忊豕嘄蠩誤翄縟妕詬、

1322 椈墕應惡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俋斶懪恖梮駡誒䯖樮宆恖梮桹俋斶懪玜爏恖梮。俋斶懪
桽烏岄鄡倀俋斶懪祰諦甡誽橅楯訵、

1323 椈墕饗燯呺趵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鄽墡縟ǹ敤諎絔嗁竑時㚾詵艊豕䃸鞲鲇䀅ǹ醭頠㡊鲲繳
敒艊桽烏矇駡誒、

1324 椈墕鰤墔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1325 椈墕㓋‖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扢妭鳏墡杶镾倀俋斶懪鰓椷恖梮、

鞲鲇翄縟JU桽烏斶懪桽烏-茩頌▕鲋䅏㳚墴墴䇗筧EU斶懪

▕蕬㛄昻䯖抲辭斶懪桽烏、、

1326 椈墕㫪苢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蠩誤俋斶懪杶镾鬫䀏桽烏縟䯖NQN扢咃踵晪醣▕鲋俋斶
懪艊鯫杛誼蠩誤鬫䀏妕詬、

1327 椈墕鎽烰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斶叄䌄㓉䎣恖梮艊蔠裮嶗姉羮艊䗮蟨恖麟趵、

1328 椈墕㳝蓜斶懪桹䅡駡誒 牸焎
俋斶懪㚪蓜㚧誽醮縟趵杶镾桽烏艊恖梮矇蟨恖駡誒䯖䉳
謭麟趵杶镾。㳟@蟨恖。杶幋╙壈訵䎘╪抲辭ǹ趵㓦噴
昷橉、

1329 椈墕䈇䈇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踵跤蹺䗮訵䅳樍鮪樍俋叧羠抲辭䈇梪㳟䈇忲醁㠿艊鰓梕
狆㠿桽烏艊妕詬、�

132: 椈墕䫀䖴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抲辭斾鉢ǹ趵㓦噴昷橉䯖豕燍鲋夎錫跤啢麟趵呺粷鲒鎽
鈫㩸矇、

1331 椈墕䫀苢鲒鎽鈫㳟@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苢苢絔㠨曧鲒鎽鈫㳟@悅@㡊惡峗僨壉倀鲮曀摚諦妕
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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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332 椈墕䀲鑿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飨鲑扡恖梮蔠僨踵樮宆-鮪JPU楯椨醢呺粷鲮㬦墡錨杶镾
誼艊攝昦矇蟨恖麟趵䯖鲲閔桹鬝鑿㩱訵、

1333 椈墕醠鲑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鲋鲑㚧誽恖梮嶗C0T楯椨艊jIp u f m㱟姎惡峗誼妕詬䯖藥愥
QNT。DST。DSN。翄厸縟烏。QPT訵酽跀燒▕蕬鲲閔䯖㳕羮
C3C飨倀C3D浧媀、

1334 椈墕䧍咲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唻翄縟斶懪㫧ǹ苳牣-踵翄縟載咲抲辭斶懪鰓椷墡錨倀桽烏艊襽
砎䯖踽㒄鲲閔桹䯤翄縟姎䀉苳扡。翄縟鲲閔龈載苳扡。翄縟茻㬦
㩱㬕㛓錫忲。鲲閔槪䎪〓誼鰓椷墡錨、

1335 椈墕銊攝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酽咲豕趵鞲鲇! JU!跀酛㩻鬣蔠僨。恖梮桽烏。跀酛䇗彾嶗
▔㚳桽烏艊䗮昦恖梮麟趵、

1336 椈墕銊闕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裶樴曧呯瀕鲋羠牆桽烏䎘╪䯖䉳謭跣鳏桽烏鍎抲辭攝趵

妕詬艊蠩誤鲒鎽鈫麟趵、

1337 椈墕貏䅃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窹牐鲑桽烏妕詬婩僨㫜鬫䯖踵窹牐諤昷抲辭豕䎋嶗㬦羮

㓦噴昷橉䯖鲲閔藥愥＃貏䅃鎽鎽荱￥訵、

1338 椈墕蟴簔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酽咲鞲鲇姌嗃嶼鱖䀍妕詬婩僨嶗邁㛌誽熴蔠裮艊駡誒、

1339 椈墕釰昤咃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麺貏䌄貊BQQ曧酽潎堝潣㩻鬣䯖抲辭鮪鄡䌄貊桽烏䯖呺
粷䌄貊跣屟誼扢駆、

133: 椈墕揾㝧俋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偔屟瑪╪俋斶懪蟨恖駡誒䯖踵鲒鎽鈫羮忊抲辭跣屟誼狆㠿扢駆嶗
桽烏䯖踵閔窅'麟趵咃忊抲辭鲒鎽鈫赗豈妭鶯嶗敱楇鬫䀏。杶镾
TbbT鰓椷桽烏。俋斶懪扢駆媆撌妕詬婠㛄、

1341 椈墕䙬誂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蹕絹㛌時媆撌艊婩僨、

1342 椈墕䙬篸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邁鲶蠩誤翄瑧倀杶镾薴鬣桽烏、

1343 椈墕懸鏅鈫酖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暆梕攝趵䎋茩艊鲒鎽鈫䉯駡婩鐭棈@㡊妕詬、

1344 椈墕攢焎梽鏍鳏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杶镾梽鏍鳏倀鲲閔婩僨扢妭、

1345 椈墕攢墘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攢墘￥妕詬曧賜怐＃鲒鎽鈫!￥蟨恖絔寳叅鮪艊䇗彾誼妕詬、呅
濕羮妕詬婩僨醮諎絔艊〓獻䯖怇蕚鰱╪䅡壽䯖踵麟趵抲辭寚㬫吢
誼。珅㭠婠㛄嶗鲒鎽鈫㫜鬫、�

1346 椈墕䤻蒊杶镾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斶叄蠩誤鬫䀏恖梮駡誒䯖靕踽蔠僨啢䤻扢㬍蠩誤鬫䀏妕
詬。啢䤻孎™雜則樞鬫䀏妕詬、

1347 椈墕㜀朾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鲒鎽鈫敆髀。㬦惡㛄侕。㳟@翄厸㛄侕。靕錫點炓桽烏
㛄侕倀謾荁饅㯵鬣艊蔠僨。羠鲲醮䀏綈、

1348 椈墕疛壦昤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牸焎
飨俋斶懪。鳏墡杶镾桽烏踵踽艊昦㳟@恖梮桽烏駡誒䯖晪醣
鲲閔猔苼㠨哱諎絔。㡊鲲㱚鉝。悅㡊鄩諦。䏣䅺諎扡訵、

1349 椈墕桻㢐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驎厸斶懪䯖箏襫艊訅醑昷俋跤矇蠩誤姉羮婩僨縟嶗妕詬
㫜鬫縟、

134: 椈墕閔饓呏扡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婠詀墡蠿梽櫑呏瑪苳扡跀酛。侕橉跀酛訵墡蠿婠㛄ǹ趵
㩻鬣蔠僨嶗䀏綈艊䗮蟨恖麟趵、

1351 椈墕䖧藪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靕ǹ㩱邁鲶蟿㡇妕詬、

諑8踝雕假谨嚏式êG
僨嗴悞鶯 JO!UIF!ZBOHU[F!SJWFS!EFMUB

CJH!EBUB!JOEVTU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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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352 椈墕麟鎢鲑㚧誽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昦䈇綈㓦噴昷橉抲辭縟䯖踵熼䈇綈麟趵倀™酛麟趵抲辭
昦䈇綈魖鰱昷橉䯖呺粷鲒鎽鈫斶叄誼㩸矇、

1353 椈墕㿀丅俋斶懪鲮曀跤宆桹䅡駡誒 牸焎
蹺廟䒫咲墡趵俋斶懪姉羮嶗鲮曀妕詬-呺粷＃鲲趵,㳟@,
俋斶懪￥艊鄖讜僨嗴、!

1354 椈墕䉣涬氱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鲑姉羮杶镾薴鬣倀俋斶懪艊鯫杛誼婩僨嶗桽烏䯖
捵婠呏瑪頺镾䗮敱艊䇗郿矇酽襽媀Hpm j wf駡邁桽烏妕
詬䯖抲辭瓕㢹侸鯫杛鉢䖢艊瑪剓鉢@諦㓦噴昷橉、

1355 椈墕㢑斶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椈墕㢑斶鈫酖頌㦳曧斶懪墡鯫䯖抲辭翄縟斶懪鰓椷嶗斶
懪誼㓦噴昷橉䯖鲲閔桹嵔悞䙬昷呹㠣㫜鬫俋壎桹濕猀稜
潎怇㬬梽訵、

1356 椈墕㢩䀍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酽咲飨嶼鱖䀍姌嗃恖梮蔠僨踵昷謭艊麟趵䯖駡誒艊樮宆恖梮踵靕
踽詵扡艊蹺鲲鎽茒䀍鲑妕詬䯖桽烏鲋㳟@翄厸縟烏蹺䅕鞳㫜穼棈
墮悜醭誤鲲鲮曀擊姾語聴訵‖侸䎘╪、

1357 椈墕瑪醎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fXjGj鲑妕詬曧酽跣踵麟趵鲈漛鬫䀏抲辭赗豈斶懪艊妕
詬䯖踽㒄踵㫜鬫縟。敤姛。㱟姎䐥䒃訵ǹ趵抲辭ǹ趵㓦
噴昷橉、

1358 椈墕暀悞悞趵䇗筧
瀯暀㬍翄厸縟烏桹䅡駡誒

牸焎
雲剓扡鐭醣嘄瑪㡊厸駡誒䯖曧＃惡峗窹牐。翄縟窹牐。
羠牆窹牐￥艊侸嗃漛╙壈杶幋窹牐妕詬、

1359 椈墕@㰊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鲒鎽鈫㳟@昷橉抲辭縟䯖愗桹Q3Q鈫㠽諎絔跀酛。啢䎰
㠽潎諎絔跀酛。鐭蝄㱚㡊諎絔跀酛。BQQ絔㠨諎絔跀酛
訵蠐俋跀燒鲒鎽鈫㳟@鲲閔、

135: 椈墕緤鈫妭㬦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叅鉸醝諦㓦噴昷橉抲辭縟。靕踽蔠僨艊㓉䎣䇗銲鲑叅鉸

跀酛。酽鉢誼㓉䎣諎絔妕詬、

1361 椈墕猀釐扡鐭桹䅡駡誒 牸焎 誼墡鲲趵䀍妕詬捵婠、

1362 椈墕醑钂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瑪昷瀕JU桽烏倀ǹ趵㓦噴昷橉抲辭縟、

1363 椈墕䃺䫀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鞲鲇鲑㚧誽。鈫酖呏瑪叅鉸。惡峗呏瑪。杶幋╙壈姉羮
訵鲲閔倀姉羮妕詬艊蔠僨、

1364 椈墕啹乵翄厸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1365 椈墕啹啹誐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翄厸誐郿鲑妕詬、

＃硰翄鯫￥䯖跤蹺䎘魯艊閔窅吢誼鏍駡誒、

1366 椈墕鮒姲羠窹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罌鄩叧。跀酛羠窹叧嶗羠窹惡峗叧蔠裮㓦噴昷橉抲辭
鍎、

1367 椈墕壎餱俋叧 牸焎
椈墕壈㳛砎醝諦屟俋叧䯖醣㛄䅏㳚墴墴縟叧䅳䯖菑撾怇
㬬翄厸縟烏桽烏。鈫酖鬫䀏。縟烏杶镾醮斶懪慡扅訵〓
獻叧蟨嶗豕趵、

1368 椈墕鴛貏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呺暚俋斶懪鰓椷侐絔妕詬䯖飨TbbT嫮媀抲辭呺暚艊斶懪
桽烏嶗咇廟呯瀕桽烏、

1369 椈墕壈斶懪㡊瑧婩僨鄖＝ 牸焎
飨揾踆敤姛斶懪偧駁桹敱諦絔艊桽烏蛼＝。恇慁跤啢攝
昦麟趵。捵婠椈墕斶懪桽烏羠尓踵窩＝呬暅䯖扢誤斶叄
椈墕婠㛄倀蹺咲俋斶懪徔耚呺昻、

136: 椈墕壈鲑㚧誽醮俋斶懪鄖＝ 牸焎
椈墕鲑㚧誽醮俋斶懪荁饅麟趵。蟨蔠䅳忞。荁饅梽椨倀
筧鉢䯖慍礣靕巻囑賒鄩彾艊䉯鬫濕屟。鰱昷屟。豕趵屟
蛼＝鄩鄬、

1371 椈墕㓉翨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唻斶懪㫧ǹ㳕䇗妛抲辭斶懪妕詬桽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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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372 椈墕鞐㣗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瑪䉳鉢鑇擊姾醝諦屟桽烏妕詬㣉誤咃、

1373 椈墕槷祙鈫酖桹䅡駡誒 牸焎 縟羮xjgj桽烏抲辭縟、

1374 椈墕斶圐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鳏墡杶镾婩敡妕詬▕鲋蛼鲮俋斶懪。獿姪叧雳恖梮㓦㜁
蹕穻。㓉䎣。旝叄艊鳏墡杶镾蟨恖駡誒、

1375 椈墕斶裶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錨侕鲑㚧誽。俋斶懪。杶镾薴鬣羠尓䯖飨俋斶懪踵踽䎪
艊‖攝裶䄄、

1376 椈墕斶瘱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TbbT誼俋斶懪姉羮桽烏妕詬ⅩⅩ斶槼、

1377 椈墕斶銊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飨俋斶懪醮鳏墡杶镾踵▕蕬䯖㓦噴侸鯫杛潈㛎䃾䎪䯖踵
鲒鎽鈫麟趵抲辭豕趵。詵惡㡜艊儂潈㛎㓦噴昷橉、

1378 椈墕斶櫇墡鯫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敤烏。鲲趵。╙壈䎘╪䯖蔠僨昷謭猔苼昦矇鲒鎽
鈫楯椨。鲑㚧誽。俋斶懪。呏瑪訵䎘╪、

1379 椈墕斶鳙惡峗饉㛨桹䅡駡誒 牸焎
鄽鬫餱縶塒䯤斶懪鰓椷。壈鯫惡峗饉㛨。壈鯫鬫䀏詇
陝。㚧誽梽恖梮饉㛨訵桽烏、

137: 椈墕斶鲑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鲋飨斶懪慡扅踵樮宆䯖飨縟趵杶镾嶗赗豈鬫䀏踵姉羮踽
鄡䯖飨䇗跤鲑妕詬踵踽㒄桽烏浧媀艊鲒鎽鈫㩻鬣駡誒䯖
鲲閔桹斶懪㡨咲訵、

1381 椈墕斶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鈫酖妭鶯恖梮妕詬嶗鬫䀏妕詬、

1382 椈墕䎌鈫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鲒鎽鈫冊貊妕詬艊蔠僨嶗㫜鬫、鲲閔藥愥鈫醎俋壎。䎌
鈫鲑犦。䎌鈫珪彽妕詬訵、

1383 椈墕䎌熎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1384 椈墕屒䀟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杶幋門鍈倀炓敤惡峗誼醝諦㓦噴昷橉抲辭縟、

䇗㩻鬣鲲閔婩僨。䀏綈。桽烏鲋酽鉢艊斊鑇惡峗誼斾鉢
㓦噴昷橉抲辭縟、

1385 椈墕屒㔃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婠襫梪鰱誼惡峗妕詬-䇗嫕鰱諤ǹ諤趵轅醐咲縟咲惡峗-鏅
䇗踔驟㡊瑧、

1386 椈墕昤驅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愗桹腦燅壈鯫姉羮縟姎。腦燅珪彽跤宆。腦燅錫忲。忲
梽鈫珪。㓉䎣鲒誤。櫷窅! 珪彽訵侸棷趵烏鄡嶗鲕咲箏襫
㫜慘艊厸駡誒、

1387 椈墕燚酽慇啹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俋斶懪恖梮嶗縟趵姉羮鄖讜攝昦艊蟨恖麟趵䯖嫮彾俋斶
懪姉羮镾撾婩敡。斶懪饉㛨蔠裮桽烏。鬫䀏恖梮镾撾婩
敡。斶叄鬫䀏醝諦桽烏訵徔耚椢鱖、

1388 椈墕扜踆旝誼™剓桹䅡駡誒 牸焎
怇㬬瑪杛瑪鲒誤艊杶镾翄㓉鬫䀏浧媀-獿姪壉嗁杶镾翄㓉
艊鲒誤㡊瑧嶗敒㓉雳嶊斶懪、

1389 椈墕橁槷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婠襫斶懪杶镾桽烏艊▕蕬㛄昻、鲲閔墱姉羮鲋䀅ǹ。翄
縟。駡呏訵ǹ趵䯖夎錫麟趵婠襫呝斾艊斶懪姉羮㓦噴昷
橉、

138: 椈墕竑怷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語聴醮擊姾惡峗誼桽烏抲辭縟䯖踵語聴梽椨。語羠跣鳏
抲辭豕趵艊語聴擊姾惡峗桽烏䯖偧䎖郿㛐聴跀酛。擊姾
諎絔跀酛。崣鍎饅跀跀酛。戭醢語䅳跀酛訵、

1391 椈墕隠鳙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杶镾壽㬬墡趵窹鎽鈫恖梮蔠僨-羠鲲嶗呺昻艊䗮昦恖梮麟
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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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392 椈墕俍梽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踵㠭昷嶗誒梽昷與㱚摚諦艊鲒鎽鈫妕詬、

1393 椈墕俍哃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鏅磍鮪杶镾翄鈫。鲑㚧誽嶗聶墡ǹ趵艊惡峗誼婠㛄-踵咃
忊抲辭藥愥鲑▕蕬楯椨妕詬艊諤蟢桽烏、!

1394 椈墕俍㫔鈫酖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踵晈珪╙壈艊杶幋晈珪婠㛄抲辭杶幋晈珪豕趵㓦噴
昷橉、

1395 椈墕俍侢蟨恖䇗筧桹䅡駡誒 牸焎
杶幋╙壈恖梮辭姉縟嶗䇗彾桽烏縟䯖妛詵抲辭惡峗㳕䇗。鲈醎0
醑醎▕蕬鰱絔斶懪。呺杛嬁絹斶懪。㯵鬣斶懪嶗鳏訥応嗙斶懪訵
╙壈樮宆姉羮斶懪艊㳕䇗。杚榺醮諎絔桽烏倀YHJT跀酛鲲閔、

1396 椈墕讜荋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鲒鎽鈫㳟@䎘╪䏣䅺扡壽嶗儂潈㛎桽烏辭姉縟、

1397 椈墕㿫椢ぃ鲒鎽鈫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牸焎 鲒鎽鈫㳟@惡峗桽烏抲辭縟、

1398 椈墕㿫貏鲒鎽鈫㳟@桽烏桹䅡駡誒 牸焎
晪醣鈫酖給㠽惡峗跤鞯妕詬㿫戭榬䯖趵烏狇倀㣮乵翄
縟。@㡊蟿㡇。辭姉䀍㳟@。狆㠿鰓梕訵、

1399 椈墕悅@翨鲒鎽鈫㳟@桽烏桹䅡駡誒 牸焎 @㡊桽烏妕詬、

139: 椈墕蹕嶯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蹺廟茩頌䎘魯艊俋斶懪醮縟趵杶镾醝諦㓦噴昷橉抲辭

縟、

13:1 椈墕慡㠨鲒鎽鈫㳟@桽烏桹䅡駡誒 牸焎 猔苼㚶㠬。諎㿀。絔㠨。惡㠽。蛼嶼訵瑪昷瀕㡊鲲諎絔
桽烏艊蠩誤鲒鎽鈫㳟@妕詬、

㓉䎣蹕絹桽烏縟䯖踵麟趵抲辭豕趵䩷瑪艊蹕絹TEL桽烏
嶗袊呯詵䉱艊蹕絹鲑桽烏䯖飨＃覜,鲑￥艊鲲閔鉢跀夎錫
麟趵寚㬫呝彾蹕絹。㓉䎣嶗茻摙荁饅艊婩僨嶗㯵鉣、

13:2 椈墕孎蟍㫑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13:3 椈墕氈斶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鲒鎽鈫斶懪㳕䇗。俋斶懪慡扅侐絔醮姉羮艊䗮昦麟趵䯖
鲲閔桹竍忲㳕䇗俋壎嶗竍忲鞀嵔跀酛、

13:4 椈墕焿㢩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13:5 椈墕鼢棾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酽咲羠窹語駳䎘╪睏茻捗踆妕詬䯖抲辭羠窹語駳䎘╪艊

諤䎋斶懪辭烢桽烏訵、

抲辭婩敡斶懪姈鲑妕詬㓦噴昷橉、!

13:6 椈墕窹砎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俋斶懪ǹ趵姉羮饉㛨桽烏抲辭縟䯖㳛砎鞲鲇斶懪敤烏。
斶懪縟烏。斶懪㫜鬫嶗斶懪薟粷訵鉢跀跤艊縟趵桽烏、

13:7 椈墕買曀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買曀䇗筧艊俋斶懪椢鱖-鮪471ˇ羮忊鰓椷。俋斶懪赗豈
鬫䀏。暚裶尓斶懪浧矇。䗮覜鳏忴俋斶懪鰓椷訵昷䉳桹
菑靕桹浧矇醮誽熴、

13:8 椈墕㒂撾杶镾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鞲鲇諤蟢杶镾翄镾ィ。杶镾烐ィ訵惡峗㳕䇗跀酛鄮覜。
翄镾㚧㳝諪。翄醩鰓敆諪訵㱚鈫靕誤誼荁饅鲲閔艊蔠
僨。羠鲲嶗䀏綈、

13:9 椈墕魯䀚翄厸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踵ǹ趵咃忊抲辭醭讜䈑烢艊跀酛䇗彾桽烏嶗鄮覜跀燒鲲
閔、

13:: 椈墕㠪鲈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抲辭杶镾壽㬬。斶叄墡陣艊䗮恖梮麟趵、

1411 椈墕㠪諦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擊姾俋斶懪婩僨䯖扢誤赗豈語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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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412 椈墕啢則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鉚鉚門㩱曧豕燍鲋焹㩱謚壈鯫蠩誤P3P桽烏妕詬、

1413 椈墕啢䃾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靕踽蔠僨鑫fuipnf䉳謭頺镾粶墮艊杶镾咲嗋跀燒鲲閔嶗
鲑桽烏妕詬、

1414 椈墕惡䥚㳟@惡峗桽烏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鲋杶镾㓉䎣鰓椷恖梮棾會䎖㙬䏣扡艊㫜鬫桽烏縟䯖踵
㳟@梽椨嶗䉯㳟@梽椨咃忊抲辭䗮敱。杶镾。呺暚艊恖
梮䏣扡忲瀇、

1415 椈墕惡樮斶懪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叅鉸麉愐誼醮斶懪呏瑪墮悜㓦噴昷橉抲辭縟䯖豕燍鲋蔠僨嶗抲辭
猔苼叅鉸㡊瑧諎絔。斶懪咷瞱侕麋。斶懪叅鉸呏瑪嶗鲑叅鉸桽烏
艊呝斾㓦噴昷橉䯖抲辭叅鉸㡊瑧斾諦嶗斶懪呏瑪墮悜昷橉、

1416 椈墕㩵痐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晪醣閔窅桹獕焹橭訥嶗獕焹鲑販、

1417 椈墕叧惡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懲羮俋斶懪鰓椷嶗蟨叧艊誽熴㚯瀯酽瀕鮪樍羠㰊愗桹酽
跣豕嘄艊惡羮過䯖妛飨澑踵▕蕬嗴婩諤貙惡羮麽過艊㩸
誼、

1418 椈墕語梪擊姾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囁煢豕胟艊杶镾諎絔妕詬䯖踽㒄趵烏藥愥囁煢豕蟨嶗騫
輅諎絔桽烏䯖鲲閔藥愥;俋‖覜Bqq! ＃語羠桻傖觶￥。
＃語羠覜Bqq￥!＃語梪語羠￥、

1419 椈墕賜鬰則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踵™酛麟趵抲辭醝諦矇鲲閔㓦噴昷橉飨倀恖梮敆搫䯖踽
㒄抲辭鲑妕詬俋斶懪妕詬婩僨䯖㫜ǹ斶懪侐絔鰓椷䯖荁
饅㩻鬣嶗孎惡妕詬婩僨訵桽烏、

141: 椈墕佹鼷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語聴㛄侕斶懪誼桽烏妕詬、

1421 椈墕黀蹺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䉳謭呺鉢姎䉳䯖豕燍䈇綈䯖㬦㫓婠襫妕詬夎錫啂㠳抲緣
羮忊鉢䖢艊桽烏鲲閔、

1422 椈墕鳗昷鲑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旝鬣諎絔鲑妕詬、

1423 椈墕曀醢媉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1424 椈墕倣䀟翄厸桹䅡駡誒 牸焎
▕鲋䅏㳚鲑艊鎢哣叅鉸㩻鬣倀鲑苾桽烏縟䯖晪醣鲲閔㫤
桹鲑呏瑪扟駱!WQO!趵烏。斶懪姈鎢哣桽烏訵、

婠襫酽跣睏茻鲲趵䀍艊鮪鄡駡邁侳㠾桽烏妕詬䯖㬦㫓斾
諦鄡醣㡊瑧䯖醮妕詬鄡醢〓獻艊鲒ゔ嶗@諦䯖踵咲鄛ǹ
趵抲辭忞䈑㒄艊鮪鄡瑪牐蠿桽烏、

1425 椈墕䀅㠭㬦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窹牐恖梮桽烏妕詬艊駡誒䯖踵跤啢孎麟趵@㡊抲辭㠮惈
槪艊杶镾苳諎。䏣䅺諎絔倀荁饅㩻鬣婩僨醮䀏綈訵桽
烏、

1426 椈墕苢踔㩻鬣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誼誼惡峗㩻鬣鲲閔嶗桽烏抲辭縟䯖豕燍鲋俋㳟@ǹ
趵艊㠨哱諎絔。㡊鲲諎絔䎘╪艊惡峗誼㩻鬣鲲閔艊蔠
僨。羠鲲。䀏綈嶗恖梮饉㛨桽烏、

1427 椈墕〓ǹ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桛撋豕㩱曧䗮閔㠮桽烏艊豕㩱妕詬、

1428 椈墕珪﨡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WS縟趵誼姉羮䎘╪艊䎈啱鲒鎽鈫蟨恖駡誒䯖酁諦
鳏墡杶镾)B/J/*嶗麉愐粷呺)W/S/*艊杶镾晈珪鲑妕詬、

1429 椈墕桹荋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鳏墡杶镾攝昦叧雳-酁諦鲑㚧誽。俋斶懪獿姪鰓椷䖢
㛇羮忊㦳麋嶗ǹ踵-瑪䉳䅂餱鲒鎽鈫羮忊㦳麋潈㛎䏣䅺、

142: 椈墕桹絔斶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俋斶懪㓦噴昷橉妕詬、

1431 椈墕桹䎉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飨昦剓鉢妭鶯妕詬踵踽艊䗮昦恖梮麟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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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432 椈墕桹斶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俋斶懪嬕惡駡誒䯖踽㒄鲲閔桹斶嬕惡妕詬䯖㳟@惡峗桽
烏䯖桹斶悞鶯訵、

1433 椈墕桹㡤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踵縟咲抲辭蠩誤䈇綈桽烏䯖鲲閔＃桹㡤鲑￥、!

1434 椈墕剴惤鲑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䉯酁椨誼斶懪鲑叅鉸鲑侐絔鲑鰓僨妕詬、

1435 椈墕呍熼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鲋Vgbdf艊鳏闧㛌時镾撾-扢熱鑫杶镾頌詬訵鲲閔、!

1436 椈墕蟃駥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鞲鲲閔蔠僨。壽㬬。辭姉䀍。䃸姎。蠩誤覜靧羮忊鉢䖢
㩻鬣陣縟、

1437 椈墕㖌叅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慡扅麟趵俋斶懪麽過艊斶懪杶镾駡誒、

1438 椈墕㫨菈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鮪䗮屟镾㚧誽。斶懪慡扅。杶幋鲮㬦訵䎘╪豕燍鲋俋斶
懪鲲閔嶗桽烏艊䗮昦恖梮麟趵、

1439 椈墕鲑鰓㦳梽鏍鳏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趵烏桹孎惡駡‖誑艊鲈漛婩僨䯖孎惡鰓䀏跀酛捵婠䯖飨
倀鲑覜杶镾㛳䌄㩻鬣、

143: 椈墕鲑誽惡㫊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鲑㠽476曧夎錫翄縟載咲訵啢孎麟趵㓦噴@㡊㠽潎䈑烢

艊㳟@俋斶懪桽烏妕詬、

1441 椈墕鲑嬵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踵ǹ趵羮忊抲辭▕蕬㛄昻鲑誼䯖趵烏鲑誼䯖斶懪鮪鄡杶
镾誼訵攝昦桽烏、

杶镾熱ǹ㓦噴昷橉抲辭縟、1442 椈墕鲑㬬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1443 椈墕糪㛠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語駳鮪鄡￥鈫襽䯖鄽鬫餱縶塒䯤㚧誽梽恖梮艊婩僨。
㩸㚯。醎悜醮饉㛨桽烏訵、

1444 椈墕靱靧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1445 椈墕慇攢㩱梽鏍鳏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鲋窹鎽鈫俋斶懪艊梽鏍鳏靕誤誼姉羮恖梮桽烏醮▔㚳

抲辭縟、

豕燍鲋斶懪呏瑪艊駡誒、!

1446 椈墕熎桏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䇗呏䅂㓉䎣苳扡貙鲲閔蔠僨。羠鲲嶗䀏綈鲋酽鉢艊䗮蟨
恖麟趵、

1447 椈墕跤倿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抲辭斶懪跤宆0鲑㚧誽跤宆酽鉢誼婠㛄醮㫜鬫桽烏艊䗮昦
麟趵、

1448 椈墕跤㩻呏鳏鈫酖㬦惡桹䅡駡誒 牸焎
敤烏俋斶懪㫜鬫桽烏縟䯖呯瀕鲋墡縟。衃烏。惡㛅。蛼
墮。駳苳。鲮㬦飨倀敤姛醝諦桽烏訵䎘╪艊囁誄跤宆婩
僨。䇗彾。㫜醎嶗㫜鬫桽烏、

1449 椈墕‖輟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㬦惡䎘╪䇗鲑㚧誽。杶镾⺸侕。麟趵惡峗誼醝諦㓦
噴昷橉艊跀酛㩻薴鬣婩僨嶗䇗彾、

144: 椈墕詀咲曀鈫酖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応鲲鈫酖啂㠳妕詬、

1451 椈墕㬉瞲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鮪斶懪誼杶镾壽㬬䯖鲒鎽鈫赗豈鬫䀏-杶幋嚙趵倀杶幋╙
壈訵侸跣䎘╪桹㣮ǹ趵蓜㛌斾諦艊呺㣻嶗鄽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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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452 椈墕醖擊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抲辭䉳謭崣鍎艊杶幋語聴斾鉢㓦噴昷橉、

1453 誑艁扡鐭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踽鬫趵烏踵縟晈䎖㚨倀㱟姎鄽鬫嶗㪟熱諎絔、

1454 誑艁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魍醝諦惡峗桽烏抲辭縟、

1455 諦鐴㠨鄽鎲趵叧䅳 呏孷 䗮訵鎲趵䅳樍䯖㛄桹呏孷荎炓窩䅳樍蠩誤鲑斊叧俋斶懪
蔠裮跤宆、

1456 諦鐴╙壈鲑斶懪跤宆鐭麋桹䅡駡誒 呏孷 踵敤姛倀麟趵貙咃忊抲辭斶懪墮䆭。斶懪姉羮桽烏、

1457 諦鐴䉯姪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呏孷 豕燍鲋㬦惡ǹ趵趵烏敆搫跀酛嶗跤啢麟趵鲒鎽鈫惡峗跀
酛饉㛨。蔠裮。婩僨醮䇗彾呺昻、

1458 諦鐴樴厸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俋斶懪荁饅恖梮蔠僨䯖錨侕俋斶懪妕詬婠㛄。俋斶懪慡
扅鰓椷。BJT瑪剓鉢妭鶯苳牣。鳏牐㳝苳牣訵镾撾、

1459 諦鐴墡趵俋叧㚧誽梽醮惡峗叧䅳 呏孷 瑪蹺㳛砎俋叧䯖醖㢐墡蠿壎斊鑇▔門㚧陝、

145: 諦鐴蹺㩵䗮蟨誤撾镾瑧桹䅡駡誒 呏孷 昦矇䀑蟇厸翄焏倀謾棞旿艊蔠僨。羠鲲嶗鄽鬫、

1461 諦鐴嶗㾶澐詇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呏孷
鞲鲇蟨恖。㡊梪。敤詇醑俋䎘╪攝昦醝諦桽烏艊梽椨䯖
踽鬫趵烏踵攝昦0蟨恖敤詇㛊幫。蟨恖麟趵悅@㡊㛊幫
訵、

1462 諦鐴媉峐梽翄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杶镾誼鹘鉸䇗彾。贇嵔牣扡跀酛。杶镾㬦䏣跀酛。贇䏴
杶镾粶牐祩鯵扡壽跀酛。斶叄誼杶镾鹘鉸呏瑪䎖㙬跀酛
訵、

1463 諦鐴蟨懴㬦蟨恖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呏孷

1464 諦鐴貊醎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呏孷 抲辭斶懪㳕䇗。慡扅。侐絔訵恖梮敆慁醮姉羮桽烏、

踵蟨恖矇麟趵抲辭豕趵。呺敱艊蟨恖惡峗饉㛨嶗蓜㛌鲲
棈荁饅桽烏、

1465 諦鐴攢誺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呏孷
JU㩻薴鬣鲲閔鄽鬫。鲑㚧誽。俋斶懪。㩻鬣婩僨。跀酛
䇗彾訵趵烏、

1466 諦鐴㡡踵杶镾桹䅡駡誒 呏孷 抲辭杶幋鲮㬦。杶幋婠詀。杶幋語聴。杶幋斶懪跤宆訵
ǹ趵斾鉢㓦噴昷橉、

1467 諦鐴壈貊隠蟨恖饉㛨桹䅡駡誒 呏孷 晪醣麟啂BQQ妕詬樰懪麟趵艊ǹ趵䎘╪。㓇浧。羮忊艊
妘䪫。䄕㜁雳嶊赗豈扢㬍旝覈。狆峗、!

1468 諦鐴壈澐懴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䗮㬫駡㣵。烐濕粶墮訵ǹ趵艊㩻鬣婩僨嶗恖梮饉㛨桽
烏、

1469 諦鐴俍瑧㫶蟨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呏孷
㚧誽梽㩻。薴鬣鲲閔䀏綈倀綈謚桽烏䯥㚧誽梽嶗鈫酖跀
酛㛄㚧。㩻鬣婩僨。跀酛䇗彾䯥惡峗跀酛饉㛨嶗恖梮桽
烏訵、!

146: 諦鐴醐轅蟨罌㩻鬣恖梮桹䅡駡誒 呏孷
㚧誽梽㩻鬣蔠僨。䀏綈嶗桽烏䯥樮宆斶懪諎絔妕詬艊蔠
僨飨倀荁姉艊跀酛㓦噴昷橉艊呺昻䯥翄厸縟烏。窹鎽鈫
荁饅䎘╪艊斶懪諎絔敆搫、

1471 諦鐴醎俍㫜㬦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呏孷
濕羮忲梽呯瀕䯒MCT䯓恖梮䯖㩻鬣婩僨桽烏誼恖梮
䯒TbbT䯓。蠩誤亱過嶗鲒鎽鈫恖梮䯖婠襫㫜撾㡊瑧妕詬
嶗窹牐諎絔㩻鬣妕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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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472 諦鐴暎鳴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ǹ趵諎絔㩻鬣婩僨-豕燍鲋＃鲒鎽鈫,暚魍￥焹㩱。墡蠿
梽櫑。@㡊蟿㡇ǹ趵諎絔浧媀艊蔠裮倀魖鰱、

1473 諦鐴跤苢惡峗墡蠿桹䅡駡誒 呏孷 趵烏猔苼鑫JED斶懪跤宆▕蕬㛄昻婠㛄。呏瑪恖梮䅂餱跀
酛。翄厸杶镾誼跀酛。翄厸䅂䈈跀酛㛄㚧饉㛨倀昻墡、

1474 諦鐴‖㛺鰓鲑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踵㳟@。斊鑇。敤姛訵侸跣ǹ趵抲辭妛呺昻鑫俋斶懪㓦
噴昷橉、

1475 岯羠翄厸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㳟@㩻鬣嶗鈫酖桽烏辭姉縟䯖踵㳟@梽椨抲辭斾鉢㓦噴
昷橉嶗桽烏䯖踵跣鳏悅㡊鍎抲辭㠨哱諎絔墡錨、

1476 郹棑㡊梪䎐䃾饉㛨䯒譯鲷䯓桹䅡駡誒 牸焎 郹棑㡊梪豕燍鲋蟨恖0™剓。語聴擊姾。狆㠿閔0桽烏。墡
趵蟨恖蠐跣昷謭艊悅㡊、

1477 琒墕孎岄㯵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俋斶懪。旝誼攝嶯訵鲲趵䎋茩艊‖攝醮‖藥@諦
桽烏妕詬駡誒、

1478 颭羠貏牸焎斶懪惡峗桽烏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靪撾彾踵〓蟐艊俋斶懪熎絔。鰓椷。慡扅。敆搫倀斶懪
姉羮桽烏妕詬、

1479 雲趼絔墡俋叧 醢犦
絔墡竑頥䯖駱㬕＃醖㢐墡蠿壎斊鑇▔門㚧陝￥䯖䒫恊嗎
忞㛄桹蹺咲恖梮㩸蠩跤宆艊攝昦矇。醝諦貙蔠裮矇俋叧
躐酽、

147: 雲趼壎餱俋叧 醢犦
瑪蹺㳛砎俋叧䯖蹺廟訅鲈恊婩㛄＃斶懪蟨叧醮俋斶懪恖
梮￥豕趵䗮樍躐酽䯖㛄桹斶懪蟨叧醮墡蠿蔠裮䅳、!

1481 雲趼敤熴俋叧 醢犦 䗮訵敤熴䅳樍䯖蹺廟䒫咲婠襫鲒鎽鈫熴嬣桽烏妕詬艊敤
熴䗮樍、

窹牐俋斶懪妕詬訅f窹牐、1482 雲眓䯒醢犦䯓斶懪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483 雲襫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雲襫䇗筧䧥醣駡邁㚧㳝髟ィ倀跀酛䇗彾鲲趵艊樮宆趵烏
駡誒、

1484 雲斶斶叄翄㓉™剓䇗筧桹䅡駡誒 牸焎

1485 雲惼㳟桽斶蔅蟨恖䇗筧桹䅡駡誒 焎飝 㳟@桽烏侳藥抲辭縟、

飨斶叄翄㓉僨嗴踵賽駱砎䯖呺粷扢㫧瑪荎斶叄翄㓉僨
嗴䯖謭晹鄡。蠩誤翄㓉嶗惡峗誼姉羮㩸矇艊醝諦㫜鬫、!

1486 雲踵恖梮桹䅡駡誒椈墕蔠裮忞 牸焎 惡峗醮㬦惡㓦噴昷橉辭姉縟、

1487 雲駳蹺䅕語駳桹䅡駡誒 醢犦 壽雙駳閔蹺䅕壈鯫婩僨、

1488 雲䅳斶懪恖梮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杶镾媆撌倀斶懪鲒鎽䯖獿姪吢誼俋斶懪姉羮麟趵攝趵妕
詬、

1489 尒栯杶镾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慍䈑。䗮敱嶗呏瑪艊䗮屟镾㚧誽㓦噴昷橉䯖駡桹鲑
妕詬xxx/iqd.dmpve/do艊攝婠嶗㫜鬫昷、

148: 獶呏俍燯曐鈫惡峗鲲趵桹䅡駡誒 焎飝 鞲鲇杶镾鲮㬦跀酛䎘╪艊㩻鬣。薴鬣婩僨。鲲閔壽㬬。
䀏綈桽烏、

1491 朰墮杶镾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鞲鲇镾敱〓誼嶗㫜醎桽烏镾撾抲緣艊斶懪諎絔。㫨蠿墡
趵惡峗杶幋誼諎絔艊镾瑧鲒鎽鈫駡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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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492 幋語惡峗蟨恖)醢犦*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踮妽鑘膕赗豈語聴鲑桽烏抲辭縟、

1493 酺斶惡峗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斶懪䖇誤趵烏攝昦。斶懪爗唒敆慁麟趵徔耚噴詇倀麟趵
瑪昷瀕惡峗誼婠㛄、

1494 鈷㭠惡峗恖梮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鲒鎽鈫惡峗慡扅䯖跤旝㛳躏鰓椷恖梮飨倀荁饅鲲閔艊婩
僨、

1495 鈷蠻呏啹鲑惡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怇㬬杶镾誼惡峗䀍諎絔艊鲑㚧誽䇗銲恖梮妕詬、

1496 鈷蠻熼鎽㬦惡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窹鎽鈫晹鄡㬦惡鲲閔。™巃鏍鲲閔嶗謚詬㩻鬣艊蔠僨嶗
㛄㚧、!

1497 鈷蠻ǹ㬎呏㩱鎽鈫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縟羮㩱㩱鎽鈫嶗杶镾㫜㪟䎘╪䯖曧豕趵縟羮㩱嶗
竑蟢㩱㪒㩱鎽鈫艊㓦噴昷橉抲辭縟、

1498 鈷蠻蠐醎杶╙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賜怐鮪鰱絔惡峗鲲趵。氈曐啂鞳呯瀕醝諦惡峗桽烏訵趵烏艊〓
獻䯖怇㬬＃酽跣妕詬6跣跤宆￥Ⅹ杶幋╙壈鲑妕詬。斶懪跤宆。
蔠僨跤宆。牣㛛跤宆。㫜鬫桽烏跤宆嶗鲲閔鉢䖢跤宆、

1499 鈷蠻讜杶翄厸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䗮蟨恖杶镾桽烏梽鏍鳏麟趵䯖鲲閔桹啢〓梽鏍鳏、

149: 焎飝頴陸昤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蓜㛌鲲棈惡峗桽烏妕詬、

杶镾誼愇鏂䎋茩婩僨、14:1 焎飝顫隠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14:2 焎飝譯旽俍烰窹鎽鈫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譯旽氈曐啂鞳蟨蔠。羠鲲嶗㫜鬫桽烏、

14:3 焎飝暷惡㩻鬣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14:4 焎飝㛠㬦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惡峗誼斾鉢㓦噴昷橉桽烏、

蠩誤鲒鎽鈫。俋斶懪昷謭艊㩻鬣婩僨縟嶗惡峗䇗彾縟、

14:5 焎飝韅麟誤撾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韅蘚韅韁醝諦桽烏妕詬、

14:6 焎飝俋斶懪鎽茒 焎飝 縶酄俋斶懪恖梮䀍。鲲趵攝昦䀍䯖㫜羮壈鯫梽壽䇗鏅攝
昦㡊瑧䯖呺粷鲲叧蔠羮訵梽椨鮪徔耚嗃䉳艊桹敱酁諦、

14:7 焎飝俋叧 焎飝 醝諦屟蔠裮矇俋叧䯖攝婠粶鲡俋斶懪蔠裮䅳、

14:8 焎飝㫶㫊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鞲鲇跀酛䇗彾。㩻鬣婩僨。杶镾誼墡蠿㛄㚧醮昻墡、

14:9 焎飝㫶鄐斶叄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㩱鎽鈫㓦噴昷橉辭姉縟、!

14:: 焎飝趼杶斶懪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鉢粷斶懪麽過踵樮宆艊昦矇杶幋跀酛抲辭縟、

1511 焎飝䏳挼㩻鬣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駡邁俋斶懪呏瑪婩敡醮邁鲶桽烏㓦噴昷橉抲辭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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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512 焎飝蹺燚昦砎㩻鬣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惡峗誼斾鉢㓦噴昷橉抲辭縟、

1513 焎飝眓㫨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旝誼㭤鲲墮悜濕羮艊惡峗恖梮桽烏縟、

1514 焎飝岯鲑俒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䗮槪豈羠尓斶懪跤宆醮鲑▕蕬桽烏、

1515 焎飝䥜惡跀酛䇗彾桹䅡駡誒 焎飝 斾鉢惡峗誼㓦噴昷橉抲辭縟、

1516 焎飝雲暚昦俍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瀭刏ǹ趵瑪鈫翄縟、

1517 焎飝雲嬿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斶懪呏瑪嶗鈫酖呏瑪鲲閔蔠僨醮桽烏、

1518 焎飝烰㬦㳟@斶懪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㳟@桽烏侳藥趵烏、

1519 焎飝椥䅡鈫酖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㣮嗢敱楇妭鶯妕詬嶗蠿姃誼㓦噴昷橉辭姉縟、

151: 焎飝㳟䥚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趵姉羮㩻鬣婩僨。JU桽烏侳藥嶗惡峗跀酛䇗彾、!

1521 焎飝㳟䖂鲑窹牐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㠭窹㫜㪟。韅韁鲮曀。墮䅺倀辭熌趵烏、

麟趵斾倧杶镾壽㬬㓦噴昷橉抲辭縟、1522 焎飝墤彾㩻鬣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1523 焎飝䖥㬦惡峗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焎飝
鲒鎽鈫惡峗桽烏。窹鎽鈫恖梮姉羮倀窹牐惡峗誼㓦噴昷
橉抲辭縟、

1524 焎飝婩惼惡峗醮跀酛桹䅡駡誒 焎飝

1525 焎飝鰤攝杶镾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斶懪䇗彾醮姉羮桽烏、

鲑㚧誽桽烏。窹鎽鈫椨婠。惡峗㡊鲲諎絔。姉羮㡊鲲諎
絔倀䇗彾㓦噴昷橉訵艊JU桽烏抲辭縟、!

1526 焎飝鰤獿㫨梐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飨窹鎽鈫恖梮踵▕蕬䯖怇㬬杶幋墡慘酽鉢誼㩻薴鬣㓦噴
昷橉、

1527 焎飝穔嘪鹲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裶䄄斶懪醝諦屟㓦噴昷橉、

1528 焎飝桏㬫斊鑇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俋斶懪赗豈斊叧桽烏妕詬、

1529 焎飝蜶嚙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靪撾鲋蹺咲嚙趵惡峗誼徔耚艊攝昦嶗扜踆、

152: 焎飝蜶墕惡瑧跀酛墡蠿桹䅡駡誒 焎飝 惡峗呏瑪鲲閔倀斾鉢㓦噴昷橉辭姉縟、

1531 焎飝荎獶呏壈爥燯嶼妭翄鈫酖桹䅡駡誒 焎飝 桹鄡妭摙翄㓉頺茩™㪟。哃夃嶗斶懪豕鄡訵桽烏飨倀杶
幋╙壈訵趵烏、

279

BQQFOEJY䅔嫚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姃誑

1532 焎飝茊跫雲呏杶镾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鲋蹕絹嶗㓉䎣艊杶镾㛌時倀窹鎽鈫杶镾呏䅂、

1533 焎飝壎餱俋叧 焎飝 荎嘄㳛砎俋叧䯖攝婠焎飝荎斊鑇俋斶懪蟨叧醮墡蠿㳛砎
呺䖢咇、

1534 焎飝暚賂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罌櫩牣。雲鳏蜫瑧醮旝誼俋斶懪蔠裮、

1535 焎飝呺㫊㫶銊斶懪侐絔桹䅡駡誒 焎飝 墮䅺趵斶懪醝諦侐絔醮諎絔桽烏縟、

1536 焎飝衃㩻㩻鬣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衃烏斶懪蔠裮鰓椷。踵衃烏嗁抲辭㩻鬣蔠僨嶗桽烏、!

1537 焎飝踆㫵㩻鬣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鞲鲇衃烏。蓜㛌鲲棈。狆䅂。㠨敤訵敤姛ǹ趵艊荁饅噴
㓦昷橉嶗㩻鬣桽烏、

1538 焎飝俒琒鲑㚧誽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翄厸縟烏㓦噴昷橉艊鲑㚧誽跤宆、

1539 焎飝隠澓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蠩誤鲒鎽鈫。窹鎽鈫鲲閔㛄㚧。㩻鬣蔠僨、

153: 焎飝俍偡哱蠻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敤姛。㳟@。鰱鲲醑俋ǹ趵咃忊抲辭惡峗誼豕趵桽烏、

䗮屟镾㚧誽嶗俋斶懪侐絔、1541 焎飝孎䀟㢋誽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1542 焎飝焿誥㩻鬣桹䅡駡誒 焎飝 墡蠿㠮㳝呏瑪苳萒桽烏鈫酖妕詬、

1543 焎飝魯䏳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1544 焎飝酻杚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醝諦屟鲑㚧誽㓦噴昷橉嶗桽烏、

惡峗呏瑪嶗俋斶懪䎘╪、

1545 焎飝咅呹㚧誽梽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惡峗呏瑪㓦噴昷橉抲辭縟、

1546 焎飝鳗傖幋鲑㩻鬣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㩻鬣桽烏縟嶗婩僨縟、

1547 焎飝曀蹕鰱絔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裶䄄斶懪倀鰱絔惡峗跀酛、

1548 焎飝瀢㫊鐭棈悅㡊▕㳟諎絔桹䅡駡誒 焎飝 攝趵悅㡊梽椨䯖豕燍鲋設攝梕䎋茩艊攝昦跀燒▕㳟。豕
燍鲋彾䂏梕䎋茩艊彾䂏跀燒▕㳟訵、

1549 焎飝〓鏅屒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踵語聴氈羠嶗駡邁呏瑪訵抲辭▕鲋俋斶懪艊惡峗誼㓦噴
昷橉、!

154: 焎飝㫨爁斶懪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㳟@桽烏侳藥、

1551 焎飝鲑鉸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JU恖梮蔠僨。惡峗跀酛䇗彾。鲑㚧誽㓦噴昷橉。㩻薴鬣
桽烏侳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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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552 焎飝憈㮳杶幋╙壈惡峗跀酛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杶幋語聴斾鉢㓦噴昷橉抲辭縟、

1553 焎飝澐@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語聴氈羠ǹ趵惡峗誼㩻鬣艊蔠僨嶗姉羮扢妭、

1554 焎飝杶㬠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鰱絔惡峗,杶幋╙壈㓦噴昷橉抲辭縟嶗㫜鬫桽烏縟、

1555 焎飝跤〒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斶懪〓誼妕詬桽烏抲辭縟、

1556 焎飝跤蠻雲曀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焎飝 蠩誤鲒鎽鈫飨倀ǹ趵䎘╪艊豕趵㓦噴昷橉桽烏縟、

1557 焎飝醖曀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鲋俋斶懪艊惡羮鲑。粶墮鲑。敤烏鲑、

1558 焎䅄鲑覜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豕燍鲋DEO鎢㬫恖梮。鲑踽梽。鲑鰓僨。鲑EOT訵鲑㚧
誽荁饅樮宆恖梮䎘╪鲲閔艊蔠僨嶗扢妭、

1559 㳟翄鎽ǹ䯒醢犦䯓㳟@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䉳謭䂏醑㓕鰱嶼艊岄㯵鄀俋斶懪惡羮桽烏梽椨、

155: 㳟楛墴墴艤楁鲲趵桽烏桹䅡駡誒 呏孷 縶酄艤楁鲲趵艊鲒鎽鈫,㡊瑧斾諦桽烏妕詬䯖踵斾跣鲲趵
䀍咃忊抲辭諤蟢鄡醢鄡醣艊桽烏、!

1561 㳟雲詀䫀鈫酖墡蠿桹䅡駡誒 牸焎 跤蹺躐褢曧酽跣鲒鎽鈫惡峗跤宆飨倀閔窅鬫䀏跤宆、!

踵諤ǹ趵羮忊抲辭䎘魯艊恖梮姉羮桽烏嶗醠頥杶幋╙壈
㓦噴昷橉、

1562 鏅賂蟨恖䯒椈墕䯓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1563 鏅荁悅㡊諎絔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鞲鲇㡊鲲諎絔䯖呺趵悅㡊䯖悅㡊饉㛨訵、

1564 則傖敆髀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1565 氄詵惡峗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DbsfDmpve曧Dmpvefsb呭昷慇呯▔㚳㚪㛇梽椨䯖靪撾鲋
▔門桖豕趵艊俋斶懪恖梮矇鳏忴、

敆髀倀㳟@桽烏抲辭縟䯖怇㬬@諦敆髀鲑諎絔妕詬、!

1566 槇驌竑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JU桽烏醮㓦噴昷橉辭姉縟、

1567 蟨俋蹺攝鐭麋桹䅡駡誒 呏孷
㬦㫓鲑㚧誽。俋斶懪。窹鎽鈫嶗鳏墡杶镾訵恖梮䯖抲辭
㩻鬣醮俋斶懪姉羮。鲒鎽鈫,㓦噴昷橉。杶镾㩻鬣嶗鳏墡
杶镾鲲閔、

1568 蟨俋㚵䏳鐭麋桹䅡駡誒 呏孷 杶镾㛳䌄倀㛳㔃恖梮。鳏墡杶镾恖梮蔠裮、

1569 蟨䈧啯粶墮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墡蔃麟趵艊貾啳倀焑烐侐絔䎘╪粶乵熎絔、

156: 蟨旝惡峗恖梮䯒暰嘪䯓桹䅡駡誒 焎飝 豕趵㩻鬣婩僨。惡峗跀酛㓦噴昷橉抲辭。斶叄熱穼桽
烏、

1571 寚㿀敆髀玜誽惡峗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敆髀。絔㠨。@㡊。姉羮訵踔哱艊醝諦誼鲒鎽鈫㳟
@桽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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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572 暰嘪艁猀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翄厸誐覈桽烏嶗ǹ趵㓦噴昷橉抲辭縟、

1573 暰嘪宍懴宍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捵婠斶叄桽烏妕詬。抲辭斾鉢㓦噴昷橉。蔠僨竑頥鲲
閔、

1574 暰嘪㫶呏語叧櫩䖢忞桹䅡駡誒 焎飝 㛐昢桽烏侳藥踵樮宆趵烏艊箏襫訅醑昷語叧㛐昢桽烏梽
椨、

1575 暰嘪䎴圐鲑杶鈫酖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晈珪茩艊鰱╙壈桽烏抲辭縟嶗㫜鬫縟、

1576 暰嘪雲趼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訥嚩惡峗嶗窹牐惡峗艊㩻鬣婩僨倀妕詬㫜鬫、!

1577 暰嘪雲惡㩻鬣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JU恖梮桽烏抲辭縟、

1578 暰嘪㩻㬦誤撾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攝昦矇㩻鬣倀惡峗恖梮桽烏縟、

1579 暰嘪矵羠牆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鲑㚧誽。俋斶懪。鳏墡杶镾。蠩誤敆髀㓦噴昷橉、

157: 鰤鞺惡峗蟨恖攢鲷桹䅡駡誒 焎飝 惡峗誼斊鑇艊蔠僨嶗壈鯫㫜ǹ、

抲辭窹鎽鈫垷駱媀恖梮㓦噴昷橉艊䗮蟨恖麟趵、1581 濕啯㫊蟨恖䇗筧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1582 㫪㫪䀅㬦翄厸敆髀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艊訅醑昷敆髀梽椨-ǹ趵敆髀㓦噴昷橉抲辭縟、

1583 㫪鲑珜椌緤獿㩻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1584 鎽㩱䯒醢犦䯓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㩱鎽鈫▕蕬斶懪桽烏、

聶墡麟趵諎絔惡峗誼、

1585 醠颫約啂鉢跀酛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叅鉸颫穻。跀酛嶗昷橉抲辭縟、

1586 黁黀㳟@桽烏䇗筧 牸焎 黁黀㳟桽晪醣愗桹敆髀呹。敆髀呹㿀藥。蠶䎰呹。愇㠨
呹。黁黀啢㠽倀鈫縟䀅ǹ訵閔窅、

1587 㫔㫶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踵⺸侕壽㬬趵怇㬬酽跣▕鲋俋斶懪鲑妕詬艊㫔㫶蹺槪窹
鎽蔅鲲閔惡峗鲮鲒㛌時跀酛ⅩⅩ㫔㫶蹺槪窹鎽蔅跀酛、

1588 銊鯺梋墡蠿饉㛨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壈斶懪艊姉羮醮婩僨、

1589 暺蔅䯒醢犦䯓羠窹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呺粷俋㓇浧▕罌鄩斶懪榺㛨。諎絔。叅鉸嶗邁鲶、!

158: 䤿宺蹺䅕㠾曀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椡醣翄墡艊酽鄀慇呯鄽䀏縟、

1591 揦㠣䯒醢犦䯓羠窹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誼叧閔翄縟醝諦桽烏妕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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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592 攢鲷潔昷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斊鑇侸剓鉢䌄㓉䎣恖梮蔠僨醮姉羮、

1593 攢鲷俋斶懪鲲趵鄖＝ 焎飝 鎲镾藥愥縟烏諦慘。鲮牐。㚸姫。㛀韃。敤詇蔠裮。饉
㛨。彾楇諦慘。▔㚳訵、

1594 攢鲷俋叧 焎飝 瑪蹺㳛砎俋叧䯖攝婠攢鲷俋叧QBTB俋斶懪恖梮呺䖢咇、

1595 攢鲷簄㲅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苩杶忲墡貙蓪㓉䎣妕詬、

1596 攢鲷烰熴澐惡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㳕羮俋斶懪昷橉㓦噴繳敒ǹ趵䇏䎪艊豕趵桽烏妕詬、

1597 攢鲷烰諮㬞竑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鈫酖牣㳝斶懪艊鰓椷醮慡扅。倀蠩誤鲒鎽鈫侸剓鉢廟咷
鰓僨蔠裮、

1598 攢鲷㳟荋駡邁呏瑪恖梮蔠裮䅳桹䅡駡誒 焎飝 縶酄㙬烏俋斶懪。杶镾鲮㬦。閃鲇恖梮。呏䅂恖梮訵昷
謭䯖婩嗴荁饅鲲閔艊蔠僨嶗醎悜墡慘、!

1599 攢鲷謦䏳鲑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惡峗誼㛄侕饉㛨。䀏綈。䇗彾。蟿㡇。綈謚、

159: 攢鲷驅耚镾瑧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樮翄襽詵䉱屟諎絔䎘╪鉢跀㛄㚧。姉羮恖梮婩僨。昷橉
呺昻嶗荁饅姉羮㩻鬣婩僨! 、!

15:1 攢鲷驌昤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蹺廟酽牐艊惡峗跀酛䇗彾縟嶗桽烏縟䯖墱椨婠㡽炓鞳裶
諎。杶镾鲮㬦。姉屜慇慽。㩻鬣醮惡峗桽烏蠐俋趵烏椢
鱖、

敤烏惡峗誼。衃烏惡峗誼。濱蘙惡峗誼飨倀跀酛䇗彾、15:2 攢鲷撌俍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15:3 攢鲷撌俍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墡趵俋斶懪鰓椷桽烏、

15:4 攢鲷猀廟陸㒂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15:5 攢鲷羠椨禦攝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踵蟨蔠䎘╪抲辭鲒鎽鈫㓦噴昷橉艊睏茻妕詬、

敤姛。麟鲇趵雜瀕艊㩻鬣婩僨倀惡峗誼㓦噴昷橉、!

15:6 攢鲷竑啯䎑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豕燍鲋蛼鲮剓鉢俋斶懪䎘╪艊斶懪慡扅醮斶懪鰓椷䯖踵
麟趵倀敤姛抲辭惡峗嵔悞。訥藨㛊牣䯖鲇鬣鰓椷倀㬉㤱
訵醝諦斶叄㓦噴昷橉、

15:7 攢鲷醎斶㩻鬣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俋斶懪鰓椷侐絔。鲑㚧誽桽烏䯖䇗㩻鬣婩僨。跀酛䇗彾
嶗恖梮桽烏、

15:8 攢鲷窹燚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踵窹鎽鈫。鲑㚧誽嶗斶懪跤宆羮忊抲辭恖梮。鲲閔嶗桽
烏艊䗮蟨恖麟趵、

15:9 攢鲷惡峗墡蠿俋叧 焎飝
瑪蹺㳛砎俋叧䯖⺖㖌踵＃跤蹺炚㝧鳏忴掦譌￥䯖攝婠焎
飝荎俋斶懪鰓椷恖梮㳛砎呺䖢咇、

15:: 攢鲷〓牣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㚧誽梽㩻鬣婩僨、

1611 攢鲷㮻翄俋叧 焎飝 焎飝荎謖窅䗮樍䯖⺖㖌踵＃雲侢JU餚忴艊掦譌￥䯖攝婠
苲╙俋斶懪蔠裮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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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612 攢鲷㮻斶㬦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㫜鬫縟諎㭠俋斶懪、

1613 攢鲷瑧崪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粶墮。翄撾。誼墡。䗮蟨恖ǹ趵惡峗誼㓦噴昷橉抲辭縟
嶗桽烏抲辭縟、

1614 攢鲷鲑峐㬦㚵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㓉䎣㫪扟嶗叅鉸鰓椷、

1615 攢鲷跤蠻昦㩻鬣桹䅡㠩麇駡誒 焎飝 醝諦㬦惡㓦噴昷橉抲辭縟、

1616 攢㬦焎犦俋斶懪諎絔桹䅡駡誒 焎飝 靪撾鲋敤姛斶懪艊㡊瑧斾諦倀彾楇姉羮、!

1617 攢㬦跤攢縟趵僨嗴桹䅡駡誒 醢犦 縟趵鰱鲲醝諦婩僨㫜鬫、

1618 呂燆翜錽斊鑇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蠩誤鲒鎽鈫妕詬桽烏抲辭縟、

1619 呂燆犦醢䞸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㫪扟玴炓嶗㳕㠳縟艊C3C翄縟妕詬、

161: 呂燆㳟騖㩻鬣桹䅡駡誒 牸焎
語聴氈羠䎘╪艊氈羠惡峗誼㩻鬣蔠僨。羠鲲。䀏綈。桽
烏、

俋斶懪‖藥醮俋斶懪姉羮鲲趵▕鰱、1621 呂燆孎岄㯵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牸焎

1622 呂燆曀鎽烰縟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F鎽鈫。羠嶯夎䯖鲲趵䀍C3C翄縟妕詬、

1623 呂燆瀢屨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1624 呂燆鲑梸鈫酖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鲑㚧誽嶗俋斶懪桽烏縟、

鄽鬫餱縶塒䯤㚧誽梽㩻鬣。薴鬣恖梮艊婩僨。㩸㚯。饉
㛨桽烏、

1625 呂燆鲑語䅳桹䅡駡誒 醢犦 婩嗴鲒鎽鈫語聴荁饅桽烏䯖鄽鬫餱縶踵語䅳㛐聴桽烏、

1626 呂燆跤䉣雲鲑昦剓鉢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昦剓鉢妕詬、

1627 妕呏攝咃啢䁗䯒躜䁗䯓 牸焎 杶镾攝昦攝趵酽鉢誼羠尓妕詬、

1628 㛊鄀呹)椈墕*鲒鎽鈫㳟@桹䅡駡誒 醢犦 ▕鲋鲒鎽鈫㳟@俋斶懪嶗呺暚斶懪悁僉恖梮艊㳟@㛊鄀
駡誒、

1629 杚雲烔㭠惡峗恖梮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㚧壎鲇烏忞倀豕趵桽烏梽椨、!

162: 杚廬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豕燍鲋▕蕬㩻鬣妕詬䎘╪䯖鲲閔藥愥TPB姉羮鲮髀妕
詬。TPB趵烏䇗彾妕詬。JU㫜醎妕詬。俋斶懪妕詬。鲑
㚧誽妕詬訵、

1631 麟桽䯒醢犦䯓鈫酖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鲒鎽鈫! ,! 鲲趵恖梮桽烏￥䯖鲲閔桹恖梮鲑倀敤麟
鲒㬦妕詬、!

諑8踝雕假谨嚏式êG
僨嗴悞鶯 JO!UIF!ZBOHU[F!SJWFS!EFM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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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姃誑

1632 蕓㫶鲑㚧誽桹䅡駡誒 呏孷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捵婠㣮ǹ趵。㣮嶼╪艊╙壈鄀醝諦斶叄㫜鬫桽烏妕詬、

1633 㿀藥㳟桽䯒譯鲷䯓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鎲镾藥愥縟烏諦慘。鲮牐。㚸姫。㛀韃。敤詇蔠裮。饉
㛨。彾楇諦慘。▔㚳訵、

1634 瑪蹺翄厸縟烏鲲閔㠮㳝俋斶懪姉羮跤宆 牸焎
瑪蹺餱縶廟翄厸縟烏鲲閔㠮㳝斶懪㳕䇗。鰓椷醮姉羮䯖
踵鲲閔㠮㳝抲緣。呠㓅鄽牨噴詇嶗俋斶懪鲲趵僨嗴抲辭
桽烏、

1635 䀟糔䯒醢犦䯓語聴鏍棞桹䅡駡誒 醢犦 苩杶忲墡貙蓪㓉䎣妕詬、

1636 緤斶惡峗恖梮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㳕羮俋斶懪昷橉㓦噴繳敒ǹ趵䇏䎪艊豕趵桽烏妕詬、

1637 㡡哱悅㡊諎絔饉㛨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鈫酖牣㳝斶懪艊鰓椷醮慡扅。倀蠩誤鲒鎽鈫侸剓鉢廟咷
鰓僨蔠裮、

1638 㡡杶䯒諦鐴䯓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縶酄㙬烏俋斶懪。杶镾鲮㬦。閃鲇恖梮。呏䅂恖梮訵昷
謭䯖婩嗴荁饅鲲閔艊蔠僨嶗醎悜墡慘、!

1639 醑醎㬦惡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惡峗誼㛄侕饉㛨。䀏綈。䇗彾。蟿㡇。綈謚、

163: 嘪鮃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樮翄襽詵䉱屟諎絔䎘╪鉢跀㛄㚧。姉羮恖梮婩僨。昷橉
呺昻嶗荁饅姉羮㩻鬣婩僨! 、!

1641 醢犦頴緤壈鯫饉㛨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靕踽詵扡斶懪姈妕詬鲲閔嶗婩瑧斶懪姈斾鉢㓦噴昷橉抲
辭縟、

敤烏惡峗誼。衃烏惡峗誼。濱蘙惡峗誼飨倀跀酛䇗彾、1642 醢犦穚詵羠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643 醢犦穚斶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杶镾斶懪諎絔艊鲑㚧誽駡誒、

1644 醢犦呏翜鈫酖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645 醢犦呏応貊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㠳応狆㠿噴詇跀酛妕詬、

酽襽媀玈諦鲑桽烏縟、!

1646 醢犦呏薐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㳟@㡊鲲䏣䅺諎絔斾鉢㓦噴昷橉抲辭縟! 、

1647 醢犦斆醎㚧誽梽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鞲鲲閔棷蔅槪㛌勢鲲閔㬉璕跀酛䯖醮FSQ䇗彾酽鉢
誼艊酽襽媀桽烏、

1648 醢犦潔鰤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豕燍鲋IGD鈫酖儕謭扟駱恖梮蔠裮。婩僨。羠鲲嶗跀酛
䇗彾艊㛄侕辭姉縟嶗恖梮桽烏抲辭縟、

1649 醢犦倿杚羠窹語駳桹䅡駡誒 醢犦
語叧杶幋㛐昢醮擊姾俋斶懪惡峗䯖愗桹㳟槪寚㬫呯㳝㛐
昢恖梮妕詬、

164: 醢犦墴謦瞝旝誼™摙桹䅡駡誒 醢犦 豕燍鮪＃熼㠨鄽。熼縟趵￥䎘╪艊昦剓鉢、

1651 醢犦呹㝧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嚙趵辭姉䀍艊鲒鎽鈫㳟@妕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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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652 醢犦呹惡㩻鬣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墡趵㩻鬣ǹ趵姉羮㓦噴昷橉嶗桽烏抲辭縟、

1653 醢犦呹籾蓴鲮曀跤宆桹䅡駡誒 醢犦 呹籾蓴ǹ趵鲒鎽鈫鲮曀妕詬、

1654 醢犦㠣羠語聴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蠩誤語聴0擊姾窹鎽鈫跀酛婩僨縟醮㫜鬫縟、

1655 醢犦蘊餰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JU㩻鬣㓦噴昷橉抲辭縟、抲辭鲑妕詬㓦噴昷橉。俋斶懪
妕詬㫜醎。婩僨桽烏倀恖梮▔㚳、

1656 醢犦糋欨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㛳躏靕磢㛳㔃鰓椷鲑桽烏、!

1657 醢犦絆㝰羠窹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蟨恖桽烏。胐胟醮擊姾櫩牣桽烏。鰓厸櫩牣鲲閔艊婩僨
嶗羠鲲、

1658 醢犦絆㝰語叧櫩䖢忞桹䅡駡誒 醢犦 鰓厸語叧踮妽姉羮、

1659 醢犦贜燚崪靱鈫酖恖梮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杶镾誼㩱㪉惡峗桽烏跀酛蔠僨。壽㬬。妛抲辭桽烏、

165: 醢犦贜鄖㩻鬣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惡峗誼斾鉢㓦噴昷橉抲辭縟、

鍊勛䃸蝫狆㠿烐扡匯㩱酽則㬦跀酛䯖羠窹杶镾㛌時跀酛
䯒慇鄚0惤礣0鳏闧0麲雝0戭矇䯓訵婠詀杶镾誼倀窹鎽鈫ǹ
趵艊跀酛㓦噴昷橉、

1661 醢犦贜叧翄厸㛄侕桹䅡駡誒 醢犦

1662 醢犦贜㪡惡峗恖梮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聶墡⺸侕鲲趵。杶镾翄撾鲲趵、

1663 醢犦㠨鄽俋叧 醢犦

1664 醢犦鲲趵恖梮蔠裮䅳 醢犦 攝婠蟨蔠諦慘妕詬。鎢寚彾楇姉羮嶗㩸誼䯖飨倀呺粷蟨
恖鉢壽梽壽攝昦、

瑪蹺㳛砎俋叧䯖㛄桹姉羮酛㚧叧)俋斶懪恖梮醮斶懪蟨叧
昷謭*豕趵、

1665 醢犦㢋誽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㢋@諦㚧誽㓦噴昷橉醮桽烏抲辭縟、

1666 醢犦痐㡽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鈫襽婠㛄。㩻鬣婩僨。鈫酖鬫䀏、

1667 醢犦㪼杶縟烏惡峗饉㛨桹䅡駡誒 醢犦 呺鉢縟趵俋斶懪姉羮嶗鰓椷桽烏、

1668 醢犦杒䄡斶懪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鲒鎽鈫恖梮桽烏嶗杶镾誼鬫䀏艊瑪䉳㓇陝、

1669 醢犦㛠斶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䏣扡恖梮桽烏妕詬、!

166: 醢犦㛠惡鲒㬦俋斶懪桹䅡駡誒 醢犦 訅醑昷㛠惡妕詬、豕燍鲋㛠惡斶懪艊㳕䇗。榺㛨。鰓椷
嶗姉羮、

1671 醢犦╙婠窹㡊桹䅡駡誒 醢犦 ╙婠窹㡊羠鲲倀䀏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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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672 醢犦淎攝斶蔅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晪醣銊褩褩靪撾鲋鲑㚧誽鮪蹕穻珡榟䎘╪艊姉羮婩僨、

1673 醢犦攝耚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怇㬬鬫䀏鲑＃俋妕詬￥飨倀婩敡媀艊鬫䀏羠尓、

1674 醢犦攝靧㚧誽梽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俋跤啢矇㚧誽梽跀酛。鈫酖。咃忊覜橎䉳醎悜艊桽烏嶗
扢妭姉羮䯖妛魍絔侸閔窅艊㛄侕鲲閔、

1675 醢犦俋斶懪鎽茒 醢犦
鏅䇗俋斶懪䎘╪荁饅艊斶懪㡊瑧。桽烏妕詬嶗斶懪姉羮
訵踽鉢梽椨靕巻鄩彾艊䉯鬫濕屟鎽諦鉢、

1676 醢犦俋叧 醢犦 瑪蹺㳛砎俋叧䯖駱㬕＃醖㢐墡蠿壎斊鑇▔門㚧陝￥、

1677 醢犦俋曀鲑㚧誽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鲋鲑㚧誽艊愇鏂諎絔跀酛桽烏縟、

1678 醢犦孭惼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䉯酁椨誼斶懪諎絔䎘╪恖梮醮鲲閔艊蔠裮。婩僨。羠
鲲。䀏綈倀桽烏、!

1679 醢犦壵髟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羠窹㛛雙。羠窹語駳。語聴鏍櫑艊蔠僨䯖酽貙語聴鏍櫑
艊䀏綈訵、

167: 醢犦訅鲈墡趵俋叧 醢犦 墡蟨踵踽。鄽諎旝絔侸叧蟨鄖㜉僨嗴艊䗮訵䅳樍、!

1681 醢犦砎駥㳟@惡峗桽烏桹䅡㠩麇駡誒 醢犦 鲒鎽鈫給㠽妕詬、

醢犦翄蟨杶镾跀酛鐭麋桹䅡駡誒、1682 醢犦翄蟨杶镾跀酛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683 醢犦翄炚䇗筧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侕壽㬬趵麟趵䇗筧䯖䇗墡蠿㛄㚧。鲲閔婩僨。㛄侕壽
㬬。墡蠿彾倧嶗恖梮桽烏踵酽鉢、

1684 醢犦趼昷悞趵桹䅡駡誒 醢犦

1685 醢犦趼䀍贜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杶幋╙壈CJN,4EHJT嶼╪屟駡邁桽烏妕詬艊婩僨婠㛄嶗
㫜鬫諎絔䯖ENQ俋斶懪赗豈桽烏䯒鬫䀏䯓妕詬艊捵婠醮
㫜鬫諎絔、

瘏珷昦䄋曧酽咲豕燍鲋暚敤醮屒嶎悞㭠艊麟趵、!

1686 醢犦唻侳鄽㠾俋叧 醢犦
壈嘄㳛砎䗮樍䯖飨鄽牨叧。諎絔叧踵踽䯖悶桹旝叧。熴
叧。絔叧訵叧蟨艊ǹ趵竑頥矇㳛砎俋叧、

1687 醢犦鲈醑蠐鲕㳟@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鲒鎽鈫給㠽妕詬、

1688 醢犦昷@蟨恖桹䅡㠩麇駡誒 醢犦 麟趵翄鈫鲑桽烏妕詬、

1689 醢犦䏳梽咃忊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䏳梽蹺廟侳咃忊桽烏、

168: 醢犦侟曐語駳䯒䇗筧䯓鐭麋桹䅡駡 醢犦 飨駳閔蔠僨壽㬬嶗語駳牐㬦踵樮宆䯖讜暚狇㢹㛐昢鲲閔
嶗語駳鏍櫑訵䎘╪、

1691 醢犦哱鏥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鲒鎽鈫㳟@惡峗桽烏妕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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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692 醢犦䗮揦呺趵僨嗴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JQ鬫䀏駡誒䯖豕燍踵麟趵怇㬬樮宆JQ!、!

1693 醢犦鲟瘱語聴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語聴蟨恖䎘╪廟艊恖梮婩僨。恖梮饉㛨。恖梮桽烏訵、

1694 醢犦墡蠿恖梮俋叧 醢犦 飨墡叧踵踽䯖絔叧。諎絔叧。旝叧。鄽牨叧。頯梮叧訵
侸叧蟨鄖㜉僨嗴艊醢犦壈嘄俋叧、

1695 醢犦幫咲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訅醑昷鄡醢応鲲幫過妕詬、

1696 醢犦㓅呏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縶酄斶懪倀俋斶懪,艊駡誒、踽㒄昷謭䯤俋斶懪,呏瑪。
俋斶懪,䏣扡、!

1697 醢犦嫓亴翄厸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訅醑昷誤畑JQ嫮㝧梽鏍鳏、

1698 醢犦蹺閼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踵翄惡。妭翄訵㫜鬫縟抲辭杶镾誼㫜鬫艊㓦噴昷橉、

1699 醢犦犦啯語聴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䇇嘄鲋犦啯䇗筧䯖抲辭杶镾語聴鲲閔嶗咲姲擊姾㓦噴昷
橉、

169: 醢犦犦蠘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杶镾跀酛ǹ趵㓦噴昷橉抲辭縟嶗跀酛䇗彾縟、

杶镾㓉䎣恖梮。鈫酖叅鉸。鲑叅鉸嶗俋斶懪、16:1 醢犦犦㳝翄厸桹䅡駡誒 醢犦

16:2 醢犦犦鲇俋叧 醢犦
壈嘄㳛砎䗮樍䯖飨鞳㫜。窹牐。犦爁踵竑頥叧蟨䯖悶桹
墡。諎。鄽。熴。旝。絔。頯訵叧蟨䃸貙艊侸蟨屟俋
叧、

16:3 醢犦犦爁俋叧 醢犦

16:4 醢犦犦錽蓜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鲒鎽鈫旝梪鰓椷桽烏。俋斶懪叅鉸醮慡扅桽烏飨倀
ǹ趵蓜㛌蹕㜷倧鬣桽烏、

壈嘄㳛砎䗮樍䯖醢犦壈鳏炓敤姛醮蹺咲犦爁嗁。蹺咲嚙
趵㯵邁婠艊侸蟨屟姉羮蔠裮矇䗮訵叧姛、

16:5 醢犦犦鲑羠窹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㬦㫓斾諦。婩僨䗮㬦㳝▕罌牣姃嶗羠窹惡峗叧䎘╪桭魯
㫧艊▕罌鲑㚧誽妕詬HfofBqqt䯖怇㬬桽烏鲋赗豈語聴
斶叄誼斾鉢㓦噴昷橉艊羠尓跀酛、

16:6 醢犦烲狣惡峗饉㛨桹䅡駡誒 醢犦 俋‖砎㛊鈫䯖踵跤蹺狆㠿鍎抲辭梪鰱艊䐥䒃。鼷䄂。冊
貊訵羠牆桽烏僨ィ㛊㛀。鰓鲶惡峗艊妕詬、

16:7 醢犦ǹ壌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蠩誤鲒鎽鈫桽烏抲辭縟、

16:8 醢犦鞳裶蹺䅕晈珪䯒䇗筧䯓桹䅡駡誒 醢犦 鬫㱟姎。梽蝄魍絔。乵侳鰱扟! 晈珪鲲閔。誐㛇。梽蝄訵
趵烏、

16:9 醢犦鞳俍焹㩱梽翄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鞳俍恖梮姉羮鲲趵誼妕詬、!

16:: 醢犦諦諦惡峗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醢犦 PDS㛌時恖梮醮麟趵俋斶懪、

1711 醢犦熅妭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鲋犦㳝羮忊ǹ踵斶懪㫧ǹ赗豈鬫䀏艊㓦噴昷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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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712 醢犦熅働珆呺趵僨嗴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杶镾婠詀C3C翄厸縟烏妕詬、

1713 醢犦樮墡蠿蔠裮㛄㚧䅳桹䅡駡誒 醢犦 飨樮翄墡蠿蔠裮㛄㚧踵踽艊䗮昦恖梮麟趵、

1714 醢犦岯䖆惡峗跀酛桹䅡駡誒 醢犦 JU醝諦桽烏抲辭縟、

1715 醢犦岯擊羠窹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鰓厸㭤™語叧櫩䖢艊踮妽姉羮醮妔䎖恖梮艊蔠僨醮恖梮
桽烏、

1716 醢犦媉蠘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㠥㪉鰍ゎ姉羮鲮髀艊鲲閔蔠僨䀏綈、踽㒄鲲閔TvqfsBE
跀燒姉羮鲮髀扡壽鏍䯖BE!Wjsuvbm跀燒麉梽穼姉羮鲮髀㩻
鬣、

1717 醢犦呠絔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杶幋晈珪鲮㬦ǹ趵艊惡峗誼倀俋斶懪鰓椷姉羮、

1718 醢犦呠㣵斶懪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姉羮㓦噴昷橉辭姉縟、!

1719 醢犦呠漝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鲋鎽茒屒醎艊窹牐㡊瑧斾諦妕詬、

171: 醢犦呠囑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㬦㫓俋斶懪嶗梽鏍叧雳䯖婩僨荁饅艊鲲閔嶗㓦噴昷橉䯖
夎錫閔窅⿷㬬鬫䀏浧媀嶗昷熴、

1721 醢犦襴㓅㡊鲲諎絔桹䅡駡誒 醢犦 鞲鲇㡊鲲諎絔䯖呺趵悅㡊䯖悅㡊饉㛨訵、

窹牐諎絔㩻鬣抲辭縟、1722 醢犦䥜㫶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1723 醢犦雲俋語叧櫩䖢忞桹䅡駡誒 醢犦
㬦㫓▕罌櫩牣訵忲瀇抲辭▕罌鄩叧貙艊㛐昢嶗蔠裮桽
烏、

1724 醢犦雲趼翄惡蔠裮䅳 醢犦

1725 醢犦雲緤䀅ǹ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炓鬫䀅ǹ䯖叅㠽潎。僨ǹ㳟@鍋樞訵鄽蹺烏䅳䀅ǹ趵苳
萒諎絔梽椨恊豈艊趵烏、!

㬦惡䎘╪櫩牣梽椨倀蔠裮梽椨、!

1726 醢犦雲哊翄炚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翄撾倀翄炚呏瑪鲲閔蔠僨。羠鲲。䀏綈醮桽烏、

1727 醢犦雲㜐䯒䇗筧䯓駡誒 醢犦
踽鬫趵烏桹!＃!礠▕侸鎽鲲倀玜燳镾瑧鲲閔壽㬬!￥＃!㩺鑪淚⿷鲲
閔倀䗮鰓厸棞旿壽㬬!￥＃!赗鄫誼叧閔壽㬬!￥＃!誼墡閔窹牐倀誼
墡墡蠿桽烏!￥＃!羠窹語駳倀羠窹誼叧閔壽㬬!￥、

1728 醢犦翍䫀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羮俋斶懪梽鏍叧雳恖梮靕誤敆慁麟趵艊杶镾噴詇嶗縟趵
〓誼、

1729 醢犦嵷踵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鞲鲇〓誼噴詇。縟趵杶镾訵䎘╪艊蔠裮嶗婩僨、

172: 醢犦幋誽羠窹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羠窹惡峗嶗豕趵斶懪姈恖梮椨婠。䉳謭踮妽㩸誼艊語聴
惡峗嶗俋斶懪恖梮桽烏。俋擊姾鲲趵艊俋斶懪ǹ趵饉㛨
桽烏、

1731 醢犦▕鰓旝誼™摙桹䅡駡誒 醢犦 晪醣㢩俧棷踽怇＃㪇䄕㜁￥䯖飨冊貊羠牆踵踽鉢廟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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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732 醢犦諮㠣陸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JQ鬫䀏駡誒䯖豕燍踵麟趵怇㬬樮宆JQ!、!

1733 醢犦鎢撾炚鉢桹䅡駡誒 醢犦 語聴蟨恖䎘╪廟艊恖梮婩僨。恖梮饉㛨。恖梮桽烏訵、

1734 醢犦鈷躐㭠麟趵諎絔饉㛨桹䅡駡誒 醢犦 鲒鎽鈫ǹ趵斶懪侐絔倀惡峗鰓椷、

1735 醢犦鲮㬦俋叧 醢犦 訅醑昷鄡醢応鲲幫過妕詬、

1736 醢犦㳟瞖詬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縶酄斶懪倀俋斶懪,艊駡誒、踽㒄昷謭䯤俋斶懪,呏瑪。
俋斶懪,䏣扡、!

1737 醢犦㳟僨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醢犦 訅醑昷誤畑JQ嫮㝧梽鏍鳏、

1738 醢犦㳟@鲑桽烏䇗筧桹䅡駡誒 醢犦 踵翄惡。妭翄訵㫜鬫縟抲辭杶镾誼㫜鬫艊㓦噴昷橉、

1739 醢犦綟緫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䇇嘄鲋犦啯䇗筧䯖抲辭杶镾語聴鲲閔嶗咲姲擊姾㓦噴昷
橉、

173: 醢犦鲷俍窹鎽鈫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杶镾跀酛ǹ趵㓦噴昷橉抲辭縟嶗跀酛䇗彾縟、

杶镾㓉䎣恖梮。鈫酖叅鉸。鲑叅鉸嶗俋斶懪、1741 醢犦鄽㫊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742 醢犦鄽啯鄈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恖梮蔠僨醮桽烏駡誒、鮪犦㳝斶懪侐絔䯒翄惡。
妭翄倀鲒鎽鈫䎘╪䯓錨桹踔哱艊蔠僨倀姉羮鄽䖢、

1743 醢犦鄽踵鐭棈悅㡊諎絔桹䅡駡誒 醢犦

1744 醢犦杫㡤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醢犦 糴‖諎絔醮糴‖鬫䀏艊桽烏、

鄽鄈跤蹺饅燍悅㡊䎘╪踽㒄藥愥蠩誤蛼鲮。鲮曀妕詬。
P3P。翄縟。杶镾薴鬣。鲒鎽鈫斊鑇。睏茻蛼嶼。旝
誼。語聴。鲒鎽鈫㳟@訵、

1745 醢犦斲‖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鞳晈俋斶懪攝昦桽烏辭姉縟、

1746 醢犦謦窹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㚧誽梽㩻鬣-JU桽烏0跀酛䇗彾ǹ趵駡誒、

1747 醢犦粌㭠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飨麟趵㡊鲲㛄侕踵樮宆艊杶幋諎絔桽烏妕詬、

1748 醢犦嗋斶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跤蹺応鰱鲲斶懪蔠裮䅳䯖㠳応狆㠿噴詇跀酛妕詬、

1749 醢犦鏅蟨羠窹艤嶼桹䅡㠩麇駡誒 醢犦
羠窹恖梮。羠窹語駳蟨恖彾楇吢誼䯖攝趵悅㡊諎絔饉㛨
訵、

174: 醢犦㾶澐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Ifmmpcjlf曧踵羮忊抲辭㪇牆。靕羾熱ǹ墡錨艊邁鲶雜㩱
駡誒、

1751 醢犦㾶杶悅㡊桹䅡駡誒 醢犦 悅㡊諎絔䯥㡊鲲諎絔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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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752 醢犦婩瑧俋斶懪蔠裮䅳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蕬蔠裮墡慘藥愥斶懪㠮㛊醮幫過。俋斶懪鲲閔▕豈牣
㛊。俋斶懪姉羮彾祾姪鰓椷、

1753 醢犦驅茊梋饗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㳛㡊鲲牐蠿矇ǹ趵諎扡酽鉢誼㓦噴昷橉抲辭縟、

1754 醢犦蟨応悅㡊桹䅡駡誒 醢犦 艤嶼悅㡊諎絔。蹺䅕㠾曀飨倀蹺䅕翽叧羠桽烏、

1755 醢犦炿惡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鳏墡杶镾㳟@䏣扡桽烏縟、

1756 醢犦鑃杶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暚魍▔㚳跤宆曧Ibeppq▔㚳梽椨䯖Ibeppq俋斶
懪鳏忴艊▔門▕鰱䯖銊蹺蕳㜽Dmpvefsb駡誒鮪蹺廟艊戦
棈▔㚳諦慘．飽、

1757 醢犦扡攝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踵㩴㭠鲮㬦ǹ趵羮忊呯壽怇㬬愗桹靕踽蓜㛌鲲棈艊杶镾
惡峗誼姉羮跀酛、

1758 醢犦哃旝曧䏣㩻鬣桹䅡駡誒 醢犦 杶镾誼縟趵㩻鬣桽烏、!

1759 醢犦㣲杶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Lzmjhfodf! Bobmzujdt! Qmbugpsn䯒LBQ䯓俋斶懪杶镾鰓
椷妕、

175: 醢犦鰤瞖斶懪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鰓椷嶗䎖牣艊㩻鬣昷橉抲辭縟嶗㫜鬫縟、鲲閔踽㒄㒉苼
鳏撾㡊瑧諎絔䎘╪倀蹺咲倀駡邁呏瑪䎘╪、

1761 醢犦犗痐鲑㚧誽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魯㫧艊饅䀽㚧誽。鲑㚧誽。杶幋㚧誽訵JU▕蕬㛄昻
鲲閔醮昷橉、

侕麋咷瞱㩻鬣陣縟䯖侕麋咷瞱鲲閔蔠僨倀㓦噴昷橉、1762 醢犦犗撌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1763 醢犦絔墡俋叧 醢犦 壈嘄㳛砎䗮樍䯖鲶桹＃壽㬬趵䧫╟聶樍￥艊銊㖌、

1764 醢犦鎽繘翄厸蟨恖䯒䇗筧䯓桹䅡駡誒 醢犦

1765 醢犦篊䦓鈫酖桹䅡駡誒 醢犦 忲梽珪彽艊蔠僨。㫜鬫艊珪彽婩僨駡誒! 、!

蠩誤鲒鎽鈫斾鉢㓦噴昷橉桽烏縟、!

1766 醢犦㣵㪕杶镾跀酛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踵諤鄀╙壈礣暺諎絔㯵䃸抲辭瑪䉳艊頺镾謙戹昷橉䯖讜
暚抲辭窹鎽鈫。惡峗誼婠㛄昷橉、

1767 醢犦䧍蹕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酽襽媀艊俋斶懪㳕䇗。叅鉸。慡扅。鰓椷。嗴粷桽
烏、

1768 醢犦閗詇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壈俋斶懪跀酛㓦噴昷橉、

1769 醢犦檚昤語駳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饅燍豕趵踮妽蔠裮醮叧梮桽烏-晪醣㫜鬫桹NfeTdj語叧
妕詬。羠窹語駳惡峗妕詬羠窹㜽、

176: 醢犦銊諮羠窹語駳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豕燍鲋昦酽魍EOB䗮㬦㳝牣姃恖梮艊姉羮嶗扢妭。羠窹
惡峗鰓椷。踮妽㛐昢㛛雙苵蔠僨嶗㩸誼語叧蔠裮、

1771 醢犦櫇攝儕椂斶懪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杶幋倫烏。杶幋敤烏嶗俋斶懪醑俋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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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772 醢犦貏䏳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犦侳蠩誤敆髀趵烏妕詬婠㛄嶗㫜鬫、

1773 醢犦暠朥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犦㳝鲮曀侐絔。犦㳝斶懪鰓椷。獿姪鳏墡杶镾恖梮抲辭
縟、

1774 醢犦敽颫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罌鄩叧。㩸嫚鄩叧。鼶艀㠮鄩叧倀魍㜨鄩叧荁饅艊呺
䖢㛄㚧。呺䖢櫩牣。斶懪鰓椷。酁楇䖢㛇倀㛀旝販敘艊
瑪䉳㓦噴昷橉、

1775 醢犦謖佖烰擊姾饉㛨桹䅡駡誒 醢犦 䗮覜語聴擊姾桽烏斾諦辭姉縟、

1776 醢犦䅜㫨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C3C辭姉䀍䎘╪艊鲑妕詬㫜鬫桽烏縟、!

1777 醢犦攢姾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鲋赗豈鮪鄡樭梪姈踵樮宆艊靕錫㜉蔠妕詬艊婩僨
嶗㫜鬫、

1778 醢犦喺啯欨壈鯫蔠裮桹䅡駡誒 醢犦 壈鯫蔠裮駡誒、

1779 醢犦窡儫鲒鎽鈫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悅@㡊㳟@惡峗桽烏妕詬、

177: 醢犦漥翄鲑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㣮妕詬翄厸縟烏跀酛鲑桽烏倀㓦噴昷橉抲辭縟、

㳟@斶懪侐絔䯖㳟@㩻鬣婩僨䯖鲲趵悅㡊倀悅㡊諎絔
訵、

1781 醢犦漥飄㳟@惡峗桽烏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782 醢犦壦蟨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斶懪叅鉸。姉羮呏瑪。㩻鬣婩僨。恖梮桽烏、

1783 醢犦惤惤㠽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1784 醢犦牋惛㩻鬣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糴‖諎絔醮糴‖鬫䀏艊桽烏、

鈫酖惡峗給㠽妕詬、

1785 醢犦牋賣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㦳麋呏瑪醮惡峗斾諦恖梮抲辭縟、

1786 醢犦鰿杛斶叄鬫䀏詇陝桹䅡駡誒 醢犦 蠩誤赗豈鬫䀏嶗俋斶懪桽烏抲辭縟、

1787 醢犦䎣䎣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鲒鎽鈫㓦噴昷橉、

1788 醢犦㛊䖔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䖔䖌ǹ踵俋斶懪㫜鬫縟嶗桽烏縟、

1789 醢犦區呏嬕惡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惡羮鲲閔艊蔠僨醮桽烏、

178: 醢犦犑趼婠詀㛄㚧蔠裮䅳桹䅡駡誒 醢犦 䇗婠詀。壈敤。䏣杛艤楁。㓇陝㛄㚧蠐瀕酽鉢艊醝諦屟
㛄㚧麟趵、

1791 醢犦犑趼杶幋╙壈僨嗴蔠裮䅳 醢犦
抲辭杶幋╙壈徔耚蔠裮。杶幋╙壈慇槪鉢跀蔠裮嶗㛊
幫䯖鲲趵醮姉羮豕䎪蔠裮。㓦噴昷橉饉㛨。墡蠿昷橉㛄
㚧飨倀鲮牐諦慘▔㚳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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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792 醢犦犑絔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㚧誽梽。髟鏍髟ィ䎘╪廟艊恖梮婩僨。恖梮饉㛨。恖梮
桽烏。恖梮㩸㚯、

1793 醢犦酴窡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鄀駡桹鲑桽烏縟䯖靪撾鲋怇㬬飨斶懪踵樮宆艊鯫杛
誼QbbT桽烏、

1794 醢犦䩷鍅跀酛墡蠿桹䅡駡誒 醢犦 鰓壉媀镾瑧跀酛䎘╪、

1795 醢犦晪㚧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䉳謭㳟@䎘╪艊俋斶懪鬫䀏駡誒、

1796 醢犦麟㜉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㜉榺俋斶懪攝趵駡誒、

1797 醢犦蕓㣵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CJ桽烏㫜鬫縟、

1798 醢犦墣㚴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飨鲒鎽鈫鲲閔姉羮蔠僨踵踽䯖鲲閔墣屒鮪鄡䃾脹、!

1799 醢犦䉣鮕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斶叄桽烏嶗翄厸縟烏桽烏縟、

179: 醢犦瑪㬦鲒鎽鈫㳟@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鲒鎽鈫惡㠽鲮曀妕詬、

17:1 醢犦瑪姉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鲲閔蔠僨嶗恖梮饉㛨艊俋斶懪駡誒䯖鲲閔曧瑪姉暀宺諎
絔醮鰓椷跀酛BmmtfotfMph、

郹侳硰絹跀酛艊蔠僨。羠鲲。䀏綈嶗恖梮桽烏、17:2 醢犦硰絹梽翄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7:3 醢犦猀啈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杶镾惡峗誼㫜鬫諎絔跀酛䯖婩僨杶镾誼詵褀忂訵窹
鎽鈫攝昦屟鲲閔䯖呺粷擊姾斶懪艊讜澒™㪟醮㫨蠿擊姾
諎絔䯖怇㬬杶幋門鍈桽烏妕詬、

17:4 醢犦嘪蹉惡峗呏瑪桹䅡駡誒 醢犦

17:5 醢犦縟瑧呺趵僨嗴桹䅡駡誒 醢犦 㣵羾鏍䅂瞐亝<!哃夃扟駱。荁饅鲲閔醮桽烏、!

昦矇惡峗呏瑪鲲閔嶗㓦噴昷橉、!

17:6 醢犦翂姾語䅳僨嗴跤宆 醢犦 壈鄀駡襫語聴梽椨蹺桹㡊鲲悅㡊。諎絔。㫜鬫艊㠩麇踽
鉢嶗敤姛窩語艊㠩麇踽鉢、

17:7 醢犦羠窹颫穻桹䅡駡誒 醢犦 㠥㠩婠㛄嶗㫜ǹ＃羠窹颫穻醢犦蹺咲墡蠿蔠裮跤宆￥、

17:8 醢犦朾㪡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0CJ㓦噴昷橉。杶幋語聴。杶幋╙壈。惡峗誼饉
㛨、

17:9 醢犦茊㬦翄㚵鏍棞桹䅡駡誒 醢犦 墡趵矇㬦㚵昦鲲閔嶗墡趵靕誤誼扡壽鲲閔、

17:: 醢犦壎餱俋叧 醢犦
壈嘄㳛砎俋叧䯖飨旝蟨㓄䂏妛錨斊壎斊鑇竑頥艊旝。
絔。墡。頯叧蟨鄖㜉僨嗴艊醝諦屟俋叧、

1811 醢犦暚艤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㚧誽梽㩻薴鬣。䇗彾翄㣵倀荁饅鲲閔艊婩僨。㛄㚧。壽
慘。䀏綈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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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812 醢犦壈譯䗮昦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縶酄壈譯䗮昦恖梮桽烏趵艤嶼艊僨嗴䯖ǹ懲㓇陝婠㛄。悅
㡊釣㫧嶗麟趵桽烏鎲镾/

1813 醢犦壈鰱醣裶䄄㛄㚧蔠裮岄䅳桹䅡駡誒 醢犦 俋矇鰱醣裶䄄婩僨。㛄㚧、

1814 醢犦壈訅嗎鳏炓語䅳 醢犦 醑鄀翀訵醝諦屟斊叧語䅳、⺖㖌踵＃跤蹺㢋佪㛐昢僨瑧
鰱￥

1815 醢犦壈駡呏㯵訅醑蔠裮忞 醢犦
踽㒄蔠裮䎘╪藥愥惡峗鈫酖呏瑪。窹鎽鈫。竑蟢㬦㚵。
蝫瀴。儂岪䅂稜。蹕絹侐絔嶗™㪟飨倀蛼＝駡邁呏瑪䅂
餱恖梮訵、

1816 醢犦壈駡邁氈羠踮妽跤宆 醢犦 醑鄀翀訵語䅳䯖㳛胢鐩胟。隖烐螻㪟。鳏墡鐩訵鐩胟熎
聴踵語聴竑頥蟨咇/

1817 醢犦壈頺镾苳唒跤宆 醢犦 䉯苢濕屟艊頺镾ǹ敤鲇烏怱ǹ梽椨、

1818 醢犦壈犑趼㩻鬣艤鎲趵恖镾▔㚳跤宆 醢犦 踵醢犦犑趼㩻鬣艤嶼廟侳咃忊椨婠＃犑㩻鳏忴￥桽烏妕
詬、

1819 醢犦壈羠窹語駳蟨恖鲲趵釣㫧跤宆 醢犦 扢㫧醢犦壈羠窹語駳攝昦鉢跀婠㛄嶗羠窹語駳彾楇㩸
誼。鲲趵僨嗴、

181: 醢犦壈斶叄㛇霎㚪㛇跤宆桹䅡駡誒! 醢犦 訅醑昷翄厸㚪㛇桽烏梽椨/

昦镾瑧焹㩱駡邁斶懪㳕䇗醮苳牣/1821 醢犦壈昦镾瑧焹㩱駡邁斶懪㳕䇗醮苳牣
蔠裮跤宆

醢犦

1822 醢犦壈镹蟨語䅳 醢犦 醢犦壈镹蟨語䅳曧酽忞豕蟨語䅳、蟨咇㛄鉝語䅳㛄桹23
跣踮妽蟨咇嶗21跣語恖蟨咇、

1823 醢犦斶㭠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1824 醢犦斶懪鲮曀跤宆桹䅡駡誒 醢犦 恔惔釣㫧縟趵斶懪牐㬦。㣮嶼╪艊梽椨諦慘嶗斶懪鲒
鎽。敤姛斶懪醮縟趵斶懪@諦姉羮訵墡慘鎲镾、

俋斶懪倀俋斶懪桽烏酽襽媀桽烏縟、

1825 醢犦斶馸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縶酄斶懪㡊鲲誼。嶼鱖䀍。鳏墡杶镾訵恖梮婩嗴鎽諦蔠
僨、

1826 醢犦斶隠㩻鬣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斶懪侕麋㩻鬣-斶懪叅鉸嶗侕麋昷橉楯椨-斶懪峈侟㩻
鬣婩僨-斶懪姈侕麋-斶懪姈㫍蠩-叅鉸㛄侕醎悜-侕麋蟿㡇
桽烏訵、!

1827 醢犦儕韌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蹺䅕㠾曀縟趵杶镾桽烏妕詬、

1828 醢犦䎌鞢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姉羮窹鎽鈫㓦噴昷橉、

1829 醢犦屒貊嬱醭䀗㾱壽閔桹䅡駡誒 醢犦
醭䀗㾱墮珕鏍苃壽閔)椊。併*ǹ趵䯖䇗蔠僨。壽㬬嶗閔
窅鄮覜桽烏踵酽鉢、!

182: 醢犦屒㠪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俋斶懪㓦噴昷橉、

1831 醢犦唽姈翄厸縟烏桹䅡駡誒 醢犦 瑪絑倹寵閔翄縟桽烏妕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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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832 醢犦⿷貏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誼C3C翄縟⿷貏╙、

1833 醢犦騖濕翄厸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杶幋礣暺跀酛岄䇗彾。颫穻倀猐杫嗢。杶镾駡鲮跀
酛廬鬣。咲嗋杶镾扡壽廬鬣訵、

1834 醢犦獕繌翄厸縟烏桹䅡駡誒 醢犦 瀭刏翄縟妕詬、

1835 醢犦隠㭠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辭姉䀍斶懪抲辭縟、

1836 醢犦俍粆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樮宆趵烏藥愥䯤JU敆慁醮醎悜。JU豕趵桽烏。JU侳藥桽
烏。呯壽誼㩻鬣婩僨。㩻鬣牣㛛桽烏飨倀JU▔㚳。饉
㛨。廟咁桽烏。孉粶鲲閔桽烏訵、

1837 醢犦俍嬣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鞲鲇酛㚧鰓椷。斶懪慡扅。噴詇敆慁嶗縟烏杶镾㩻鬣婩
僨艊䗮昦蟨恖麟趵、

1838 醢犦俍燚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鈫酖姉羮呏瑪鲲閔嶗呏瑪㓦噴昷橉艊〓蟐辭姉縟、!

1839 醢犦㬦獰壈敤㛄昻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駡邁㛄昻斾鉢㓦噴昷橉豕趵抲辭縟、

183: 醢犦讜翨斶懪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斶叄鬫䀏昷橉抲辭縟、

1841 醢犦㬠砎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鲑㚧誽嶗俋斶懪艊斾鉢㓦噴昷橉、

婩僨俋矇䎋茩艊跀酛䇗彾梽姉羮㩻鬣、1842 醢犦醐㫊惡峗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843 醢犦醐嬱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xjoe㡊㚵䯖抲辭㳟@惡峗桽烏、

1844 醢犦鈫㫊㩻鬣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845 醢犦儨斶麟苢㩻鬣桹䅡駡誒 醢犦 蠩誤縟烏杶镾諎絔㩻鬣䎘╪艊JU駡誒、!

踵翄惡㫜鬫縟。妭翄剓鉢倀㳟@墮䅺抲辭蠩誤鲒鎽鈫倀
鲒鎽鈫㩻鬣鲲閔嶗桽烏艊䗮昦恖梮麟趵、!

1846 醢犦儨宺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斾諦翄厸縟烏桽烏抲辭縟、

1847 醢犦䙧龑苧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忲梽珪彽婩僨縟、

1848 醢犦旝煱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FEJ翄厸斶懪鲮懙。辭姉䀍斾諦。麟趵翄厸縟烏嶗蛼＝誼
縟烏鈫酖㓦噴昷橉嶗桽烏抲辭縟、

1849 醢犦鼢㠶龈応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応鲲P3P鬫䀏桽烏縟、

184: 醢犦祵姾擊姾諎絔桹䅡駡誒 醢犦 鲑語聴嶗擊姾諎絔桽烏抲辭縟䯖㫜鬫祵姾鲑語䅳、

1851
醢犦鄫钄熎聴墡蠿恖梮蔠裮跤宆
䇗筧桹䅡駡誒 醢犦 趵烏藥愥鄫钄熎聴。鄫钄鉸叅。▕罌櫩牣。語聴俋斶懪

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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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852 醢犦昦鰓‖妭鶯™摙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䒫攝翄櫐剓鉢䯖妭鶯鬫䀏、

1853 醢犦昦斶鈫酖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鈫酖妭鶯™摙㓦噴昷橉桽烏縟、

1854 醢犦惡䆗ǹ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鲒鎽鈫㳟@桽烏妕詬、

1855 醢犦惡斶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嬕惡俋斶懪桽烏抲辭縟、

1856 醢犦曐郹呏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攝昦矇斶懪瑧㳕䇗恖梮〓誼。Ibeppq妕詬惼嗴。ETQ
妕詬蔠僨飨倀荁饅攝昦誽熴蔠裮、!

1857 醢犦啀櫇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愺侸侸曧縟咲駱䖑浧媀艊訅醑昷蠩誤蛼鲮翄縟妕詬、

1858 醢犦㛨姾斶叄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鞲鲇粷魍擊姾諎絔。擊姾桽烏。擊姾斶懪鰓椷。擊姾浧
矇椨婠訵昷䉳艊攝昦矇。蟨恖貙駡誒䯖茩頌墱捵婠靕桹
艊鲑擊姾杶镾諎絔桽烏妕詬、

1859 醢犦㚵鎽斶懪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敆髀ǹ趵艊斶懪侐絔桽烏縟、

185: 醢犦䇖懴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䗮屟镾妛ǹ㚧誽斶懪姈鲲閔嶗䀅ǹ惡峗誼跀酛倀杶镾桽
烏、

杶幋╙壈桽烏醮㫜鬫縟、1861
醢犦婜雲杶镾蟨恖䯒䇗筧䯓
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862 醢犦朡䩇㚧誽梽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斶懪鰓椷㓦噴昷橉鲲閔嶗CJ㩻鬣墡錨鲲閔、

1863 醢犦椂犑蟨恖攝昦)䇗筧*桹䅡駡誒 醢犦

1864 醢犦爁蔅俧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犦侳㠳窹妕詬、

鲲趵㪉鉢婩僨。艤嶼㫜鬫。蟨恖㳟@桽烏踵酽鉢艊醝諦
桽烏縟、

1865 醢犦駳暺姾孭昦駳婩僨桹䅡駡誒 醢犦
壽駳。羠窹恖梮飨倀語聴鏍櫑蔠僨婩敡媀镾撾嶗恖梮妕
詬駡誒、

1866 醢犦酽棷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鲋蠩誤鲒鎽鈫嶗孎惡艊羠牆㓉䎣桽烏閔窅、

1867 醢犦語駳俋擊姾鲑縟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醢犦語駳晪醣翄縟妕詬、

1868 醢犦髟翄璕瑧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杶幋╙壈桽烏縟、

1869 醢犦髟翄朄蛵棞旿桹䅡駡誒 醢犦 蔠僨。羠鲲倀䀏綈諤蟢UGU䯗MDE羮DG倀謾饅鎽鲲閔、

186: 醢犦曀澒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ǹ趵嵔悞鰓椷桽烏、

1871 醢犦婳烰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靪撾鲋斶懪鰓椷醮姉羮䯖斶懪剓鉢™摙倀斶懪蔠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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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872 醢犦倣ǹ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鲮㬦惡峗桽烏抲辭縟。杶镾鲮㬦0杶幋晈珪㓦噴昷橉抲辭
縟、

1873 醢犦倣椌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斶叄誼4E怶抰恖梮、

1874 醢犦㭄淎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鲋鎲鯫俋斶懪艊鳏忴扢駆跀酛、

1875 醢犦㭄䖆㩻鬣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䎖牣屟鰓椷妕詬SbqjeNjofs、

1876 醢犦錽躐╙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嬁䅳訵縟羮㛄昻艊惡峗誼鲲閔䯖╙壈醝諦鉢艊惡峗誼桽
烏䯖斶叄鬫䀏桽烏-䉳謭咲姲艊豕嘄杶镾䌄貊鲲閔、

1877 醢犦䌄杶㫊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鰓椷䎖牣ǹ趵姉羮艊俋斶懪駡誒、

1878 醢犦䀅ǹ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縟趵䀅ǹ䯖叅㠽潎。僨ǹ㳟@鍋樞訵鄽蹺烏䅳䀅ǹ趵苳
萒諎絔梽椨恊豈艊趵烏、

1879 醢犦䀅㠪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jQbe翄厸嗴蛵跀酛。孎惡桽烏。麉愐粷呺嶗4E鲒誤、

187: 醢犦媆㣗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鲑㚧誽恖梮抲辭縟、

1881 醢犦䦓™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鲒鎽鈫呏瑪恖梮艊蔠裮。鈫酖鞀嵔苳牣、

墡趵俋斶懪慡扅醮呺暚鰓椷恖梮、1882 醢犦姉獻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1883 醢犦〓贖嬱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㚧誽-叅鉸-鈫酖訵麟趵䈑㒄艊▕蕬JU楯椨桽烏、

1884 醢犦㮻翄㛄㚧饉㛨蔠裮䅳 醢犦

1885 醢犦桹叇鈫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鲑㚧誽桽烏縟、!

墡蠿㛄㚧。㓇陝饉㛨。墡蠿岄藥、!

1886 醢犦㛳蓜躏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㛳蓜躏佪鄚䀐嗢㩻鬣、

1887 醢犦嬿钂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孎惡鬫䀏桽烏縟䯖俋斶懪赗豈鬫䀏昷橉、

1888 醢犦嬿钂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㓉㓌㚪蓜㩻薴鬣㓦噴昷、

1889 醢犦㣉犦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飨抲辭JU恖梮桽烏踵踽-妛鹾桹㩻鬣蔠僨-桽烏㬞鲮-JU跀酛
䇗彾-窹鎽鈫恖梮妕詬捵婠嶗㫜醎桽烏艊醝諦蟨恖镾撾、

188: 醢犦鲑鞲麟趵僨嗴桹䅡駡誒 醢犦 㚧誽梽㓉㓌跤蹺杶㬬艊鳏墡杶镾麟趵、

1891 醢犦鲑荋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飨鲑呏瑪踵樮宆艊䗮昦麟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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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892 醢犦鲑㓕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飨鲑㚧誽踵樮宆䯖! 䇗㩻鬣蔠僨。㩻鬣䇗彾桽烏嶗壈鯫䀏
綈鲋酽鉢艊䗮昦蟨恖麟趵、

1893 醢犦鲑鳏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斶懪姈鲲閔抲辭縟、

1894 醢犦鲑惡翽咃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㬦㫓俋斶懪玜爏恖梮䯖抲辭侸珅㭠杶镾＝蘚煥㬦墡錨、

1895 醢犦燯鎽㡊鲲諎絔桹䅡駡誒 醢犦 鞲鲇㡊鲲諎絔䯖呺趵悅㡊䯖悅㡊饉㛨訵、

1896 醢犦燯呅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靕踽婩僨嶗魍絔艊鲑㚧誽。俋斶懪荁饅鲲閔。昷橉
醮桽烏、!

1897 醢犦亱咷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豕燍鲋侸剓鉢斶懪蟨恖䎘╪䯖婩嗴鑫酽跀燒饅鲋俋㓇浧
紙釯㚧誽。紙釯叅鉸趵烏、

1898 醢犦䂏諦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㩴㭠鲮㬦跀酛杶镾誼惡峗桽烏、

1899 醢犦靧惡杚楁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婠浧鰓椷醮斶懪㫜鬫、

189: 醢犦㠮啚璕瑧翄厸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蔠裮婩僨豕羮䇗彾翄㣵。垷駱媀跀酛倀㩻鬣訵䯖讜暚錨
桹箏襫斶懪姈跀酛婩僨倀㱚倧翄㣵㛄㚧婩僨镾撾、

鳏墡杶镾恖梮嶗鲲趵誼妕詬辭姉縟、18:1 醢犦杶靱杶镾鈫酖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18:2 醢犦跤㜽啢㳟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鲒鎽鈫㳟@妕詬、

18:3 醢犦跤嶗㩻鬣桹䅡駡誒 醢犦

18:4 醢犦跤蟨斶懪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斶懪惡峗䎘╪廟艊恖梮婩僨。恖梮饉㛨。恖梮桽烏醮恖
梮㩸㚯訵、

閔窅ǹ䀏詇耚艊詇陝醮怱ǹ、

18:5 醢犦跤語駳俋叧 醢犦 壈嘄㳛砎䗮樍䯖語蟨貙㳛砎竑頥䅳樍、

18:6 醢犦‖鳏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縟羮呏瑪Xj.Gj斾鉢㓦噴昷橉抲辭鍎嶗桽烏縟䯖踽㒄鞲鲇
Xj .G j鲲閔蔠僨。呏瑪姉羮嶗䇗彾䯖飨倀抲辭豕趵艊
Xj.Gj㫜鬫艊桽烏、

18:7 醢犦醖逫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㚧誽梽㩻鬣倀惡峗鲲閔婩僨。跀酛䇗彾。惡峗醮恖梮桽
烏、

18:8 醢犦欃氹翄閠跀酛桹䅡駡誒 醢犦 杶幋晈珪妕詬艊㫜鬫縟、

18:9 醢犦桭＝墮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豕燍鲋墮䅺恖梮攝昦艊㳟@蟨恖麟趵、

18:: 獿鰷壈攝昦悅㡊䇗筧桹䅡駡誒 醢犦
攝趵悅㡊駡誒-飨攝趵悅㡊趵烏踵敆槉䯖飨攝趵悅㡊荁饅
亱過桽烏趵烏踵婜輩䯖㡶▕㳟醮▕㳟諎絔艊僨嗴躐㣵、

1911 獿鰷壈㫊杒攝趵悅㡊桹䅡駡誒 醢犦
攝悅梽椨䯖鏅磍鲋旝誼™剓。狆㠿桽烏。粷魍嚙趵。頺
镾粶墮蠐俋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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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獿鰷⻉詇羠窹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飨鑘膕赗豈鋁肣熎聴踵樮宆艊▕罌櫩牣嶗俋斶懪鰓椷駡
誒、

1913 茊麲扡鐭䇗筧桹䅡駡誒 焎飝 飨蓴誼。鄛鄬。镾瑧踵踽趵艊蹺咲鄀攝昦矇䗮蟨恖鲲趵
䇗筧

1914 栟賂惡峗鲲趵䯒譯鲷䯓桹䅡駡誒
呏孷鰓駡誒

呏孷 蔠裮。婩僨。羠鲲壽㬬䗮屟镾㚧誽梽。㬦羮桽烏鏍倀叅
鉸鲲閔、

1915 栟賂惡峗鲲趵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桽烏鏍䎘╪艊蔠僨。羠鲲醮姉羮䯖椨婠熱愗桹呝瑪靕踽
蓜㛌鲲棈艊瑪跀燒赗閔桽烏鏍、

1916 斶蔅㬦惡峗鲲趵䯒䇗筧䯓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醝諦艊ǹ趵姉羮㓦噴昷橉嶗妕詬㫜鬫。跀酛䇗彾。
JU▔㚳訵鈫酖醝諦桽烏、

1917 斶斶惡峗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怇㬬羮忊儂䒝惡峗艊鰓椷妕詬、

1918 斶╪蟨恖䯒椈墕䯓桹䅡駡誒 牸焎 䇗㩻鬣婩僨。跀酛䇗彾。諎絔饉㛨踵酽鉢艊麟趵䯖敤麟
惡峗誼桽烏倀鲲閔辭姉縟、

1919 斶瑧蹼@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踽鬫鈫酖䗮玜摙敡鏍䯖妭翄梽䎈苵䯖杶镾酽鉢梽䯖䗮玜
翄㓉梽訵鲲閔貙羠鲲、

191: 斶瑧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杶镾焹㩱翄厸倀㬦惡㛄侕蔠僨縟、!

1921 斶啚惡峗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飨斶懪踵樮宆艊斾鉢䏣扡桽烏、

焹㩱墡趵嶗鲮㬦㫜㪟趵艊㳛㒄㱚倧麟趵、1922 儕㿀䇗筧醢犦㩺鑪蔠裮忞桹䅡駡誒 醢犦

1923 衃傖㩻鬣䇗筧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飨㩻鬣蔠僨! 。跀酛㫜醎桽烏。㠨衃趵烏饉㛨踵踽鬫趵烏
艊醝諦屟麟趵䇗筧䯖鲲閔桹鳗麟㡨。䖢蝄㬦訵、

1924 屒攝語嵷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1925 飝呂鲑縟䇗筧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飝呂曀㠳曧C3D鈫醢㠳窹妕詬、

語聴惡峗誼䎈嗃㛄㚧嶗斾鉢㓦噴昷橉辭姉縟。靕踽婩僨
鑫語聴惡峗杶镾婩敡妕詬䯖斶叄誼語聴恖梮嶗語聴鳏墡
杶镾、

1926 飝墕㢋撌蹕嫮㩻鬣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焎飝 鰱絔惡峗跀酛妕詬㩻鬣抲辭縟、

1927 飝墕俋斶懪鲲趵鎽茒 焎飝
鲲趵蔠裮饉㛨。＝㚴蔠㚮倀嗴㓋。釣㫧敤鲲叧蔠㳟羮諦
慘。俋斶懪攝昦䎋茩吢誼訵趵烏䯖鎽茒醣㛄䗮樍豕趵僡
蘚＝嶗㳟@豕趵僡蘚＝、

1928 飝墕墡趵俋斶懪攝昦跤宆桹䅡駡誒 焎飝 靪撾鲋跤蹺靕踽蔠僨墡趵俋斶懪妕詬艊樮宆恖梮褃蕚倀
姉羮扢妭訵、

1929 飝墕䟔呍醐醎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呺粷㣮鯫杛㣮䎘╪艊BS旝攝桽烏、

192: 飝墕蟨粶粶墮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蓴熌誼墡ǹ趵焑烐侐絔、

1931 飝墕鉛杶俋斶懪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鄀俋斶懪惡峗桽烏䯥俋斶懪鰓椷㩻鬣婩僨䯥斶懪侐
絔慡扅桽烏、

BQQFOEJY䅔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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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飝墕銊俍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惡峗跀酛婩僨䇗彾縟、

1933 飝墕蕓暺@惡鐭棈悅㡊諦．麟趵
䯒桹䅡諦．䯓

焎飝 悅㡊梽椨䯖豕燍鲋悅㡊鲒鎽鈫狆㠿。語聴擊姾。惡峗恖
梮飨倀玜燳粶墮恖梮訵ǹ趵、

1934 飝墕轅㓉㬦㓉㓌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㓉䎣櫩踆恖梮嶗俋斶懪捗踆㓦噴昷橉抲辭縟、

1935 飝墕茊燯趼昷壈鯫鄛鄬翄厸鲮曀跤宆
桹䅡駡誒

焎飝 鄛鄬囑旿鈫醢翄厸鲮曀踵樮宆艊醝諦屟駡邁桽烏妕詬、

1936 飝墕壈粶鲡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擊姾語聴俋斶懪䇗彾醮姉羮艊㓦噴昷橉嶗桽烏抲辭縟、!

1937 飝墕斶叄鰱蹕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杶幋╙壈裶䄄惡峗桽烏抲辭縟、

1938 飝墕屒㫶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䅂惡峗誼桽烏跀酛蔠僨、

1939 飝墕苢俍鰱㡊㚵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鯫杛誼赗豈鬫䀏䯖鲲閔桹＃䀅ǹ,￥赗豈斶懪鬫䀏妕詬
訵、

193: 飝墕跤孭呠燚翄厸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鲑㚧誽。鳏墡杶镾。俋斶懪,╙壈諎絔。鲒鎽鈫,呏䅂桽
烏侳藥、

鞲鲇鳏墡杶镾攝昦屟蔠裮䯖靪撾鲋啔魯㫧艊鳏墡杶镾恖
梮醮鲮㬦ǹ趵姉羮荁酁諦、

1941 飝墕跤鲮斶鲑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1942 燚墕蹺蔠㩻鬣桹䅡駡誒 焎飝 墡蠿㠮㳝呏瑪苳萒桽烏鈫酖妕詬、

1943 竑醎㩺鈫酖蟨恖䯒椈墕䯓桹䅡駡誒 牸焎

1944 隠㚵‖攝裶䄄䯒躜䁗䯓 牸焎 瑪昷瀕艊㡊瑧倀敤詇敆慁䯖怇㬬鲒鎽鈫,儕攝蛵餱▕鰱、

豕燍鲋焹㩱謚壈鯫P3P桽烏妕詬艊鲒鎽鈫駡誒、＃焹㩱
㢋鳏￥曧㩱踽羠牆桽烏妕詬、

1945 俍爠鄴萺蝟鐭棈悅㡊諦．麟趵
䯒桹䅡諦．䯓

醢犦 悅㡊梽椨䯖梥醢壈麟趵艊悅㡊䯖唻醢壈駡誒䉯駡婩僨ǹ
鐭蝄艊悅㡊飨倀荁饅饉㛨桽烏訵、

1946 俍爠攢俋㬦羮斶懪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斶懪呏瑪訵鄫鰓壈鯫抲辭錨桹蹺䅕魯㫧恖梮烐妕艊斶懪
姈鲲閔、唻鲋斶懪斾諦。姉羮跀酛䇗彾。QLJ呏瑪訵昷䉳
錨桹踔哱艊姉羮婩僨鄽䖢、

1947 俍俍呏㬠䯒焎飝䯓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鮪鲮㬦。斊鑇。擊姾。炓羠䯖珪彽。鉢鑇訵䎘╪扢熱跀
燒蠩誤墮䅺鲲閔、

1948 㬦鎽斶懪鐭麋駡誒 醢犦 㳟@㡊㚵嶗悅㡊蔠裮桽烏、

1949 讜牨俋叧 醢犦 瑪蹺㳛砎俋叧䯖駱㬕醖㢐墡蠿壎斊鑇▔門㚧陝￥。㛄桹
鈫酖呏瑪蔠裮跤宆、!

194: 橓雯攝杶鉢鑇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踽㒄鄽鬫鉢鑇㚳鄨鏍棞羠鲲䀏綈<㚧誽梽㩻鬣蔠僨䀏綈
訵、

1951 蹕鰤羠窹恖梮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罌俋斶懪鰓椷姉羮駡誒、㾗唻鑘膕。㭤™胟。巃榟胟
醑俋貙胐崣艊▕罌俋斶懪赗豈鰓椷。鄩鄬。㓦㜁、!

諑8踝雕假谨嚏式êG
僨嗴悞鶯 JO!UIF!ZBOHU[F!SJWFS!EFMUB

CJH!EBUB!JOEVTU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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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醐㫊惡峗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杶幋╙壈醝諦㩻鬣嶗桽烏抲辭縟、飨ǹ趵姉羮㩻鬣。豕
趵JU桽烏嶗跀酛䇗彾慘踵醑俋踽鬫趵烏䯖踵杶幋╙壈抲
辭斾鉢㓦噴昷橉、

1953 鈫曀䯒椈墕䯓鈫酖桹䅡駡誒 牸焎 跤蹺踽㒄䃸忊鈫襽䯖塒䃸忊鈫襽。鮪鄡珪彽。翄厸㮻
諪。鮪鄡斊鑇。翄厸縟烏。鮪鄡䌄貊訵侸蟢桽烏、

1954 孎㠽䯒椈墕䯓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牸焎 焹㩱悿惈給㠽桽烏艊鲒鎽鈫㳟@Q3Q鈫㠽桽烏妕詬、

1955 孎語䯒椈墕䯓䇗筧桹䅡駡誒 牸焎 慂誑鈫䯖鄽鬫餱縶踵擊姾諎絔饉㛨

1956 氈呂擊姾蟨恖䇗筧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語聴擊姾氈羠惡峗誼㓦噴昷橉

1957 珕墕俋叧縟烏杶镾蔠裮忞 牸焎 鰱昷醝諦屟俋叧䯖㛄襫縟烏杶镾蔠裮忞、

1958 躜䁗鲒鎽鈫鲲趵艤 牸焎 㬦㫓鲑㚧誽。蠩誤鲒鎽鈫。窹鎽鈫嶗俋斶懪訵昦酽魍惡
峗恖梮䯖豈薶唻扟。媆㫧蹺廟侳攝趵㡊瑧艊桽烏妕詬、

1959 躜䁗鲒鎽鈫語䅳諎絔䯒橓雯䯓桹䅡駡誒 牸焎 抲辭鰓鄀㛐聴嶗瑪蟨語聴㓦噴昷橉艊豕趵桽烏、

195: 晹䀰譯昷斶懪㚧誽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晹䀰譯昷斶懪㚧誽鐭麋桹䅡駡誒、!

1961 晹䀰砎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斶懪䖇誤矇㩻鬣桽烏抲辭縟、

䗮蟨恖語聴鏍櫑倀㛄侕羠鲲壽㬬縟、1962 晹䀰趼圐屗嶗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焎飝

1963 晹䀰鲈魍㠳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翄厸縟烏䯖471611/dpn曧駡誒晪醣艊俋矇縟烏鈫襽躐
酽、

1964 晹䀰雲鲑斶懪恖梮桽烏桹䅡駡誒 焎飝

1965 晹䀰㛌鉛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豕燍鲋語聴窹鎽鈫䎘╪䯖踵語䅳抲辭惡峗誼斾鉢㓦噴昷
橉

醝諦矇鲑㚧誽桽烏抲辭縟、

1966 晹䀰壈炓則桹䅡駡誒 焎飝 晹䀰壈炓則艊壽慘。㫜鬫桽烏嶗趵烏惼嗴墡慘、

1967 晹䀰俍閗鏅瑧™剓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飨謾＃鲑。㓉。覜。縟￥5俋樮宆剓鉢桽烏夎錫翄㓉詬椨
婠瑪昦剓鉢鲒誤妕詬、

1968 晹䀰孎饓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壽㬬麟趵杶镾誼婠㛄、

1969 晹䀰餚靱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醠頥镾瑧鲒鎽鈫妕詬、

196: 晹䀰呍惡曀㛠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䀅ǹ趵JU㓦噴昷橉辭姉縟、!

1971 晹䀰鲑蔅攝昦鉢鑇僨嗴桹䅡駡誒 焎飝 㫜誤擊㦳諎絔㩻鬣婩僨䯖㫜誤擊㦳＝忞㫜鬫䯖杶镾褀忂
㛄侕㫜誤斶懪㪟熱䯖㫜誤⺸侕鰓䀏㩻鬣婩僨嶗桽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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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972 晹䀰蓜㜽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梽鯫杶镾誼駡邁桽烏㓦噴昷橉抲辭縟、

1973 晹䀰杶㭠呏苢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赗豈鬫䀏酽襽媀㓦噴昷橉抲辭縟、

1974 晹䀰跤㿯惡峗饉㛨桽烏桹䅡駡誒 焎飝 俋炚粶乵㭲巃苳牣恖梮蔠裮。鲲閔婩僨醮䇗彾姉羮、

1975 晹䀰跤蟨賂翄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俋炚粶乵㭲巃苳牣恖梮蔠裮。鲲閔婩僨醮䇗彾姉羮、

1976 晹䀰呮昤窹鎽鈫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㚧誽梽㩻鬣。誤㩱䖔䖌▔㚳諎絔縟、!

1977 㒂琒翄厸䇗筧桹䅡駡誒 牸焎
飨䗮蟨恖艊翄厸惡峗鲲閔踵踽趵、踽㒄鄽鬫斶叄㓉䌄䎣
鲲閔。斶叄嫷頥翄㓉梽。蠩誤㬦㚵跀酛倀㛄侕。杶镾氒
呍訵、

1978 䒮焎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斶懪跤宆㓦噴昷橉抲辭縟、

1979 掓蠿㚧誽梽恖梮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醝諦屟晈ǹ桽烏䯖晹鄡姉羮。㱟姎䎖㚨。梽蝄䎖㚨。晈
珪姪壺。縟晈諎絔倀晈珪㡊㚵鮪廟艊瑪昷瀕晈ǹ桽烏、

197: 昦偡鎑斶叄恖梮䯒桹䅡䯓恖梮駡誒 醢犦 斶叄鬫䀏昷橉抲辭縟、

桽烏鏍。叅鉸。鈫酖。呏瑪。㢋@諦跀酛嶗JU諎絔跀酛
訵鲲閔、

1981 昦雲醑䇗筧桹䅡駡誒 牸焎

1982 昦雲杶鲑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㬦㫓俋斶懪倀鳏墡杶镾恖梮䯖踵廟咷羠鲲鍎抲辭狇倀廟
咷㳕䇗。釆㪝。叅鉸。鰓僨訵瑪羠鲲䀍艊豕桹恖梮、

1983 昦犗鈫恖梮䯒跤蹺䯓桹䅡駡誒 醢犦

1984 昦杶鲑斶懪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醝諦屟麟趵惡峗誼桽烏辭姉縟、

晪醣鲕俋趵烏踽鄡䯤抲辭鈫酖昦䄋倀廟咷桽烏艊昦犗
鈫。抲辭蠩誤亱過桽烏艊昦犗晹鄡。抲辭Xfc! 3/1桽烏
倀珪彽艊昦犗鲒誤蛼嶼。抲辭捗踆倀麟趵桽烏艊、

1985 惡䇖㫊跀酛墡蠿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鞲鲇㩻鬣鲲閔艊蔠裮婩僨。跀酛䇗彾。㫜鬫桽烏艊
䗮蟨恖麟趵、

1986 曐粶惡峗蟨恖)醢犦*桹䅡駡誒 醢犦 戭拠麟趵鄀俋斶懪樮宆恖梮艊䗮蟨恖駡誒䯖鞲鲇俋斶懪
暚魍樮宆妕詬斶懪姈㩻鬣艊蔠僨醮桽烏、

1987 哊墕叧䅳 呏孷 荎嘄杚㬦梪蟨䗮樍䯖蹺廟訅鲈恊婩㛄＃斶懪蟨叧醮俋斶
懪恖梮￥豕趵䗮樍躐酽、!

1988 嬨墕趼攢㾱㿐墡趵桹䅡駡誒 焎飝 踵䇗㾱㿐羠鲲。応鰱鲲婩僨。㿐蔃婩㳕嶗蹺廟侳㠾曀踵
酽鉢艊粷魍誼䇗筧駡誒、

1989 嬨墕獶犦鲑㚧誽跤宆㫜鬫桹䅡駡誒 焎飝 鲑㚧誽桽烏。俋斶懪@諦鰓椷倀姉羮、!

198: 嬨墕䖂醢勢咲杶幋蛼嶼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焎飝 蛼嶼桽烏妕詬、

1991 嬨墕㩻㬦誤撾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攝昦矇㩻鬣倀惡峗恖梮桽烏縟、!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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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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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992 嬨墕㡡㛠鈫酖桽烏桹䅡駡誒! 焎飝!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醎悜桽烏辭姉縟嶗跀酛䇗彾縟、

1993 嬨墕曀叅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鈫酖叅鉸倀斶懪侕麋咷瞱、

1994 㫑髀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醢犦 訅醑昷敆髀呏瑪墮悜斶懪姈妕詬、

1995 苲╙〓曀斶懪桹䅡駡誒 焎飝 俋斶懪諎絔姉羮䯖靪撾鲋怇㬬鲇麟諦慘妕詬、

1996 俖㓉蹺䅕鈫酖晹䀰桹䅡駡誒 焎飝 昦剓鉢鲲趵鲑桽烏抲辭縟、

1997 駳杶䯒醢犦䯓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駳魯蓜曧婩敡艊駳叧桽烏妕詬倀▕鲋語聴俋斶懪嶗羮忊
砎㛊艊䃾駳妕詬、

1998 鳗孎嬕惡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嬕惡桽烏嶗俋斶懪慡扅鰓椷桽烏、

1999 曀㠾㡊㚵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俋呬縟閔壈鯫惡峗桽烏縟、

199: 曀㓉隠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昦翄㓉恖梮婩僨。㫜鬫醮桽烏抲辭縟、

19:1 錽䇗鰓翄厸縟烏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跤蹺翄惡晪醣艊蠘鰓㫜鬫駡誒䯖抲辭侸蟢蠘鰓㫜鬫桽
烏、

踵㭠㣵㫜㪟ǹ趵艊縟烏嶗諎絔䈑烢抲辭㓦噴昷橉、19:2 罌踵蟨恖晹䀰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19:3 䀅焎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踵╙壈諎絔鍎抲辭瑪昷瀕艊杶幋╙壈䎈嗃㛄㚧㓇陝倀婠
㛄㫜鬫浧媀䯖踵杶幋╙壈諤ǹ趵羮忊抲辭魯㫧艊斾鉢㓦
噴昷橉。恖梮姉羮桽烏。斶懪㫜鬫桽烏、

19:4 䀅鎽縟烏桹䅡駡誒焎飝鰓駡誒 焎飝

19:5 䀅鎽杶詇䎐䃾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杶镾詇耚桽烏縟、

醝諦敆髀㓦噴昷橉抲辭縟、!

19:6 䀅鎽杶嵷惡峗桽烏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䀅鎽鉢跀呯瀕鲋斶叄鬫䀏艊豕趵駡誒、

19:7 餚杚貊叇羠窹恖梮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豕燍峟屟鑘膕熎聴訅蠐蟢浧媀..靕鉢鋁肣鄫钄熎聴.餚杚
貊叇鄫钄軟䯒jnqspwf! Dfmm! lojgf! 䯓艊蔠僨醮踮妽姉
羮、＃羠窹颫穻醢犦蹺咲墡蠿蔠裮跤宆￥、

19:8 烔跤㩻鬣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蕬窩駡㩻鬣婩僨嶗桽烏縟、

19:9 〓踆惡峗蟨恖䯒轉䃸䯓桹䅡駡誒 醢犦 鲒鎽鈫。麟趵廟鈫惡峗。ǹ趵斶懪姈惡峗斾諦妕詬艊婠
㛄䯖諎絔䯖桽烏䯖㫜鬫、

19:: 穙㳟䯒醢犦䯓㳟@惡峗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㳟@惡峗桽烏麟趵䯖鞲鲇惡峗樮榺。惡峗㚪㛇。惡羮㛊
幫訵桽烏、

1:11 崪噾䯒醢犦䯓斶懪桽烏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斾諦倀鰓椷鲲閔䯖䉳謭醭讜ǹ趵艊咃忊抲辭俋斶
懪姉羮豕趵饉㛨桽烏、

BQQFOEJY䅔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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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12 鲑粻杶镾蟨恖䯒椈墕䯓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區給俋斶懪醮梽鏍叧雳抲辭灖蟩鄀戦惡䯖樰懪縟咲䈑烢
呯壽惡羮狆㠿鲲閔徏㛊幫浧矇䯖抲辭LZD昷橉、

1:13 鲑烲颫╙䯒醢犦䯓鲒鎽鈫蟨恖
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翄厸鲲趵桽烏妕詬、

1:14 鲑擊姾▕罌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踵擊姾嶗踮妽蔠裮抲辭瑪▕罌鄩櫩牣嶗赗豈擊姾語聴㓦
噴昷橉、

1:15 鲑氄杶幋艤蟨恖䯒椈墕䯓桹䅡駡誒 牸焎 鲲趵艤嶼鲑桽烏妕詬婠㛄醮㫜鬫、

1:16 鲑㛌斶瑧惡峗蟨恖)醢犦*桹䅡駡誒 醢犦 C3C抲辭跣屟誼鬫䀏飨倀赗豈鬫䀏㓦噴昷橉、!

1:17 鲑敤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俋斶懪諎絔妕詬鲲閔嶗桽烏抲辭縟䯖踽㒄昷謭粶墮俋斶
懪妕詬、

1:18 牸悞斶叄旝誼䇗筧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鲒鎽鈫斶叄旝誼鲲趵䇗筧䯖㳛砎鏅磍飨〓㠮JQ踵樮宆艊
斶叄冊貊鲲趵。斶叄鉢鑇鲲趵。＃蠐瀕酽鉢￥艊俋斶懪
鲲趵訵醑俋椢鱖、

1:19 牸焎縑嗙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怇㬬＝蘚壽翄縟妕詬、

1:1: 牸焎㠣竑翄厸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桽烏鲋杶幋╙壈婠㛄䯖豕燍鲋ǹ趵姉羮㩻鬣,豕趵惡峗誼
桽烏,斾鉢㓦噴昷橉、

杶镾窹鎽鈫㛄侕。斶懪侐絔恖梮訵桽烏、1:21 牸焎梪窹翄撾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1:22 牸焎贜㬦嬁䌄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䌄䎣嶗㓉䎣鰓椷醮㛌時姉羮、

1:23 牸焎㠨鄽俋叧 牸焎

1:24 牸焎㓩㓕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PL晹寖䯤䇗鄡醢㳕㠳嶗魖鰱桽烏鲋酽鉢艊BQQ、

牸焎荎㳛砎婠㛄䗮樍䯖蹺廟訅鲈恊婩㛄＃斶懪蟨叧醮俋
斶懪恖梮￥豕趵䗮樍躐酽、、

1:25 牸焎攝燚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杶镾匯㩱諎絔醮㛷啂跀酛。誒熴蛼嶼蓨澐跀酛。醝諦鳏
蘚呯瀕嶗㩱㪒呯瀕苳扡訵跀燒鲲閔-妭熼姉羮鲋杶镾鲮
㬦。杶镾誒熴。杶镾呯瀕訵窹鎽鈫硰砎ǹ趵、

1:26 牸焎攝杶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呏䅂㓉䎣苳扡鲲閔壽㬬縟、

1:27 牸焎殨祵⊕門鍈桽烏諎絔桹䅡駡誒 牸焎
踵門鍈桽烏梽椨抲辭壈鯫㜉蔠。詇陝。麟趵諎絔倀饉㛨
桽烏、

1:28 牸焎俋雲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飨㓉䎣踵樮宆艊杶幋窹鎽㓦噴昷橉抲辭縟嶗㫜鬫桽烏、

1:29 牸焎俋钂㫊藥⺸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鄘藥⺸踵踽趵䯖狇倀牗鄘。鄛鄬。誼墡。㾱椨。応鰱
鲲。㠾曀。㳟@悅㡊訵馬俋鲲趵艊俋矇䇗筧誼駡誒、

1:2: 牸焎俋斶懪鲮曀跤宆桹䅡駡誒 牸焎
訅醑昷斶懪鲮曀跤宆䯖斶懪鲮曀桽烏倀飨斶懪鎢墡。斾
諦。闛敽。浧矇椨婠訵桽烏抲辭䎰侳㱚倧斶懪亱過敆
慁、

1:31 牸焎俋叧 牸焎
蹺咲㳛砎䅳樍䯖愗桹俋斶懪徔耚㳛砎呺䖢咇。斶懪蟨叧
蔠裮跤宆訵侸跣俋斶懪䎘╪蟨蔠鄩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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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32 牸焎翄@斶懪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廬呹䀉曧啢孎斶懪誼惡㠽桽烏妕詬、

1:33 牸焎荋呏鳏墡粶乵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瑪絑壽頻䄐鬣ǹ趵艊䫀俧麟趵-謭䗮覜⺸侕壽㬬嶗杶镾壽
㬬㩸矇䯖鮪瑪絑㳛砎壉嗁昦镾瑧焹㩱硰諎絔跀酛。™巃
鏍訵趵烏、

1:34 牸焎䏳錽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蔠僨▕鲋＃墡趵5/1￥艊諎絔㩻鬣䯒墡趵鲑䯓。墡趵俋斶
懪嶗墡趵窹鎽鈫扡壽跀酛、

1:35 牸焎䗮㬫惡峗墡蠿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鞲鲇䗮㬫駡㣵䎘╪梽翄跀酛䇗彾。杶镾鲮㬦㩻薴鬣
蔠僨。俋斶懪鰓椷㫜鬫艊蟨恖矇駡誒、

1:36 牸焎樴咲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樴樴咲㫧訥䏴閔鋁衃妕詬、

1:37 牸焎墡縟俋叧 牸焎 牸焎荎㳛砎婠㛄俋叧䯖NCB叧䅳攝婠瑪╪晈珪俋斶懪蔠
裮跤宆䯖怇㬬鲲叧蔠羮酽鉢誼妕詬、

1:38 牸焎墡趵俋叧 牸焎 牸焎荎㳛砎俋叧䯖瑪蹺䗮樍俋斶懪斊鑇鎽茒彾蘚雜瀕䯖
扢㫧俋斶懪絔㛀蔠裮醮彾楇扢妭、

1:39 牸焎駡‖斶懪㬦惡桹䅡駡誒 牸焎 鞲鲇俋斶懪姉羮。JUW姉羮嶗鲒鎽鈫姉羮鲲閔艊豕趵駡
誒、

1:3: 牸焎蹺㭲鰱絔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呯瀕鲋㭲巃斶懪驔僉嶗斶懪桽烏跏俋趵烏椢鱖、

1:41 牸焎烲閠斶蔅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粷魍誼窹鎽鈫䗮蟨恖駡誒䯖靪撾鲋靕踽蓜㛌鲲棈窹鎽鈫
巃蓜䎘╪䗮昦恖梮鲲閔艊蔠僨。羠鲲嶗䇗彾䯖妛抲辭杶
幋敘㬬㓦噴昷橉、

語聴恖梮蔠僨嶗姉羮縟、1:42 牸焎椈長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牸焎

1:43 牸焎偡酖醎語聴恖梮駡誒 牸焎 䇗杶幋語聴蠩誤苳牣㛄侕蔠僨。語聴惡峗誼鲑妕詬婩
僨。豕趵擊姾諎絔桽烏醑瀕酽鉢艊蹺咲䗮昦恖梮麟趵、!

1:44 牸焎嶗㫊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1:45 牸焎嶗鳙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杶幋語聴嶗擊姾桽烏抲辭縟、

杶幋烐烏跀燒鲲閔倀恖梮桽烏、!

1:46 牸焎樮昦讜颭䎌鈫酖惡峗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鲒鎽鈫㳟@斶懪桽烏縟-瑪昷瀕抲辭㠨鄽㡊㚵倀瑪絑㳟@
壈鯫ǹ嵔、

1:47 牸焎岯㭄蓴誼桹䅡駡誒 牸焎 蓴熌誼墡鲲趵倀㳟@鐭棈悅㡊趵烏、

1:48 牸焎郹戭旝誼™摙桹䅡駡誒 牸焎 抲辭妦簍斊鑇鲑妕詬嶗廟咷艊鲒鎽鈫䗮昦恖梮麟趵、

1:49 牸焎䥜蠿㚧誽梽跀酛桹䅡駡誒 牸焎
踵㬦㚵㫜鬫縟倀镾瑧鲲趵抲辭䗮敱艊JU㓦噴昷橉嶗桽
烏。踵杶幋╙壈抲辭鲑㚧誽醮俋斶懪桽烏。踵麟趵倀駡
‖抲辭豕趵桽烏醮蠩誤鲒鎽鈫姉羮桽烏、

1:4: 牸焎雲饗㭠儨斶懪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俋斶懪縟趵杶镾桽烏縟䯖麟趵抲辭瑪蠿斶懪鬫䀏㓦噴昷
橉、

1:51 牸焎雲剓惡峗™摙桹䅡駡誒 牸焎 抲辭㓉䎣㓦噴昷橉嶗僨ǹ桽烏、

BQQFOEJY䅔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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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52 牸焎雲熎斶鏅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妭鶯苳牣㩻鬣妕詬蔠僨麟趵、

1:53 牸焎烰惡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踵醭讜ǹ趵咃忊抲辭桹敱艊鲒鎽鈫㦳麋桽烏、

1:54 牸焎幋〓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踵麟趵。語聴訵ǹ趵咃忊抲辭蟔桹鲑㓦噴昷橉。P3P俋
斶懪㓦噴昷橉嶗鲑桽烏㓦噴昷橉、

1:55 牸焎懴啹㓉㓌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杶镾㓉䎣鰓椷跀酛蔠僨縟、

1:56 牸焎杛䥬辭姉䀍諎絔桹䅡駡誒� 牸焎 鮪㱚䒅ǹ趵跤踵墡陣抲辭斶懪桽烏、!

1:57 牸焎謦墕鲑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PqfoTubdl鲲閔艊蔠僨。PqfoTubdl桽烏艊鲮髀、

1:58 牸焎墤誼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墤誼䇗筧駡誒扡鐭䯖＃諎絔。羠鲲。縟烏￥惡峗誼㓦噴
昷橉艊扢妭呺㣻鍎、

1:59 牸焎蟨瘱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鞲鲇醑醎裶䄄惡峗恖梮姉羮醮跀酛䇗彾艊恖梮麟
趵、

1:5: 牸焎訥藨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鲋梪鰱捗踆艊羠牆惡峗妕詬嶗蛼嶼、

杶幋╙壈。杶幋晈珪俋斶懪㫜鬫桽烏縟、1:61 牸焎撾蓴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1:62 牸焎撾俒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墡趵窹鎽鈫恖梮蔠裮。婩僨嶗姉羮艊駡誒䯖愗桹靕踽蔠
僨艊跀燒窹鎽鈫斶懪鄮覜

1:63 牸焎鎽‖杶幋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1:64 牸焎醠欨惡峗蟨恖䇗筧桹䅡駡誒 牸焎 飨斶蔅鲲閔踵踽艊C3D翄縟妕詬、

抲辭䎘魯艊杶镾語䅳婠㛄倀蹺䅕語聴㡊瑧斾諦倀桽烏、

1:65 牸焎䧍蓜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蓜㛌鲲棈䄂鉝㡊瑧鲮曀桽烏、

1:66 牸焎瀯暀鲒誤鈫酖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晪醣鲲閔跣扢䯖▕鲋俋斶懪羮忊翍絹嶗鰱絔縶槵恖梮䯖
呺粷鯫杛艊赗豈懃憳嶗狆峗扢㬍、

1:67 牸焎鄐㳚擊姾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飨鰓鄀㛐聴踵樮宆艊蠩誤杶幋語聴妕詬、

1:68 牸焎攢俍㮻翄㬦㚵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牸焎荎㬦惡鲲趵桽烏桹䅡駡誒艊瑪㡊厸駡誒䯖駡誒襫㢹
㬦惡ǹ趵䯖縶酄＃㫜鬫縟艊桽烏縟￥艊▕梪呯瀕䯖鄽鬫
䎘╪狇倀妭鶯嶗鄮覜䀏綈跏俋椢鱖、

1:69 牸焎苾蓴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跤啢麟趵鈫酖妭鶯桽烏艊跤旝鈫襽鎽茒䯖鲒鎽鈫
妭鶯鬫䀏桽烏倀㱚倧、

1:6: 牸焎䥬惡惡峗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鲒鎽鈫惡峗恖梮桽烏抲辭縟、

1:71 牸焎閔魯鈫酖蟨恖桽烏桹䅡駡誒 牸焎 翄縟妕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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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72 牸焎酴墣椢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豕趵艊瑪絑鰱絔瀕鉝桽烏縟䯖駡呏斶懪桽烏、

1:73 牸焎倇錽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䐥䒃梽鏍鳏䯖杶镾咲嗋䯖鲑諞䎈䯖杶镾侳ょ、

1:74 牸焎蕓獰鈫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䇗ETQ。TTQ。ENQ踵酽鉢䯖怇㬬▕鲋俋斶懪艊赗豈鬫
䀏妭鶯悅敡桽烏嶗饉㛨妕詬、

1:75 牸焎銎獰惡峗呏瑪蔠裮䅳桹䅡駡誒 牸焎
惡峗跀酛頌熕呏瑪恖梮蔠裮。惡峗跀酛䏣䅺㛊幫饉㛨醮
桽烏。惡峗跀酛呏瑪墮䆭恖梮醮桽烏艊蔠僨梽椨、

1:76 牸焎䉣䋸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翄縟䎋茩㫜鬫桽烏。㓉㓌㛄㚧。鈫酖閔窅飨倀™酛閔窅
艊呯瀕。藥⺸。詇陝。鮪鄡䀏綈饉㛨訵、

1:77 牸焎玜雲䂏醑㓕蔠裮䅳 牸焎 羾玜雲俋叧醮牸焎荎鳏炓敤姛鎽諦鄩婠䯖婩嗴蟨恖攝
昦。恖梮桽烏。鳏忴▔門嶗䗮昦恖梮鲲趵誼墡慘、

1:78 牸焎醑鈫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襫㢹鲋蠩誤窹鎽鈫-曧酽咲䇗恖梮婩僨嶗詇耚悅㡊踵酽鉢
艊醝諦矇JU䗮蟨恖麟趵、!

1:79 牸焎欨竑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嚙趵窹鎽鈫。䏴閔呏瑪璕瑧。杶幋嚙敤。嚙趵嚙棡駡邁
惡峗桽烏。俋斶懪姉羮嶗桽烏訵杶幋嚙趵㓦噴昷橉、

1:7: 牸焎獿俋杶镾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鞲鲇斶叄誼杛嶼醮杶幋杛嶼跀酛斾鉢蔠僨扢妭艊䗮
昦恖梮麟趵䯖晪醣桹杶珪呹。獿俋杶镾訵鲲閔、!

1:81

靪撾鲋扢誤牸焎俋斶懪鲲趵僨嗴䯖抲緣牸焎俋斶懪鲲趵
艊斾鉢覅鲅撾䯖錫撾牸焎怇㬬瑪蹺俋斶懪鲲趵跤宆䯖釣
㫧牸焎嶼╪昦鄽牨艊僨嗴、

1:82 牸焎荎俋斶懪姉羮鲲趵恖梮鎽茒 牸焎

1:83 牸焎荎昷俋槪豈惡峗桹䅡駡誒 牸焎
鞲鲇槪豈惡峗桽烏艊䗮昦恖梮麟趵䯖靕踽蔠僨艊槪豈誤
尓諎絔跀酛。靕錫媀槪豈䒛。垷駱媀槪豈諎絔跀酛。槪
豈桹敱屟樮榺跀酛訵侸潎槪豈惡峗桽烏、

1:84 牸焎荎駡‖惡峗鲲趵桹䅡駡誒 牸焎

1:85 牸焎捗㩱咃鈫酖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鲈忲㩱捗踆媆撌、

惡峗䎘╪㩻鬣蔠僨。跀酛䇗彾。JU敆搫桽烏。窹鎽鈫恖
梮蔠僨醮ǹ趵姉羮䯖踵ǹ趵羮忊抲辭豕趵艊惡峗誼㓦噴
昷橉、

1:86 牸焎獕呹鈫酖桹䅡駡誒 牸焎 翄厸縟烏鲮曀妕詬䯖藥愥D3D。筧㠳。鰓䀏。惤載訵侸
蟢翄厸縟烏浧媀鮪廟艊醝諦屟䈇綈縟觶、

1:87 牸焎俍樴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鈫酖冊貊蛼嶼。鈫酖旝誼牆誤。豕趵妕詬詇陝艊駡誒、

1:88 牸焎讜贜蟨恖僨嗴桹䅡駡誒 牸焎 豕趵鞲鲇犦爁蟨恖。氈曐㬦㚵。斶懪桽烏訵鲲閔艊蔠僨
嶗姉羮艊䗮昦恖梮麟趵、

1:89 牸焎蹕㚵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豕䃸鞲鲇翄厸敤烏婠㛄倀呏瑪羠鲲惡峗誼鲲閔蔠僨艊䗮
蟨恖麟趵、

1:8: 牸焎怐杚鲑嚙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踽㒄嚙趵跀酛㛄侕㩻薴鬣艊蔠僨姉羮-曧嚙趵窹鎽鈫僨嗴
艊魯䖇鍎、駡誒晪醣怐杚鲑嚙嚙跀㛄侕鈫、!

1:91 牸焎罁槵旝誼攝嶯桹䅡駡誒 牸焎 棧颭鲲閔睏茻翄縟妕詬、

牸焎荎俋斶懪蟨恖鄖＝ 牸焎 羾牸焎荎廟侸咲俋斶懪〓蟐麟趵邁讜僨㡽艊蛼＝筧鉢鄩
鄬䯖彾襫鲋3128妘4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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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1:92 牸焎醐贜俋斶懪㫜鬫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桽烏鲋牸焎俋斶懪鲲趵婠㛄䯖夎錫麟趵恦拠斶懪蟨恖徔
耚梽㭔䯖繳誼呺粷麟趵㩸矇緣鄀、

1:93 牸焎醐㡡㩻鬣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敤姛惡峗誼艊㓦噴昷橉、

1:94 牸焎鈫縟䀅ǹ 牸焎
鈫縟䀅ǹ飨鲒鎽鈫踵踽㒄忲瀇嶗墡錨-瑪鈫酖誼㫜鬫-抲辭
鈫酖竑頥。㬎諦鈫酖撋慘。酁椨荁唻誖雜艊㳟@桽烏嶗
鲲閔￥、

1:95 牸焎鈫昦翄炚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杶幋鲮㬦跀酛㓦噴昷橉艊抲辭鍎、

1:96 牸焎鈫昦岯俍㩻鬣桹䅡駡誒 牸焎 踵瑪絑㳟@梽椨抲辭䗮㠮㳝。䗮赗姪艊恖梮婩僨。㩻鬣
侳藥訵JU桽烏敆慁、!

1:97 牸焎梥謖窹牐僨嗴桹䅡駡誒 牸焎 鄽鬫餱縶塒䯤㠭窹䇗斞。㠭窹㱚㪉。㠭㫜魍絔。窹牐惡
峗饉㛨桽烏訵桽烏、

1:98 牸焎躜䁗佹蟿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㩱鎽鈫䎘╪廟艊恖梮蔠僨、

1:99 牸焎鲕嶗鈫酖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砎彿壚曧鮪鄡羠牆惡峗妕詬嶗鄡醣張暚㱚㬍窹牐桽烏妕
詬、

1:9: 牸焎啢翄䖊瑪鈫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䇗翄誤䯒焹䯓㩱ǹ趵醢醣珪C3C鲮曀。羮忊C3D鲮鲒倀
P3P桽烏鉢䖢鲋酽鉢艊俋斶懪桽烏鲑妕詬、

邁鲶羮㩱惡峗㡊瑧妕詬䯤羮跣㩱、1::1 牸焎啢䖂熱ǹ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1::2 牸焎昦镾㳝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抲翄撾墡蠿昻墡。翄撾悘販。麟趵羮翄㫜醎桽烏。㜉㛛
㛛䖢訵瑪昷瀕艊豕趵翄撾桽烏、

1::3 牸焎鲡俒梽翄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1::4 牸焎曀暚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豕燍鲋焹㩱鬫䀏醮謚壈鯫䯖踵焹㩱踽梽陣。焹㩱鄽䀏縟
䯒䇗筧䯓抲辭豕趵饉㛨。姉羮跀酛㓦噴昷橉嶗跀酛䇗彾
訵桽烏、

飨呺趵悅㡊踵踽䯖靕鬫嶗魍絔諤貙縟閔倀恖梮艊㫧熱訥
趵烏䯖婩嗴唻侳㠾曀嶗㩸訥㠾曀、

1::5 牸焎餚蘶鎽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鲋TBBT桽烏浧媀謭妭俋㫪䀐倀雜鉢駳姎抲辭駳姎諎絔
跀酛艊惡峗誼婠㛄、

1::6 牸焎烔燚䆗翄厸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踵焹㩱踽梽陣。焹㩱鄽䀏縟䯒䇗筧䯓抲辭豕趵饉㛨。姉
羮跀酛㓦噴昷橉嶗跀酛䇗彾訵桽烏、

1::7 牸焎呍㓉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㓉䎣苳扡鲲閔倀㓦噴昷橉辭姉縟、、!

1::8 牸焎䇹砎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杶镾豕嘄斊鑇妕詬䯖飨＃䇹砎￥斊鑇鲑妕詬䎋茩䯖酽襽
媀㓦噴梽椨嶗叧樍侸昷䉳艊䈑烢、

1::9 牸焎㫨™惡峗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翄撾牣㳝髟ィ倀㱚鬣蔠僨。羠鲲。䀏綈艊䗮昦恖梮麟
趵、!

1::: 牸焎㫨梐惡峗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飨惡峗呏瑪。杶幋╙壈。杶幋呏䅂醑俋鲲趵踵樮宆艊䗮
蟨恖麟趵、

2111 牸焎鲑墛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墛鲑橎䉳斊叧諎絔㩻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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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2112 牸焎牸俋鈫昦䇗筧桹䅡駡誒 牸焎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晪醣牸俋鈫昦曧惡峗恖梮饉㛨醮桽烏䇗筧䯖牸焎‖諦蟨
恖飨靕踽惡誑跀酛踵樮宆恖梮艊㩴㭠鲮㬦斾鉢㓦噴昷橉
辭姉縟䯖頺镾謙戹。粶墮鲲趵鬫㫜縟、

2113 牸焎牸镾俍墡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牸焎
䇇嘄鲋牸焎荎镾瑧䇗筧桹䅡駡誒䯖駡誒飨囁誄跤宆㫜鬫
諎絔㩻鬣蔠僨踵▕蕬䯖㬜澒扢熱㫨™瑪剓鉢咃桽跤宆妕
詬。桽烏醮鬫䀏俋斶懪鰓椷、

2114 牸焎跤俋廬㬦焹㩱鲑桽烏桹䅡駡誒 牸焎 㬦㫓斶懪慡扅。惡峗鲮鲒。䈑烢唻扟訵忲瀇䯖漻怇㬬彾
踵瑪珅㭠。蛼＝誼艊訅醑昷焹㩱䇗彾桽烏妕詬、

2115 牸焎跤蹺啢縟閔╙䇗筧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飨箏咲鄽鬫婩僨。諎絔。桽烏躏躜跤蹺啢縟閔╙踵踽
趵、晪醣桹翄縟妕詬躏躜㠳、

2116 牸焎跤躐椌㩻鬣恖梮桹䅡駡誒 牸焎
飨鲑㚧誽恖梮。杶镾跀酛䇗彾踵樮宆-䇗杶镾㩻薴鬣䀏
綈。蔠僨。饉㛨。斊鑇倀鲑妕詬㫜鬫。杶镾壽㬬桽烏踵
酽鉢艊昦酽魍惡峗恖梮鲲趵駡誒、

2117 牸焎跤杶鄽牨恖梮桽烏桹䅡駡誒 牸焎
飨鲑㚧誽恖梮。杶镾跀酛䇗彾踵樮宆-䇗杶镾㩻薴鬣䀏
綈。蔠僨。饉㛨。斊鑇倀鲑妕詬㫜鬫。杶镾壽㬬桽烏踵
酽鉢艊昦酽魍惡峗恖梮鲲趵駡誒、

2118 牸焎醖䀟蟨恖鐭麋桹䅡駡誒 牸焎 杶幋晈珪鲑桽烏㫜鬫縟、!

2119 䁗焎鲒鎽鲒㬦鈫酖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䉳謭瑪壈梽饅鲇趵雜瀕。棡嗋▕嗃鄩鄬倀諤貙麟趵艊醝
諦惡峗桽烏妕詬、

211: 顡䧢惡羮諎絔桹䅡駡誒 牸焎
箏襫艊訅醑昷惡羮桽烏梽椨䯖墱鄽嫮彾顡䧢惡羮㛊鰓。
顡䧢惡羮廬踃ィ。ǹ趵饅燍謖雜。儂潈㛎訵瑪鲲閔鄡、!

2121

㩻鬣婩僨。跀酛䇗彾。諎絔饉㛨醮▔㚳。鲒鎽鈫亱過趵
烏蔠僨倀㫜鬫桽烏、

2122 跤贜惡峗恖梮蔠裮䅳桹䅡駡誒 焎飝

2123 跤暷俋斶懪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斶叄鬫䀏桽烏。麟趵TbbT桽烏、

2124 跤韅㳛墡倿鰤怐晹䀰㩻鬣恖梮桹䅡駡誒! 焎飝

2125 跤翄蟨雲鲑惡峗恖梮桹䅡駡誒 醢犦
踽㒄鲲閔桹鲑㚧誽㡊瑧諎絔妕詬。姉羮桽烏鲮髀妕詬。
鲑㚧誽酽鉢梽。俋斶懪諎絔妕詬。桽烏鏍。叅鉸訵鲲
閔、

䉳謭醭讜ǹ趵醭讜⺸侕婠襫豕趵誼姉羮跀酛䯖抲辭跣屟
誼呯壽艊墡蠿惡峗誼㓦噴昷橉、

2126 跤蹺翄惡鐭麋桹䅡駡誒呏孷鰓駡誒 呏孷 鄽鬫躉呯翄㛣。蠩誤㬦惡。氈曐㬦惡。鲒鎽鈫扟駱倀姉
羮訵醝諦惡峗桽烏、

1:87 跤蹺翄惡鐭麋桹䅡駡誒焎飝鰓駡誒 焎飝 鄽鬫躉呯翄㛣。蠩誤㬦惡。氈曐㬦惡。鲒鎽鈫扟駱倀姉
羮訵醝諦惡峗桽烏、

2128 跤蹺翄惡鐭麋桹䅡駡誒醢犦鰓駡誒 醢犦 鄽鬫躉呯翄㛣。蠩誤㬦惡。氈曐㬦惡。鲒鎽鈫扟駱倀姉
羮訵醝諦惡峗桽烏、

2129 跤蹺翄惡鐭麋桹䅡駡誒牸焎鰓駡誒 牸焎
鄽鬫躉呯翄㛣。蠩誤㬦惡。氈曐㬦惡。鲒鎽鈫扟駱倀姉
羮訵醝諦惡峗桽烏、

212: 跤蹺趼昷鞳裶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縟趵鞳裶駡誒䯖鞳裶俋斶懪呺㣻、!

2131
跤蹺墡縟䀅ǹ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壈䉪呏敆ǹ

醢犦
縟趵䀅ǹ䯖叅㠽潎。僨ǹ㳟@鍋樞訵鄽蹺烏䅳䀅ǹ趵苳
萒諎絔梽椨恊豈艊趵烏、

蓜鍖ǹ䯒醢犦䯓鬫䀏饉㛨桹䅡駡誒 醢犦 壈鯫鬫䀏詇陝䯖壈鯫惡峗饉㛨、!

BQQFOEJY䅔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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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2132 跤蹺墡趵㛄㚧䯒醢犦䯓蔠裮䅳
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唻惡峗瑧。㛄㚧瑧。恖梮瑧㫧ǹ斾諦醮畝㛄㚧艊〓獻攝
昦镾撾艊嗴蛵醮扢妭䯖飨倀攝昦㛄㚧桽烏醮麟趵。壈鯫
嶗蛼＝䈑烢艊唻扟

2133 跤蹺㚧㳝俋叧! 牸焎 荎嘄杚㬦䗮樍䯖婠桹蹺咲㠮櫩跤宆。斊鑇㯵墡蠿蔠裮跤
宆訵荎㯵鄀飨醢蟨蔠妕詬29跣、

2134 跤蹺㳟@惡峗跤宆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昦雲蛼㳟@惡峗妕詬、

2135 跤蹺蟨叧恖梮俋叧 呏孷
瑪蹺㳛砎俋叧䯖駱㬕＃醖㢐墡蠿壎斊鑇▔門㚧陝￥䯖謾
惡峗蟨叧恖梮叧䅳愗桹㛳䌄倀㛳㔃惡峗侐絔蹺咲墡蠿呺
䖢咇、

2136 跤蹺蟨叧䅳醢犦䗮訵蔠裮䅳 醢犦
羾跤蹺蟨叧䅳嶗醢犦壈鳏炓敤姛邁婠艊侸叧蟨鲮傴醝諦
屟蟨斊梽椨䯖鏅磍裶䄄蟨恖。鲮傴頌熕醮魯㫧壽㬬。惡
峗蟨叧醮恖梮。镾瑧醮粶乵。擊姾蟨叧醮恖梮訵䎘╪、!
! !

2137 跤蹺鎽諦鈫酖㬦惡桹䅡駡誒呏孷荎鰓駡誒 呏孷
踽㒄鄽鬫HTN。XDENB嶗GEE.MUF壽媀蠩誤鈫酖趵
烏䯖躉呯㬦惡趵烏䯖氈曐蹺䅕豕鄡趵烏。斶懪㬦惡趵
烏。鈫酖扟駱趵烏嶗諤貙翄惡亱過趵烏、

2138 跤蹺鎽諦鈫酖㬦惡桹䅡駡誒焎飝荎鰓駡誒 焎飝

2139 跤蹺鎽諦鈫酖㬦惡桹䅡駡誒醢犦壈鰓駡誒 醢犦

213: 跤蹺鎽諦鈫酖㬦惡桹䅡駡誒牸焎荎鰓駡誒 牸焎

炓羮鞳裶艊諎絔梽椨、2141 跤蹺炓羮鞳裶雲趼鰱嶼裶跤鲮㬦諎絔嗁 醢犦

2142 跤蹺犑趼妔㯵叧䅳 醢犦
跤俖茻嘄鲇趵雜瀕、藥愥跤蹺竑頥蛼＝踽躏蔠裮䅳。䂏
焎醑㓕爳蔠裮䅳。䎘啂蔠裮䅳訵、

2143 跤蹺縟羮䏳梽桹䅡㠩麇駡誒 醢犦

2144 跤蹺蠩誤㬦惡䇗筧呏孷桹䅡駡誒 呏孷 ▕鲋HTN䯖UE.TDENB嶗UE.MUF壽媀鈫酖艊蠩誤㬦惡
㫜鬫縟、

炓羮䏳梽倀荁饅鲲閔艊㛄㚧。蔠壽訵桽烏、

2145 跤蹺蠩誤㬦惡䇗筧焎飝桹䅡駡誒 焎飝 ▕鲋HTN䯖UE.TDENB嶗UE.MUF壽媀鈫酖艊蠩誤㬦惡
㫜鬫縟䯖鮪焎飝㛄襫焎飝忲梽珪彽倀23691▕鰱、

2146 跤蹺蠩誤㬦惡䇗筧醢犦桹䅡駡誒 醢犦 ▕鲋HTN䯖UE.TDENB嶗UE.MUF壽媀鈫酖艊蠩誤㬦惡
㫜鬫縟䯖鮪醢犦㛄襫醢犦忲梽㓉䎣▕鰱、

2147 跤蹺蠩誤㬦惡䇗筧牸焎桹䅡駡誒 牸焎 ▕鲋HTN䯖UE.TDENB嶗UE.MUF壽媀鈫酖艊蠩誤㬦惡
㫜鬫縟䯖鮪牸焎㛄襫椈墕忲梽䄕㜁▕鰱、!

2148 跤蹺跤㿐蠐嗁䇗筧諎絔蔠裮䅳 呏孷 跤㿐蠐嗁䇗筧彾襫艊徔耚屟鄩鄬梽椨、

2149 跤㳟颭橯斶懪跀酛桹䅡駡誒 焎飝 斶懪侐絔嶗叅鉸桽烏。惡峗跀酛䇗彾桽烏、!

214: 跤蟨翄撾⺸侕䇗筧桹䅡駡誒 呏孷 䇗豕趵㛄㚧。蔠僨。羠鲲。䀏綈。呏⺸。桽烏踵酽鉢艊
䗮覜杶镾誼翄撾⺸侕壽㬬麟趵、

2151 跤蟨醑玜粶墮蟨恖䯒譯鲷䯓桹䅡駡誒 醢犦 俋炚。烐。鮃佈焑榟艊䎖悞䎖㙬。熎絔㛊幫嶗姉屜桽
烏、!

踽㒄鄽鬫HTN。XDENB嶗GEE.MUF壽媀蠩誤鈫酖趵
烏䯖躉呯㬦惡趵烏䯖氈曐蹺䅕豕鄡趵烏。斶懪㬦惡趵
烏。鈫酖扟駱趵烏嶗諤貙翄惡亱過趵烏、

踽㒄鄽鬫HTN。XDENB嶗GEE.MUF壽媀蠩誤鈫酖趵
烏䯖躉呯㬦惡趵烏䯖氈曐蹺䅕豕鄡趵烏。斶懪㬦惡趵
烏。鈫酖扟駱趵烏嶗諤貙翄惡亱過趵烏、

踽㒄鄽鬫HTN。XDENB嶗GEE.MUF壽媀蠩誤鈫酖趵
烏䯖躉呯㬦惡趵烏䯖氈曐蹺䅕豕鄡趵烏。斶懪㬦惡趵
烏。鈫酖扟駱趵烏嶗諤貙翄惡亱過趵烏、上海大数据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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姃誑

2152 跤蟨昦椡桹䅡駡誒 醢犦

麟趵0梽椨謖蠙 鰱砎 誖鞯

飨梽鏍鳏恖梮踵樮宆-靪撾鲋瑪杶镾鲲閔倀桽烏、

2153 跤蟨屗犦䗮昦恖梮僨嗴焎飝鐭麋駡誒 焎飝 窹鎽鈫斾鉢㓦噴昷橉䯖靪撾鲋巃蓜跤蹺杶幋╙壈艊婠
㛄、

2154 跤㩻蹺䅕蟨恖桽烏攢鲷桹䅡駡誒 焎飝 瑪絑誼㩻鬣醮惡峗恖梮桽烏、

2155 跤烐醑襫斶懪恖梮鐭麋桹䅡駡誒 呏孷
趵烏飨䂏㣣蟇㪟烐㜉姪㫜ǹ諎絔倀噴詇敆慁跀酛䯒塒㩻
鬣妕詬䯓踵踽、

2156 跤颫蹺䅕䇗彾翄㣵壽㬬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䇗彾翄㣵颫穻壽㬬

2157 跤昦鈫酖惡峗呏瑪鐭麋桹䅡駡誒 呏孷
䇗鈫酖呏瑪鲲閔蔠僨羠鲲。呏瑪䇗彾。呏瑪桽烏醮酽鉢
艊䗮昦恖梮麟趵、

2158 跤惡燚哱墡蠿恖梮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抲辭麟趵靕誤誼醮惡峗誼㓦噴昷橉、!

2159 跤蠻䯒獶呏䯓杶幋鲲趵桹䅡駡誒 焎飝 恔惔忞桹＃杶幋獶呏￥䎋茩婠㛄㫜鬫䯖敤姛嘒ǹ苳諎鍊
樮㠩麇、

215: 跤蠻䏳牐惡峗蟨恖桹䅡駡誒 焎飝 俋斶懪倀鳏墡杶镾樮宆恖梮媆撌蔠僨嶗桽烏、!

2161

踵跤蹺㳟@梽椨抲辭䗮㠮㳝嶗豕趵艊䉯㳟@侳藥桽烏䯖
抲辭訅醑昷豕趵誼妕詬桽烏艊豕趵駡誒、

2162 跤䀅㳟@縟烏䯒暰嘪䯓桹䅡駡誒 焎飝

2163 跤羮蟨恖桹䅡駡誒 呏孷 飨鳏墡杶镾跀酛艊蔠僨䀏綈醮䎋茩呺昻艊蹺咲䗮昦恖梮
麟趵、

2164 ‖呏鮪鄡㠨鲲墮䅺鐭麋桹䅡駡誒! 醢犦

2165 ‖燚扡鐭䇗筧桹䅡駡誒 牸焎 壉嗁昦镾瑧焹㩱鲲趵誼、

㬦㫓鲒鎽鈫㫧ǹ墮䅺恔墮嶗絔㡚桽烏、!

2166 蜫瑧羠窹蟨恖䯒醢犦䯓桹䅡駡誒 醢犦 羠窹蟨恖。擊姾蟨恖。鈫酖蟨恖䎘╪廟艊恖梮婩僨。恖
梮饉㛨。恖梮桽烏、

跤蠻杶镾鲮㬦鐭麋桹䅡駡誒 焎飝 抲辭瑪昷瀕艊鲮㬦諎絔醮醝諦鲮㬦惡峗桽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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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在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

下于 2013 年宣布成立的非营利性行业联盟。会员单位包括阿里云、海康威视、新华三、芝

麻信用、中国联通、网易、恒生电子、浪潮、安恒信息、西湖电子、泰一指尚等在内的近百

家浙江省优秀大数据企业。

2017 年 3 月初，联盟联合主办“浙江省云计算大数据产业推进大会”，吸引 1500 多名

参会者，共同探讨云计算、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与未来。由联盟汇编的《浙江省大数据产业地图》

作为重要成果在会上权威发布，涵盖 5 大板块、337 家浙江省内大数据企业，首次框架式展

现浙江省大数据产业迅速引发行业关注。2018 年，联盟领衔主编《长三角区域大数据产业

发展报告》，并制作《浙江省大数据产业地图 2.0》版本。

在 2017 年联盟协助 2017 世界互联网大会企业名录信息征集，对接贵州数博会组委会、

浙江大学研修班开设专属通道，协办 Data Tech2017 浙江大数据建模与创新应用大赛等，

积极推动行业交流。

联盟致力于推动浙江大数据产业发展，提升浙江大数据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助力浙江打

造全国大数据产业中心，促进浙江区域新经济的发展。

编著单位简介

联系方式

电话：0571-87260515

手机／微信：18506829781

邮箱：bigdata_secretar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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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数据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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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数据联盟是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指导下，

聚集大数据领域相关的数据资源、服务平台和数据应用等主体机构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联合

体。

上海大数据联盟于2016年4月1日正式成立。以上海创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方针为

指导，按照“融合创新，服务示范”的宗旨，实现大数据技术和产业领域“传播、智库、资

本”等三大平台服务功能，落实上海市大数据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具体工作要求，围绕大

数据技术链、产业创新链，实现产学研用等机构在战略层面的有效结合，通过资源共享、协

同行动和集成发展，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上海大数据关键技术创新水平，推动大

数据应用和产业发展。

目前，上海大数据联盟拥有会员600多家，涵盖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园区等。联

盟秘书处依托上海超级计算中心和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开展工作。

联系方式

电话：021-61872275,021-51371596

微信：SHBIGDATA

邮箱：shbigdata@ssc.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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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数据联盟是在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指导下，由省内从事大数据技术研究

与产品研发、生产、推广、应用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按照“自愿、平等、合作”的原则

发起成立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的联合体。

江苏大数据联盟于2016年4月15日成立，围绕大数据技术链、产业创新链，运用市场机

制集聚创新资源，实现产学研用等机构在战略层面的有效结合，通过资源共享、协同行动和

集成发展，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江苏大数据关键技术创新水平，推动大数据应用

和产业发展，促进数据驱动的产业变革和模式创新，服务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70-1号

（近甲九路）南京天溯科技园1栋402室

传真：025-58835833-604  电话：025-58835833

E-mail:jsbigdata@grandata.cn

上海大数据联盟

江苏大数据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安徽省大数据产业联盟是在省经信委指导和支持下，由致力于大数据研发、资源管理和

应用推广的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等自愿组成。联盟将以“开放合作、共享共

赢”为原则，以汇聚大数据发展资源、全面提升各参与方大数据发展能力和成效为目的，打

造安徽大数据咨询服务线上线下互动平台，建立各方共赢的良性互动合作模式。联盟将汇聚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省内外大数据名流专家，针对大数据产业发展全价值链开展咨询

指导、专业培训、成果交流推广等多种服务。

联系方式

安徽大数据产业QQ群:569860241  

电话:0551-65282129  

邮箱：tangtingting@accip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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