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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星期六， 你或许还在休息，

但国务院一点都没闲着。这一天，《国务

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正式公开发布。

这一文件的发布，将意味着“互联

网+”正式从概念上升为国家行动，你的

生活也将随之被深刻改变。

根据这份《指导意见》，到2018年，

“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

进一步深化”；到2025年，网络化、智能

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

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

形态初步形成，“互联网+”成为经济社

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这些变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推进

“互联网+”的国家行动锁定了“互联网

+” 创业创新、“互联网+” 协同制造、

“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智慧

能源、“互联网+” 普惠金融、“互联网

+” 益民服务、“互联网+” 高效物流、

“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便捷

交通、“互联网+” 绿色生态、“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11项重点领域，在这些与

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国家又

有各种具体的部署。

“互联网+”创业创新

为准备创业的你准备“大红包”

《指导意见 》：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

创新驱动作用， 以促进创业创新为重

点，推动各类要素资源聚集、开放和共

享， 大力发展众创空间、 开放式创新

等，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 打造经济发展

新引擎。

点评：可以想见 ，在充分利用互联

网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小微企业公共服

务平台网络将被完善，从而集聚创业创

新资源，为小微企业提供找得着 、用得

起、有保障的服务。对于准备创业的你，

这是不是“大红包”？

“互联网+”协同制造

衣食住行将更个性化

《指导意见》：

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

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水平，加强产业链协作，发展基于互

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在重点领域推

进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

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打造一批网

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形成

制造业网络化产业生态体系。

点评：作为消费者的你 ，也会因为

“互联网

+

”迎接各种变化，尤其是当“云

计算、物联网、智能工业机器人、增材制

造等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时，“大规模

个性化定制”将被发展 ，你的衣食住行

将会因此更加个性化。

“互联网+”现代农业

可追溯“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

《指导意见》：

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

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培育一批

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

加”生态农业新模式，形成示范带动效

应， 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培育多样化农业互联网管理服务模式，

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农资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点评： 这里与每个人最息息相关的

可能就是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公共服

务平台。利用互联网资源，它将实现农副

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可追溯，保

障“舌尖上的安全”。一句话，“互联网

+

”

的到来，将让你吃得更放心。

“互联网+”普惠金融

网络消费、理财更安全

《指导意见》：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

发展，全面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和

普惠水平，鼓励互联网与银行、证券、保

险、基金的融合创新，为大众提供丰富、

安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

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培

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

创新型企业。

点评：爱好网购 、习惯网络支付和

理财的你一定要关注这个领域，因为国

家明确提出“将利用大数据 ，加快网络

征信和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加强互联网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投资者保护 ”。如

此强大的安全保障，将会让你的互联网

消费、理财更加畅通安心。

“互联网+”益民服务

足不出户就能办理社保

《指导意见》：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高

效、便捷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服务消费成本。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载

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快发

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 健康、 养老、教

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创新政

府服务模式，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

管理水平。

点评：上网就能办理社保 、查询个

人社保权益、跨地区医保结算 ，是不是

你长期以来的期待 ？ 国家推进 “互联

网

+

”， 就能让你足不出户享有这些服

务。另外，利用移动互联网获取在线预

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

查询、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 ，也将让你

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

“互联网+”便捷交通

将推广车联网等智能化技术

《指导意见》：

加快互联网与交通运

输领域的深度融合， 通过基础设施、运

输工具、运行信息等互联网化，推进基

于互联网平台的便捷化交通运输服务

发展，显著提高交通运输资源利用效率

和管理精细化水平，全面提升交通运输

行业服务品质和科学治理能力。

点评 ：随着 “互联网

+

”的推进 ，国

家将鼓励互联网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

实时交通运行状态查询 、 出行路线规

划、网上购票、智能停车等服务，并 “推

广船联网 、 车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应

用 ”。有这些变化 ，未来你的出行问题

会大大改善。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客户端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昨日

上午在香港新界地区组织 “香江卫士

-2015C”联合军事演习。

上午10时许， 驻港部队青山训练

场，随着三发红色信号弹升空，演习拉

开帷幕。本次演习的构想是，一股武装

分子遭海空打击后，利用青山地区地形

组织仓促防御，企图伺机向港岛、九龙

地区实施渗透破坏活动。驻港部队陆空

精锐力量编成联合战斗群，迅速对敌实

施打击和围歼。

记者在现场看到，演习以陆空联合

行动为主，参演兵力主要包括摩托化和

机械化步兵、特种兵、工兵、防化兵、炮

兵和空军直升机部队等， 出动直9武装

直升机、直8多用途直升机、92B式轮式

装甲车、PP87式82毫米迫击炮等主要装

备。 联合战斗群对假想敌使用重机枪、

迫击炮、反坦克火箭、空对地导弹等火

力进行联合打击。

香港各界人士500余人应邀现场

观摩联合军演。据悉，此次演习是驻

港部队自回归以来首次对外开放联

合军演。

据新华社

国务院昨发布指导意见 将“互联网+”从概念上升为行动

国家推互联网+�将改变你的生活

成都商报讯

第十六届成都家具展

正在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火热进行。

一期成品家具展，展出面积12万㎡，700

余家品牌家具企业参展，在前两天的专

业观众日，吸引了十余万经销商到场参

观采购，实现财富梦想。今明两天，展会

开启“大众热卖日”，主会场世纪城新

会展中心全面开放，市民可以3.3折起的

超值优惠价选购数万款新品家具。

在今年的成都家具展上， 成都家具

企业原创设计亮眼， 着实让到场的专业

观众感受到了“成都创造”家具的风采。

在高晟家居的展位上，实木与皮料

完美结合，独特的内斜设计使家具呈现

出现代、时尚而又有底蕴的风格。高晟

家居负责人银先生说，此次高晟在成都

家具展上展出的家具产品所获的专利

达到了30余项。

派尼尔家居带来的所有产品都是

最新的原创设计作品。“今年，我们的原

创设计以现代、美式、休闲系列为主打，

以新欧派风格为主， 家具更加环保，也

更加国际化。” 赛能家居也带来了2015

年全新开发的5个新品系列到展会现

场。香木阁不仅独创了极富自身特色的

新中式实木家具，还要在本届成都家具

展上收集信息，为新品研发做准备。

成都家具展还联动太平园家私广

场、太平园国际家居博览城、中国新繁

家居博览城、香江全球家居CBD等家具

产业园和卖场， 形成以主会场为中心，

辐射全城家具卖场和产业园的“大成都

家具展”，并开展“展店联动———全城

家居促销节”活动，以超强的活动力度，

共同掀起大成都的家居消费热潮。

■

展会二期预告

7月12日~15日，第十六届成都家具

设备材料展将在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

心5-9号馆举行，展出面积5万㎡，国内

外参展企业400余家， 其中国际知名企

业近40家。

原创设计成主流

“成都创”家具闪耀家具展

成都家具展今日开启“大众热卖”

主会场3.3折起买新品家具

解放军驻港部队首次对外开放军演

三年目标

到2018年，互

联网与经济社会

各领域的融合发

展进一步深化，基

于互联网的新业

态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动力，互联网

支撑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作用进

一步增强，互联网

成为提供公共服

务的重要手段，网

络经济与实体经

济协同互动的发

展格局基本形成。

十年目标

到2025年，网

络化、智能化、服务

化、协同化的“互

联网＋”产业生态

体系基本完善 ，

“互联网＋” 新经

济形态初步形成，

“互联网＋” 成为

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的重要驱动力量。

昨日拍摄的参加军演的装甲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