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日下午，第二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在乌镇落下帷幕。

三天来，来自全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多位嘉宾云集于此，围

绕“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

主题展开讨论、凝聚共识。

在这届大会上，中国领

导人提出了推动互联网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

案，为全世界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大会落下帷幕，但改变

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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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三天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 18日在乌镇闭幕，“乌镇声音”让互

联网行业的大佬们兴奋不已。

柳传志：每年都要讨论一个不变的
话题——不确定性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说，做企业

的每年都要讨论一个不变的话题——

不确定性。他表示，不确定性包括好几

个方面，比如政策层面，比如国际形势

对中国的重大影响；还有很重大的方

面，就是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的创新，

这将在行业内产生巨大的颠覆。

马云：成功是让你的客户和员工获
得资源和财富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我

相信衡量一个企业、个人的成功，不是

你获得了多少权利，不是你赢得了多少

财富，也不是你头上有多少光环，而是

让你的客人，让你的客户，让你的员工

赢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资源，获

得更多的财富，获得更多的光环。这才

是真正的成功。”

马化腾：每20年，终端的演变会令
整个经济业态产生重大转变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马化腾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大型

计算机到PC的演变，就产生出相当多

的机会。在过去几十年里，有一个很有

趣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每20年，终端的

演变会令整个信息业态，甚至令整个经

济业态产生重大转变。

李彦宏：创新是你过得很难受，想
改变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

宏说，创新“是你过得不舒服，很难受，想

改变。”他说，在同一个领域里，如果一个

公司由职业经理人管理，另一个公司由

创始人管理，两个公司相比较，几乎总是

由创始人管理的公司更加成功。

雷军：创始人一定要不停地问自己
小米董事长雷军说，对于一个企业

来说，最重要的是创始人的心态，“你特别

想把这件事情做成，所以白天想，晚上也

想，总在思考的状态，总在看周围有什么

威胁，总在看还有什么机会我失去了没有

抓住。”他说，创始人一定要不停地问自己

问题，如果连续两年有问题的答案是一样

的，你这个企业就有可能被淘汰了。激荡思想的舞台

缓缓而过的乌篷船，高高耸立的马头

墙。当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帷幕在

乌镇拉开时，古老的小镇里，世界看到了

互联网中国的最新形象——

来自全球数千位政界领袖、业界精

英、学界权威汇聚于此，1000多名中外媒

体记者争相报道。人类在互联网时代的

过去、现在与将来，在千年古镇的上空激

荡交锋、交融碰撞。

在大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从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高度深刻阐述了互

联网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深入分

析了网络空间面临的严峻挑战，阐述了让

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宗

旨，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的四项原则、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

五点主张。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从一开始就将峰

会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大会举行的三天里，“互联网＋”、“网

络安全”、“互联网文化与传播”、“数字丝

路”、“数字中国”等10场论坛、22个议题相

继展开，万余人次竞相参与，大家围绕大会

主题，围绕中国领导人的主旨演讲，畅所欲

言，交流思想，贡献创见，形成共识。

这三天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精彩

亮相，充分展示了中外互联网前沿技术和

最新成果，展示了中国互联网 20年发展

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巨大

成就。

这三天里，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秘

书处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邀

请中外互联网领军人物为世界互联网大

会的举办出谋划策，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献计献策；中国 106家互联网机构共同发

起《让互联网成为爱的海洋——发展网络

公益倡议书》，推动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

13亿中国人民……

大会开幕伊始，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

兹曾由衷感叹：“现在，全世界都在聚焦乌

镇，全世界都在倾听中国！”

大会闭幕之时，一位普通的中国网友

自豪地说：“这三天属于乌镇，属于全世界

互联网人。”

凝聚共识的所在

桥，是乌镇最寻常的建筑。正是一座

座并不起眼的小桥，把乌镇的家家户户联

系起来，建构着这座江南水乡的人情冷

暖。

在乌镇的桥畔，各方嘉宾感悟着互联

网“联通你我”的神奇力量，在不同中寻求

合作，从争论中凝聚共识。

一个目标更加清晰——无论富有还

是贫穷，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要让更多人搭

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互联网有时会产生改变命运的神奇

力量。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说，

阿里巴巴将持续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用电

商激发变革、消除贫困。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金

立群说，诞生于以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

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影响深

远的时代，亚投行将以更好促进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为己任。

一个声音更加响亮——从西方到东

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世界，互联网的

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商量着办。

智利参议院未来挑战、科技和创新委

员会主席吉多·希拉尔迪认为，在互联网

领域促进公平正义、反对单边主义，符合

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意愿。“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减少不平等的现象。”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大使加尼姆·希

卜里说，面对互联网发展的洪流，没有国

家可以置身事外。我们要做的，是既要让

互联网促进社会发展，又要保证各个国家

的基本权利。

“四项原则不是挑战性的、也不是对

抗性的，而是建设性的。”美国布鲁金斯学

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中国领导人的主

张必将载入互联网发展史册。

一个理念影响深远——携手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

好的明天。

“网络空间不再是一个虚拟空间、虚

拟社会，网络行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行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曹诗权认

为，互联网越来越承载着人类的安全发展

利益和共同命运。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李金城刚

刚获得了一个互联网创业大赛的冠军。

即将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他这样展望未

来：中国还有近 7亿人没有联网，世界还

有 30亿人没有联网，创新创业的时代才

刚刚开始！

大会通过《乌镇倡议》。“秉承合作共

赢的理念，共同推动互联网的发展、治理

和繁荣，使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

新天地，让互联网发展成就更好地造福全

人类”……

开创未来的转折

“乌镇，来过，便不曾离开”。第二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闭幕式上，国家网信办

主任鲁炜引用的这句乌镇旅游广告语意

味深长。

当盛会的帷幕缓缓落下，曾齐聚在这

里的人们带走的不仅是一份枕水江南的

美好记忆，更在互联网发展的历史上留下

了齐心协力、开创未来的浓重一笔。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举办，以及

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国主张的提出，并得到

全球互联网界的积极响应，这印证着中国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示的是中国的网络

软实力，而在软实力背后，则是中国互联

网业的硬实力。”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主任李晓东看来，在没有国界的互联网

上，中国与世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深度融合的“命运共同体”是不可逆转的

现实。

从跟随者到引领者；从在曲折的道路

中探索适合自己的前进之路，到搭建舞台

推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发展

与变革——中国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向

网络强国的目标迈进，正以一种舍我其谁

的担当开创着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的未来。

“这场盛会对于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

的形成具有转折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大会向全世

界传达了这样一种声音，要在尊重各国网

络主权的基础上开展国际互联网治理，各

国对内独立自主制定网络政策，对外履行

合作发展的义务，充分享受参与国际互联

网治理的权利。

互联网是人类的新空间、新领域、新

家园，需要新思想、新规则、新秩序，乌镇

搭建了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世界平台。

中国声音、中国主张、中国方案——

以乌镇为起点，我们共同开启了互联

网全球治理的进行时；

以乌镇为起点，中国与世界携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大会落下帷幕，但互联网的故事还在

继续。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

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

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

理体系，我们正在路上。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乌镇倡议
（2015年12月18日）

互联网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

要成果，已成为驱动创新、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惠及全人类的重要力量。

互联网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国

际社会日益形成相互依赖的命运共

同体。同时，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也给

国家主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

新的挑战。积极稳妥地应对这些挑

战，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从信息

社会世界峰会 2003 年日内瓦原则宣

言、2005年突尼斯议程，到蒙得维的亚

声明以及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

报告，国际社会对互联网发展和治理

的共识不断扩大、合作不断加深。我

们对联合国大会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

会10年审议的高级别会议成果表示祝

贺，期待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宪章以及

公认的国际准则和原则基础之上进一

步深化互联网领域的合作。

2015 年 12 月 16 日至 18 日，来自

全球120多个国家（地区）和20多个国

际组织的2000多位代表，共聚第二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来自政府、企业、

学界、民间团体、技术社群和国际组织

的领导人与高级别代表出席此次大

会。在大会“互联互通·共享共治——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题下，与

会代表围绕互联网建设、发展和治理等

问题展开讨论。经高级别专家咨询委

员会讨论，大会组委会提出如下倡议：

一、加快网络发展普及。加速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互联网技术

和应用创新交流，推进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等领域的研发，弥合数字

鸿沟，促进互联互通，确保互联网技

术能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欠

发达地区得到更广泛应用。

二、促进网络文化交流。鼓励以

数字化形式保护、传承、弘扬人类优

秀文化成果，加强网络空间文化交

流，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繁荣发

展，将网络空间建设成为人类共同的

精神家园。

三、共享网络发展成果。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促进互联网与各产业深

度融合，保障网络空间数据流动的自

由和有序，早日形成联通全球的网络

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联合

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实

现，为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

时代的快车。

四、维护网络和平安全。尊重网

络空间国家主权，保护网络空间及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免受威胁、干扰、攻

击和破坏，保护个人隐私和知识产

权，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和恐怖活动。

五、推动网络国际治理。国际社

会应真诚合作、相向而行、同舟共济、

互信互利，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国际规

则制定，尊重人类基本网络权利，维护

网络空间秩序，共同构建和平、安全、

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

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支持

政府、企业、民间组织、技术社群、学术

界、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根据

各自的角色和职责发挥更大作用，打

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人类因互联网而更紧密，世界因互

联网而更精彩。国际社会和各利益相

关方应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推动

互联网的发展、治理和繁荣，使网络空

间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新天地，让互联

网发展成就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世界的未来属于青少年，网络的

发展塑造青少年。我们应高度重视

广大青少年的网络需求，加强对未成

年人的网络保护，使互联网真正成为

文明之网、绿色之网、健康之网，共同

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

共同推动互联网发展、治理和繁荣

世界互联网大会
发布《乌镇倡议》

经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

讨论，大会组委会提出《乌镇倡议》。倡议全文如下：

乌镇的这些声音
创业者们不可错过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落下帷幕

搭建互联网全球治理的世界平台

在结束各项议程后，为期3天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闭幕。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