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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21日电 11
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发展中

国家科学院第16届学术大会暨第30
届院士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基础
科学发展，（下转第6版）

习近平向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16届
学术大会暨第30届院士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 21日电 11
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

／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
系研讨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国积极
开展空间探索活动，（下转第6版）

习近平向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
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致贺信

本报讯 11月21日，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2022中国国际智能传播
论坛在锡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昆林，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在论坛开幕
式上发表视频致辞。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张爱军，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编务会议成员邢博出席开幕
式。市委书记杜小刚，爱尔兰前总
理、国际行动理事会联席主席伯
蒂·埃亨，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以线下线上方式出席论坛并致
辞。市长赵建军与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技术局局长徐进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许昆林在致辞时向莅临活动
的领导嘉宾表示欢迎，对多年来关
心支持江苏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
感谢。他说，近年来，江苏通过智
能化数字化的增势助力，“钟灵毓
秀地”“江淮鱼米乡”不断焕发出时
代光彩，成为展示可信、可爱、可敬

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新征程期
待新作为，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在更高水平
上做好国际智能传播提供了根本
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将以
此次论坛的举办为契机，强化科技
赋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超高清视
频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技
术创新，催化融合质变；强化产业
支撑，培育一批特色鲜明、有较强
实力和影响力的骨干企业，建设一
批布局合理、集聚辐射效应强的产
业基地和产业园区，促进智能传播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强化文化交
流，统筹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打造多维度、立体化交流渠道
和平台，让海内外人士身临其境领
略江苏的悠久历史、璀璨文化、秀
美江河，让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
界。

慎海雄在致辞时指出，作为党

的二十大之后首个以国际智能传
播领域跨界融合为中心的重量级
品牌活动，本届论坛以“新起点·

‘智’未来”为主题，致力于搭建国
际交流合作平台，为促进全球媒体
创新发展、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
贡献力量。智能传播为推进媒体
技术革新、促进全球媒体创新发展
注入了新动能，为讲好中国故事、
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了新
空间，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助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新机
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深化“思
想+艺术+技术”融合传播，构建

“5G+4K/8K+AI”战略格局，作为
全球媒体智能传播的见证者、参与
者和积极推动者，为世界智能传播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总台将继
续担当时代使命，愿与全球负责任
的媒体同行和各界朋友一道，更好
向世界传播事实真相，传达正义之
声，传递文明之美，共创智能传播

美好未来。
杜小刚表示，党的二十大对建

设数字中国和文化强国、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作出新的战略部署，
为我们推动智能传播发展提供了
重要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近年
来，无锡坚持以数字化激活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着力打造智能经济、
创造智享生活、塑造智慧治理，加
强与头部企业、重量级媒体特别是
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合作，大力
推进智能化引领下的媒体深度融
合和文化繁荣发展。无锡将以此
次论坛为契机，全面落实中央和省
部署要求，做强智能传播支撑，建
强智能传播平台，增强智能传播功
能，同大家一道，共享发展机遇、共
促互利合作，共同开创国际智能传
播的美好未来。

本次论坛以“新起点·‘智’未
来”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举办开幕式暨主论坛和智
产业论坛、（下转第2版）

新起点 “智”未来

2022中国国际智能传播论坛在锡举行
许昆林慎海雄视频致辞 张爱军邢博出席

杜小刚致辞 赵建军徐进签约

本报讯 11月21日，市委书记杜小刚在市委党
校专题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他强调，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全市上下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上下功夫，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记“三
个务必”，坚持“五个必由之路”，砥砺实干、锐意进
取，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无锡现代化建设
新实践，全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无锡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
壮阔宏图中绘就精彩无锡画卷。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柏长岭主
持报告会。

杜小刚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原文，围绕党的二
十大主题和主要成果、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深远
历史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
要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系统部署、以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要求、统筹发展
和安全的重大原则，特别是围绕“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紧密联系无锡实际，对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了
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

杜小刚说，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统摄全局的“纲”与“魂”，
内涵极其丰富、思想极其深刻、意义极其重大。大会
的报告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大会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体现了党的二十
大报告确定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
举措，有利于全党更好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习近平
同志再次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充分反映了
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总书记的衷心拥护、信
赖和爱戴，反映了总书记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心中的崇高威望，反映了亿万人民紧跟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开创更加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和坚定决
心。全市上下要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党的二十大
主题和主要成果，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
主动，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紧跟
习近平总书记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不断夺取新的伟
大胜利。

杜小刚指出，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具有里程碑
意义。作为全省发展的重要一极，无锡在新时代
10年的发展，就是紧跟习近平总书记阔步前进，建
设“强富美高”新无锡的奋斗过程，就是我们国家伟
大变革和全省辉煌历程的生动缩影。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新时代10年的伟
大变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坚定捍
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历
史自信和战略定力，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

杜小刚说，党的二十大报告用“六个必须坚持”
概括和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领会“两个
结合”、牢牢把握“六个必须坚持”，更好将其转化为
党员干部的政治修养、理论素养、道德修养和履职尽
责的本领，让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在无锡大地充分彰显、造福人民。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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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1日，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江苏总站苏南记者站
启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
议成员邢博出席仪式。市委书记
杜小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总
站站长季明共同揭幕。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李秋峰主持。

今年8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江苏总站与我市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总站苏
南记者站同时揭牌。连日来，我市

与总台江苏总站进行全方位密切
对接，为苏南记者站启用提供全过
程配套服务、涵养全链条人才生
态，在省内率先实现苏南记者站实
体化运转。在筹备过程中，总站记
者在无锡“沉了下去”，鲜活报道在
全国“立了起来”，无锡多次在《新
闻联播》《新闻直播间》等栏目中亮
相，在中宣部“走进县城看发展”、
党的二十大专题报道中推出拳头
产品，多形式高密度具象化展现经

济社会发展成效。
“总台在中央媒体中率先设立

苏南记者站，无锡办公区的启用标
志着我们将开启深化合作的新征
程！”总台江苏总站相关负责人说，
总台江苏总站将继续发挥党的宣
传报道主力军和压舱石重要作用，
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深触角
做好无锡宣传报道，进一步深化同
无锡的产业合作，讲好无锡故事、
打响无锡品牌，着力提升无锡的知

名度、美誉度和综合竞争力。市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
强与总台江苏总站的交流协作，完
善苏南记者站各项运作机制，通过
筹建无锡市新闻服务中心等具体
举措，全力支持苏南记者站在锡采
访报道，共同谱写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的精彩华章。

仪式结束后，大家还参观了苏
南记者站办公区。

（惠晓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总站苏南记者站启用
邢博出席 杜小刚季明揭幕

好内容始终是舆论场
上“硬通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
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
新格局。这对媒体创新发展提出了
新要求。“在信息技术发展一日千里
的今天，无论媒体形态如何变化，有
品质、有品牌、有价值的内容始终是
舆论场上的硬通货。”央视网董事
长、央视频公司总经理过彤开门见
山抛出观点。

过彤表示，智能传播时代，能否
运用新技术为内容生产和创新插上
翅膀，关乎媒体能否拿到未来竞争舞
台的“入场券”。结合工作实践，他举
例说，央视网已建成国内最大的智能
化时政报道素材数据库，并应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出了中南海
月刊等产品，有效提升了时政报道的
效果。

“如我们所见，许多领域都面临
巨变，传媒业也不例外。”今日俄罗斯

国际媒体集团总裁德米特里·基谢
廖夫也认为，数字技术进入传媒领
域后，加速了假新闻的扩散，也侵蚀
了新闻的严肃性。他对中国同行在
推广新技术的同时坚持内容质量表
示钦佩，并提出，只有把技术创新和
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传媒工作
者才能为全球受众提供真实可信的
资讯。

坚持用技术创新驱动
融合发展

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和
持续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需要主流

媒体在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更重要
的作用。

人民日报社江苏分社社长何
聪介绍，为扎实推进媒体传播智能
化升级，人民日报社努力突破媒体
融合瓶颈，在关键核心技术上自主
创新。“上线的人工智能创作机器
人，具备 5G 智能采访、AI 辅助创
作、新闻信息追踪等多个功能，助
力新闻采、编、校、审、播、印、发、评
全流程生产。”着眼视频化发展趋
势，人民日报社还应用AI+秒播+
8K 等新技术，打造权威视频资讯
聚合平台，通过资源整合、技术融
合、项目联合、人才聚合为新媒体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如今，智能录音笔、办公本已成

为不少记者进行采访的有力助手。
科大讯飞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
徐玉林介绍了人工智能助力新闻内
容生产制作和传播的成功案例。以
科大讯飞的虚拟主播为例，他们可以
说 60多种国家和地区的语种或方
言，为了提高效率和质量，公司还搭
建了交互平台，打造虚拟生态。他表
示，科大讯飞经过多年探索，已将人
工智能技术赋能到媒体生产的全业
务流程，帮助媒体实现向“智慧媒体”
的飞跃。

拥抱智媒时代做好文
化传播

“没有传播就没有现代文明，在
无锡举行的这次论坛意义非凡。”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
教授谭建荣看来，无锡在中国近代科
学、工业、教育、社会文明发展中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下转第4版）

在无锡，打开智能传播时代新图景
迈进智能传播时代，如何开启智媒未来？昨天，2022中国国

际智能传播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的主旨演讲环节，来自全球智能
科技与传播行业的学界、业界和商界精英汇聚一堂，围绕智能传播
发展前景、数智融合、产业升级、文化交流、社会责任等热点议题，
集智共商、交流分享，打开智能传播时代的新图景。

11月21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与长征二号F遥十五运载火箭组
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
施发射。 （新华社发）

神舟十五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克服长时间极端高温，高水平实现“两保两提”

太湖无锡水域连续15年安全度夏

近日择机发射

一把稻壳锁定古船“年龄”

生物考古揭秘“长江口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