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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二十大专题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

◆ 孙春兰《人民日报》撰文，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教育数字化

◆ 吴建平：坚决打赢互联网关键技术攻坚战

◆ 《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保险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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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二十大

报告共分15个部分：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二、开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三、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四、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

才支撑；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

进法治中国建设；八、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九、增进民生

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十一、推进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十二、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十三、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

国统一；十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五、坚定不移全

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来源：新华网【全文】、【图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报告全文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教育领域相关内容摘录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工信领域相关内容摘录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

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来源：中国工信产业网【全文】

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6815797393638742
https://news.eol.cn/yaowen/202210/t20221016_2250297.shtml
https://www.cnii.com.cn/ztzl/ddesd/202210/t20221016_4204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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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二十大

10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部分观

点如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凸显发展质量的全局和长远意义”；“把法治建

设作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体现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重视”；“部署深入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全文】

解读：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

报告解读

解读：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体现的战略意图

过去党代会的报告中，科技一般安排在经济建设中，教育一般是安排在社会建设

中，人才安排在党的建设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加强系统观念的要求，

第一次把三大战略摆放在一起，是一个创新，有其深义。这一新的摆布，既坚持了教

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又强调了三

者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共同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这三

大战略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一是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二是坚持创新驱动。

三是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

来源：微言教育【全文】

教育行业行动

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通知》

《通知》强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提升一

流大学群体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不断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优化职业

教育类型定位。大力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新模式，

不断健全教育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深化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服

务教育教学模式变革与创新。

来源：教育部【全文】

https://www.ccps.gov.cn/zl/20dzl/202210/t20221025_155423.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Eaim58FwpEw4biEQaN-4Q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10/t20221031_673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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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二十大

10月24日，教育部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研究部署教育

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就教育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一是抓根本。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握教育、科技、人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宣传阐释好教育重要地位的内涵，把学习和实践有效地结合起

来，更好地推进工作、推动事业发展。

二是抓重点。主要抓好促进公平、提升质量两件大事。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在基础学科人才、卓越工程师和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上取得突破，加强高校

有组织科研，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贡献力量。

三是抓改革。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面向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和

社会发展变化，丰富政策供给，建立新评价体系，在服务经济社会区域发展中更好发

挥教育作用，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步伐。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怀进鹏就教育系统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教育行业行动

雷朝滋：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党代会报告

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雷朝滋在教育部科技司党支部召开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研讨会上指出，报告首次

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党代会报告，强调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

型大国。这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高校科技创新和教育数字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会议要求，要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坚

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快实施国家教育数

字化战略行动，升级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培养创新人才。

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全文】

https://news.eol.cn/yaowen/202210/t20221025_2251780.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rPW_UA6l-TWmyQOk7NGn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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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

2023年底前，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初步形成，基本具备数据目录管理、数据

归集、数据治理、大数据分析、安全防护等能力，数据共享和开放能力显著增强，政

务数据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到2025年，政务数据资源全部纳入目录管理。建设

主要内容：将充分整合现有政务数据资源和平台系统，重点从统筹管理、数据目录、

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数据服务、算力设施、标准规范、安全保障等8个方面，组织

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为进一步扩大改革效果，推动全国营商环境整体改善，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在全

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此次复制推广的营商环境创新试

点改革举措分为9个方面共计50项内容，具体包括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

不合理限制4项，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9项，持

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7项，更好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2项，持续提升跨境贸易

便利化水平5项，维护公平竞争秩序3项，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监管5项，依法保护各类

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2项和优化经常性涉企服务13项。其中，在持续提升跨境贸

易便利化水平方面具体提出“探索开展科研设备、耗材跨境自由流动，简化研发用途

设备和样本样品进出口手续”等。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10/28/content_5722322.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10/31/content_57227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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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对《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保险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网络强国的战略决策部署，加快推动网络安全和金融服务创新融合发

展，大力培育网络安全保险新业态，促进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信部会同银保

监会起草了《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保险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健全

网络安全保险政策标准体系、加强网络安全保险产品服务创新、强化网络安全技术赋

能保险发展、促进网络安全产业需求释放、培育网络安全保险发展生态。

来源：工信部【全文】

孙春兰《人民日报》撰文，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教育数字化

文章指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总体思路是：1.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2.坚

持科学的教育理念；3.坚持教育事业的公益属性；4.坚持教育质量的生命线。新时代

新征程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点任务有：1.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2.加快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3.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4.加强教师队伍建设；5.着力完善保障条

件。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在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数字

技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以互联网核心技术应对网络空间安全的新挑战”的主旨演讲。

吴建平院士表示，网络空间是数字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网络空间技术体系中，

CPU、OS和互联网共同构成网络空间技术体系的核心。其中，互联网是网络空间技

术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而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

他表示，俄乌冲突中网络空间安全所受到的新威胁与新挑战，也给予我们诸多启

示。首先，我们必须从网络空间技术体系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看待网络空间安全的

新威胁和新挑战。其次，要掌握互联网路由系统核心技术。第三，坚持开放合作的理

念，广泛参与国际互联网合作。第四，在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格局下，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只有保持我国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才能真正保障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最后，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网络空间安全的优秀人才。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全文】

吴建平：坚决打赢互联网关键技术攻坚战

https://www.miit.gov.cn/gzcy/yjzj/art/2022/art_d7492c4755a74e87a07f626451d0f036.html
http://www.gov.cn/guowuyuan/2022-11/09/content_5725528.htm
https://mp.weixin.qq.com/s/qRiw1qwLXU05AAQTj7on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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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10月2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审议。报告明确，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牢牢抓住数字技术发展主动权，把握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先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报告从八个方面提出下一

步工作安排，包括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

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

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加快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对经济发

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持续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全面加强网络安

全和数据安全保护，筑牢数字安全屏障；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推动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五部门关于印发《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6年）》的通知

《行动计划》提出五大重点任务：1.推进关键技术融合创新；2.提升全产业链条

供给能力；3.加速多行业多场景应用落地；4.加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5.构建融

合应用标准体系。三大专项工程：1.关键技术融合创新工程；2.全产业链条供给提升

工程；3.多场景应用融合推广工程。

来源：工信部【全文】、【解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

白皮书说，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在激发数字经济活力、推进数字生态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防

范网络安全风险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服务、支撑和保

障，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基础。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全文】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9/content_5722450.htm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775aaa3f77264817a5b41421a8b2ce22.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jd/art/2022/art_acb9482eac994486913b592cebf71b81.html
http://www.scio.gov.cn/37234/Document/1732892/17328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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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运营商Q3业绩报告：业绩支柱“换挡”创新业务不断拓展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移动实现营业收入7235亿元，同比增长

11.5%。中国电信实现营业收入3578.4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6%。中国联通实现

营业收入达到2639.8亿元，比去年同期提升8.0%。中国移动收入结构持续调整，主

营业务收入为620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他业务收入为1034亿元，同比增长

36.4%；DICT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685亿元，同比增长40.0%。中国电信产业数字化

收入达到856.32亿元，可比口径下同比增长16.5%，天翼云收入继续保持翻番。中国

联通收入结构不断优化，产业互联网业务实现收入531.5亿元，同比大幅提升29.9%，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22.2%。联通云加速发展，实现收入268.7亿元，同比提

升142.0%；IDC实现收入186.13亿元，同比提升12.9%。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中国联通与腾讯设立混改新公司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10月27日发布的《2022年10月17日-10月23日无条件批

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显示，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腾讯产业创投有

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获无条件批准。

中国联通在11月2日晚间公告中称，新设合营企业主要从事内容分发网络（CDN）

和边缘计算业务，立足于自主研发，形成完整的CDN/MEC平台能力、运营能力和产

品创新能力。该合营企业的组建正在推进过程中，尚未完成设立登记，对本公司当前

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长远看有利于放大双方优势，壮大CDN、边缘计算产业链。

来源：中国联通【公告】、澎湃新闻【解读】

中国信通院：我国主导的分布式云全局管理国际标准正式发布

2022年9月，国际电信联盟（ITU）正式发布分布式云全局管理框架标准。该项

国际标准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单位牵头制定，旨在从通用

架构和功能要求等方面定义和规范分布式云全局管理能力。标准在资源、数据、平台

服务、应用服务、运维管理、安全方面规范管理要求。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https://www.c114.com.cn/news/22/c22335.html
http://www.chinaunicom.com.cn/notice/202211/1667393986592020782.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561175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2118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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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印发《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近日，教育部印发《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将采取有针对

性的举措，构建特色鲜明、上下衔接、内容丰富的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引导

青少年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的思想和行

动基础。方案提出，支持高等学校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科研攻关、政策研究和社会服务，

加强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等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培育，组建一批攻关团队，加快绿色低碳相关领域基础理论研究

和关键共性技术新突破。引导高校发挥人才优势，组织专业力量，围绕碳达峰碳中和

开展前沿理论和政策研究，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继续开展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共同体项目

日前，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发布通知，继续开展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

共同体项目，并就2022年度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2022年度，计划从网络教研、智

能美育教学、数字化赋能劳动教育、信息化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四类教育信息化教

学应用中培育20个左右不同应用方向的实践共同体，开展信息化应用模式的实践与

研究，以形成一批成熟的、可借鉴、可推广的信息化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典型

案例，形成一支高水平的信息化教学应用骨干队伍，探索推进信息化教学应用的长效

机制。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国办发文：开展“互联网+考试服务”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

工方案。其中提出，再推出一批便民服务措施，解决好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关键小事”。具体举措包括，加快开展“互联网+考试服务”，建立中国教育考

试网统一用户中心，丰富和完善移动端功能，实行考试信息主动推送，进一步提升考

试成绩查询和证书申领便利度。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2211/t20221108_979321.html
https://news.eol.cn/yaowen/202210/t20221028_2252699.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10/26/content_57217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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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科技大学大湾区科研专网正式启动

近日，澳门科技大学大湾区科研专网正式启动，基于IPv6技术搭建贯通境内外的

科研专网及数据审计平台，开启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通试验。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

中心与澳门科技大学等多方合作，开展澳门科技大学大湾区科研专网的研究和建设工

作，共同设计了一套基于IPv6技术、建立在安全认证规则下的安全可靠、双向合规的

科研专网及数据流动审计平台，提出了“法律+管理+技术”三轮驱动的落地机制，

为解决科研数据跨境有序流动的问题提供了新方法，有望成为IPv6技术应用于数据跨

境有序流通先行先试的示范。

来源：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全文】

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
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

教育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

将面向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下人才紧缺技术岗位，遴选发布生产企业岗

位需求，对接匹配职业教育资源，以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主要培养形式，在实践中探索

形成现场工程师培养标准，建设一批现场工程师学院，培养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精

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

来源：教育部【全文】

科技部：推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管理向“市场配置资源”转变

近日，科技部印发《“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明确了健全科技成

果产权制度、强化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建设高标准技术交易市场、提升技术要素市

场专业化服务效能、促进技术要素与其他要素融合、加速技术要素跨境流动等六大重

点任务。《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十四五”期间，现代化技术要素市场体系和

运行制度基本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技术要素市

场基本建成；到2025年，我国技术要素市场制度体系基本完备，互联互通的技术要

素交易网络基本建成，技术要素市场服务体系协同高效，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成效大

幅提升。

来源：科技部【全文】

https://www.cfiec.net/safe_circulation/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2211/t20221104_932353.html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2/202210/t20221025_183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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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研究公司Omdia的最新报告称，到2027年，全球电信服务的总收入预计将

达到1.2万亿欧元左右，但是2022年-2027年，移动服务和固定宽带服务的月度

ARPU将从7.48欧元下降4.2%至7.16欧元。报告称，在宽带方面，虽然光纤网络的推

出为家庭网络连接带来了明显提升，但在法国、西班牙和中国等光纤渗透率较高的市

场，ARPU实际上出现了显著下降，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并且在用户过渡至光纤网

络后，没有明确的变现盈利途径”。

Omdia研究总监表示：“现在存在一种误解，那就是运营商应该将他们购买的技

术直接转售给客户，但这是行不通的。网络是创新和创造力蓬勃发展的基石，就像

4G和移动应用程序一样。解决ARPU增长挑战不仅取决于运营商，还取决于数字服务

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全球电信固定带宽服务ARPU值下降

日益增长的数据安全担忧为亚太地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势头铺平了道

路。疫情成为数字化的关键加速器，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全球几家最大的科技

公司和其他数据中心运营商正将目光投向亚太地区。在那里，数据中心可以为该地区

数量迅速增长的用户提供日益增长的全球互联网流量服务。2020年4月，美国数据中

心开发商Equinix宣布在日本建立合资企业，由科技公司或云提供商占领数据中心。

由于连接趋势的增加，预计到2027年亚太超规模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亿

美元。在进步的政府监管的帮助下，如印度政府在2021年启动的15.8亿美元激励计

划，区域和国际投资和数据中心的增长正在全国各地获得动力。在国际投资方面，

Equinix于2020年通过收购互连和数据中心公司GPX Global Systems进入印度，正

试图将其业务扩展到全国各地。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超大型数据中心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00亿美元

https://www.c114.com.cn/news/116/a1212073.html
https://www.c114.com.cn/market/39/a12129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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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个省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容合集

• 信通院：算力时代网络运力研究报告（2022年）

• 毕马威：以市场与科技驱动国企改革转型

• 2022年基础云服务行业发展洞察

• Flash Cloud：2022年度中国 SaaS 行业研究报告

• 2022年“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

Gartner研究副总裁表示：“为了在经济动荡时期增加企业机构的盈利，首席信

息官和IT高管必须在继续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将目光从节约成本转向新的卓越运

营方式。Gartner2023年战略技术趋势围绕优化、扩展和开拓三大主题，这些技术能

够帮助企业机构优化韧性、运营或可信度、扩展垂直解决方案和产品交付并利用新的

互动形式、更加快速的响应或开拓机会。”2023年重要战略技术趋势包括：可持续

性、元宇宙、超级应用、自适应AI、数字免疫系统、应用可观测性、AI信任/风险和

安全管理、行业云平台、平台工程、无线价值实现。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Gartner发布2023年十大战略技术趋势

报告依托十年间《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2011，2015，2020）》中的相关

数据，对高校信息化体制机制、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体系保障、应用与数据、

信息化支撑的教育教学新模式等方面的十年发展情况展开回顾。提出：信息化体制机

制保障的重要性得到高校普遍认同、高校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守正创新阶段、网络安全

保障能力不断完善、应用与数据成为主要发力点、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

雏形出现等结论。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数”说高教信息化这十年

https://mp.weixin.qq.com/s/rGRDdpNA3catzNMFKslxaQ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10/t20221012_409939.htm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35659.html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2210/4077.s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511513.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509359.html
https://www.c114.com.cn/market/220/a1212217.html
https://www.edu.cn/info/xy/xytp/202210/t20221019_2250952.shtml


行
业
动
态

欢迎大家对
《行业动态》提建议

感谢支持

赛
尔
网
络
有
限
公
司
市
场
管
理
部

电话：6260 3794 邮箱：scgl@cerne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