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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世界正在逐步兴起一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创新与应用,数字经济不仅正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已加
速向农业农村广泛渗透,为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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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rously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elp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Xuejing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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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 world is gradually emerging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enter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rapid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cloud computing, mobile Internet,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not on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glob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ccelerates its widespread penetration into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and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igit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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