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14.3% 37.3% 40.7%

24.0%

33.3%

28.1%

14.6%

67.9%

13.2%

9.4%

9.4%

29.9%

26.8%

7.2%

16.2%

9.2%

3.6%

7.1%

18.9%

14.2%

12.3%

15.7%

6.6%

10.6%

6.9%

4.5%

6.5%

3.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





















































A B
C

F

DE





























•









•












	摘要
	介绍
	方法
	选择饮食风险因素
	人口膳食摄入量
	饮食风险对疾病终点的影响大小
	最佳摄入量
	疾病特异性死亡和残疾调整生命年
	疾病负担的饮食风险
	资金来源的作用

	结果
	食用主要食物和营养素
	饮食对死亡率的总体影响
	饮食中各个成分对死亡率的影响
	饮食与SDI的关系
	营养转变对饮食风险的影响

	讨论
	柳叶�
	Health effects of dietary risks in 195 countries, 1990–2017: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2017
	Introduction
	Methods
	Selection of dietary risk factors
	Dietary intake at the population level
	Effect size of dietary risks on disease endpoints
	Optimal level of intake
	Disease-specific deaths and 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
	Disease burden of dietary risks
	Role of the funding source

	Results
	Consumption of major foods and nutrients
	Overall impact of diet on mortality
	Impact of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diet on mort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 and SDI
	Impact of nutrition transition on exposure to dietaryrisks

	Discussion
	Acknowledgments
	References


	290087 Made In China 2025 Cover
	02.12.19 SBC Project MIC_2025 Report
	幻灯片编号 1
	随着5G与下游产业联动和协作相继深入，十万亿级规模5G大生态终将形成
	5G产业链四大变革：软件化、超高频大带宽、物联网化、高集成度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超高频大带宽 2/2
	5G产业物联网化
	5G产业高集成度
	5G带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视频等关联领域裂变式发展，为各垂直行业智慧应用赋能
	5G生态圈： 高速率、低时延和泛连接能力助推移动互联网应用新业态涌现
	5G生态圈：5G开启万物智联时代，助实现大容量数据传输
	5G时代下的网速限制将被解除，新的特性将使用户不仅能观看当下各类视频内容，还将随时随地体验8K以上的超高清视频。未来10年内5G用户的月平均流量将有望增长7倍，而其中90%将被视频消耗，预计到2028年，仅仅是消费者在视频、音乐和游戏上的支出就会增加近一倍，全球总体量将达到近1500亿美元。届时4G时代下的视频行业将被重构，无所不在的高清音视频势必将获得更多潜在用户，同时催生出更多5G音视频新业务，在多个领域中构建5G大视频产业的新格局。
	幻灯片编号 13
	5G生态圈：5G推动AI蓬勃发展，实现云端和终端AI智能协作，加速AI技术落地场景
	教育信息化：5G让教育更随时随地地进行，万亿规模市场值得挖掘
	教育信息化：5G赋能后，教育行业才有机会实现真正的信息化�
	智慧医疗：5G推动医疗无线化、远程化、智能化转型
	智慧医疗：当前投融资趋势高涨，在5G赋能下将会有更多企业投入到医疗智慧化发展
	车联网：5G网络特性将推动车联网技术和应用高速发展
	车联网：产业潜力巨大，将成为国内外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必争之地
	工业互联网：5G将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丰富的场景，加强工业终端与网络之间的智慧交互                 
	工业互联网：当前工业机器人投融资趋势主要受到AI技术推动，5G影响力还未受到资本的重视
	幻灯片编号 23
	摘要
	介绍
	方法
	选择饮食风险因素
	人口膳食摄入量
	饮食风险对疾病终点的影响大小
	最佳摄入量
	疾病特异性死亡和残疾调整生命年
	疾病负担的饮食风险
	资金来源的作用

	结果
	食用主要食物和营养素
	饮食对死亡率的总体影响
	饮食中各个成分对死亡率的影响
	饮食与SDI的关系
	营养转变对饮食风险的影响

	讨论
	柳叶�
	Health effects of dietary risks in 195 countries, 1990–2017: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2017
	Introduction
	Methods
	Selection of dietary risk factors
	Dietary intake at the population level
	Effect size of dietary risks on disease endpoints
	Optimal level of intake
	Disease-specific deaths and 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
	Disease burden of dietary risks
	Role of the funding source

	Results
	Consumption of major foods and nutrients
	Overall impact of diet on mortality
	Impact of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diet on mort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 and SDI
	Impact of nutrition transition on exposure to dietaryrisks

	Discussion
	Acknowledgments
	References


	290087 Made In China 2025 Cover
	02.12.19 SBC Project MIC_2025 Report
	幻灯片编号 1
	随着5G与下游产业联动和协作相继深入，十万亿级规模5G大生态终将形成
	5G产业链四大变革：软件化、超高频大带宽、物联网化、高集成度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超高频大带宽 2/2
	5G产业物联网化
	5G产业高集成度
	5G带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视频等关联领域裂变式发展，为各垂直行业智慧应用赋能
	5G生态圈： 高速率、低时延和泛连接能力助推移动互联网应用新业态涌现
	5G生态圈：5G开启万物智联时代，助实现大容量数据传输
	5G时代下的网速限制将被解除，新的特性将使用户不仅能观看当下各类视频内容，还将随时随地体验8K以上的超高清视频。未来10年内5G用户的月平均流量将有望增长7倍，而其中90%将被视频消耗，预计到2028年，仅仅是消费者在视频、音乐和游戏上的支出就会增加近一倍，全球总体量将达到近1500亿美元。届时4G时代下的视频行业将被重构，无所不在的高清音视频势必将获得更多潜在用户，同时催生出更多5G音视频新业务，在多个领域中构建5G大视频产业的新格局。
	幻灯片编号 13
	5G生态圈：5G推动AI蓬勃发展，实现云端和终端AI智能协作，加速AI技术落地场景
	教育信息化：5G让教育更随时随地地进行，万亿规模市场值得挖掘
	教育信息化：5G赋能后，教育行业才有机会实现真正的信息化�
	智慧医疗：5G推动医疗无线化、远程化、智能化转型
	智慧医疗：当前投融资趋势高涨，在5G赋能下将会有更多企业投入到医疗智慧化发展
	车联网：5G网络特性将推动车联网技术和应用高速发展
	车联网：产业潜力巨大，将成为国内外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必争之地
	工业互联网：5G将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丰富的场景，加强工业终端与网络之间的智慧交互                 
	工业互联网：当前工业机器人投融资趋势主要受到AI技术推动，5G影响力还未受到资本的重视
	幻灯片编号 23
	摘要
	介绍
	方法
	选择饮食风险因素
	人口膳食摄入量
	饮食风险对疾病终点的影响大小
	最佳摄入量
	疾病特异性死亡和残疾调整生命年
	疾病负担的饮食风险
	资金来源的作用

	结果
	食用主要食物和营养素
	饮食对死亡率的总体影响
	饮食中各个成分对死亡率的影响
	饮食与SDI的关系
	营养转变对饮食风险的影响

	讨论
	柳叶�
	Health effects of dietary risks in 195 countries, 1990–2017: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2017
	Introduction
	Methods
	Selection of dietary risk factors
	Dietary intake at the population level
	Effect size of dietary risks on disease endpoints
	Optimal level of intake
	Disease-specific deaths and 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
	Disease burden of dietary risks
	Role of the funding source

	Results
	Consumption of major foods and nutrients
	Overall impact of diet on mortality
	Impact of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diet on mort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 and SDI
	Impact of nutrition transition on exposure to dietaryrisks

	Discussion
	Acknowledgments
	References


	290087 Made In China 2025 Cover
	02.12.19 SBC Project MIC_2025 Report
	幻灯片编号 1
	随着5G与下游产业联动和协作相继深入，十万亿级规模5G大生态终将形成
	5G产业链四大变革：软件化、超高频大带宽、物联网化、高集成度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超高频大带宽 2/2
	5G产业物联网化
	5G产业高集成度
	5G带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视频等关联领域裂变式发展，为各垂直行业智慧应用赋能
	5G生态圈： 高速率、低时延和泛连接能力助推移动互联网应用新业态涌现
	5G生态圈：5G开启万物智联时代，助实现大容量数据传输
	5G时代下的网速限制将被解除，新的特性将使用户不仅能观看当下各类视频内容，还将随时随地体验8K以上的超高清视频。未来10年内5G用户的月平均流量将有望增长7倍，而其中90%将被视频消耗，预计到2028年，仅仅是消费者在视频、音乐和游戏上的支出就会增加近一倍，全球总体量将达到近1500亿美元。届时4G时代下的视频行业将被重构，无所不在的高清音视频势必将获得更多潜在用户，同时催生出更多5G音视频新业务，在多个领域中构建5G大视频产业的新格局。
	幻灯片编号 13
	5G生态圈：5G推动AI蓬勃发展，实现云端和终端AI智能协作，加速AI技术落地场景
	教育信息化：5G让教育更随时随地地进行，万亿规模市场值得挖掘
	教育信息化：5G赋能后，教育行业才有机会实现真正的信息化�
	智慧医疗：5G推动医疗无线化、远程化、智能化转型
	智慧医疗：当前投融资趋势高涨，在5G赋能下将会有更多企业投入到医疗智慧化发展
	车联网：5G网络特性将推动车联网技术和应用高速发展
	车联网：产业潜力巨大，将成为国内外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必争之地
	工业互联网：5G将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丰富的场景，加强工业终端与网络之间的智慧交互                 
	工业互联网：当前工业机器人投融资趋势主要受到AI技术推动，5G影响力还未受到资本的重视
	幻灯片编号 23
	摘要
	介绍
	方法
	选择饮食风险因素
	人口膳食摄入量
	饮食风险对疾病终点的影响大小
	最佳摄入量
	疾病特异性死亡和残疾调整生命年
	疾病负担的饮食风险
	资金来源的作用

	结果
	食用主要食物和营养素
	饮食对死亡率的总体影响
	饮食中各个成分对死亡率的影响
	饮食与SDI的关系
	营养转变对饮食风险的影响

	讨论
	柳叶�
	Health effects of dietary risks in 195 countries, 1990–2017: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2017
	Introduction
	Methods
	Selection of dietary risk factors
	Dietary intake at the population level
	Effect size of dietary risks on disease endpoints
	Optimal level of intake
	Disease-specific deaths and 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
	Disease burden of dietary risks
	Role of the funding source

	Results
	Consumption of major foods and nutrients
	Overall impact of diet on mortality
	Impact of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diet on mort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 and SDI
	Impact of nutrition transition on exposure to dietaryrisks

	Discussion
	Acknowledgments
	References


	290087 Made In China 2025 Cover
	02.12.19 SBC Project MIC_2025 Report
	幻灯片编号 1
	随着5G与下游产业联动和协作相继深入，十万亿级规模5G大生态终将形成
	5G产业链四大变革：软件化、超高频大带宽、物联网化、高集成度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超高频大带宽 2/2
	5G产业物联网化
	5G产业高集成度
	5G带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视频等关联领域裂变式发展，为各垂直行业智慧应用赋能
	5G生态圈： 高速率、低时延和泛连接能力助推移动互联网应用新业态涌现
	5G生态圈：5G开启万物智联时代，助实现大容量数据传输
	5G时代下的网速限制将被解除，新的特性将使用户不仅能观看当下各类视频内容，还将随时随地体验8K以上的超高清视频。未来10年内5G用户的月平均流量将有望增长7倍，而其中90%将被视频消耗，预计到2028年，仅仅是消费者在视频、音乐和游戏上的支出就会增加近一倍，全球总体量将达到近1500亿美元。届时4G时代下的视频行业将被重构，无所不在的高清音视频势必将获得更多潜在用户，同时催生出更多5G音视频新业务，在多个领域中构建5G大视频产业的新格局。
	幻灯片编号 13
	5G生态圈：5G推动AI蓬勃发展，实现云端和终端AI智能协作，加速AI技术落地场景
	教育信息化：5G让教育更随时随地地进行，万亿规模市场值得挖掘
	教育信息化：5G赋能后，教育行业才有机会实现真正的信息化�
	智慧医疗：5G推动医疗无线化、远程化、智能化转型
	智慧医疗：当前投融资趋势高涨，在5G赋能下将会有更多企业投入到医疗智慧化发展
	车联网：5G网络特性将推动车联网技术和应用高速发展
	车联网：产业潜力巨大，将成为国内外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必争之地
	工业互联网：5G将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丰富的场景，加强工业终端与网络之间的智慧交互                 
	工业互联网：当前工业机器人投融资趋势主要受到AI技术推动，5G影响力还未受到资本的重视
	幻灯片编号 23
	摘要
	介绍
	方法
	选择饮食风险因素
	人口膳食摄入量
	饮食风险对疾病终点的影响大小
	最佳摄入量
	疾病特异性死亡和残疾调整生命年
	疾病负担的饮食风险
	资金来源的作用

	结果
	食用主要食物和营养素
	饮食对死亡率的总体影响
	饮食中各个成分对死亡率的影响
	饮食与SDI的关系
	营养转变对饮食风险的影响

	讨论
	柳叶�
	Health effects of dietary risks in 195 countries, 1990–2017: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2017
	Introduction
	Methods
	Selection of dietary risk factors
	Dietary intake at the population level
	Effect size of dietary risks on disease endpoints
	Optimal level of intake
	Disease-specific deaths and 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
	Disease burden of dietary risks
	Role of the funding source

	Results
	Consumption of major foods and nutrients
	Overall impact of diet on mortality
	Impact of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diet on mort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 and SDI
	Impact of nutrition transition on exposure to dietaryrisks

	Discussion
	Acknowledgments
	References


	290087 Made In China 2025 Cover
	02.12.19 SBC Project MIC_2025 Report
	幻灯片编号 1
	随着5G与下游产业联动和协作相继深入，十万亿级规模5G大生态终将形成
	5G产业链四大变革：软件化、超高频大带宽、物联网化、高集成度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超高频大带宽 2/2
	5G产业物联网化
	5G产业高集成度
	5G带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视频等关联领域裂变式发展，为各垂直行业智慧应用赋能
	5G生态圈： 高速率、低时延和泛连接能力助推移动互联网应用新业态涌现
	5G生态圈：5G开启万物智联时代，助实现大容量数据传输
	5G时代下的网速限制将被解除，新的特性将使用户不仅能观看当下各类视频内容，还将随时随地体验8K以上的超高清视频。未来10年内5G用户的月平均流量将有望增长7倍，而其中90%将被视频消耗，预计到2028年，仅仅是消费者在视频、音乐和游戏上的支出就会增加近一倍，全球总体量将达到近1500亿美元。届时4G时代下的视频行业将被重构，无所不在的高清音视频势必将获得更多潜在用户，同时催生出更多5G音视频新业务，在多个领域中构建5G大视频产业的新格局。
	幻灯片编号 13
	5G生态圈：5G推动AI蓬勃发展，实现云端和终端AI智能协作，加速AI技术落地场景
	教育信息化：5G让教育更随时随地地进行，万亿规模市场值得挖掘
	教育信息化：5G赋能后，教育行业才有机会实现真正的信息化�
	智慧医疗：5G推动医疗无线化、远程化、智能化转型
	智慧医疗：当前投融资趋势高涨，在5G赋能下将会有更多企业投入到医疗智慧化发展
	车联网：5G网络特性将推动车联网技术和应用高速发展
	车联网：产业潜力巨大，将成为国内外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必争之地
	工业互联网：5G将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丰富的场景，加强工业终端与网络之间的智慧交互                 
	工业互联网：当前工业机器人投融资趋势主要受到AI技术推动，5G影响力还未受到资本的重视
	幻灯片编号 23
	摘要
	介绍
	方法
	选择饮食风险因素
	人口膳食摄入量
	饮食风险对疾病终点的影响大小
	最佳摄入量
	疾病特异性死亡和残疾调整生命年
	疾病负担的饮食风险
	资金来源的作用

	结果
	食用主要食物和营养素
	饮食对死亡率的总体影响
	饮食中各个成分对死亡率的影响
	饮食与SDI的关系
	营养转变对饮食风险的影响

	讨论
	柳叶�
	Health effects of dietary risks in 195 countries, 1990–2017: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2017
	Introduction
	Methods
	Selection of dietary risk factors
	Dietary intake at the population level
	Effect size of dietary risks on disease endpoints
	Optimal level of intake
	Disease-specific deaths and 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
	Disease burden of dietary risks
	Role of the funding source

	Results
	Consumption of major foods and nutrients
	Overall impact of diet on mortality
	Impact of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diet on mort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 and SDI
	Impact of nutrition transition on exposure to dietaryrisks

	Discussion
	Acknowledgments
	References


	290087 Made In China 2025 Cover
	02.12.19 SBC Project MIC_2025 Report
	幻灯片编号 1
	随着5G与下游产业联动和协作相继深入，十万亿级规模5G大生态终将形成
	5G产业链四大变革：软件化、超高频大带宽、物联网化、高集成度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超高频大带宽 2/2
	5G产业物联网化
	5G产业高集成度
	5G带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视频等关联领域裂变式发展，为各垂直行业智慧应用赋能
	5G生态圈： 高速率、低时延和泛连接能力助推移动互联网应用新业态涌现
	5G生态圈：5G开启万物智联时代，助实现大容量数据传输
	5G时代下的网速限制将被解除，新的特性将使用户不仅能观看当下各类视频内容，还将随时随地体验8K以上的超高清视频。未来10年内5G用户的月平均流量将有望增长7倍，而其中90%将被视频消耗，预计到2028年，仅仅是消费者在视频、音乐和游戏上的支出就会增加近一倍，全球总体量将达到近1500亿美元。届时4G时代下的视频行业将被重构，无所不在的高清音视频势必将获得更多潜在用户，同时催生出更多5G音视频新业务，在多个领域中构建5G大视频产业的新格局。
	幻灯片编号 13
	5G生态圈：5G推动AI蓬勃发展，实现云端和终端AI智能协作，加速AI技术落地场景
	教育信息化：5G让教育更随时随地地进行，万亿规模市场值得挖掘
	教育信息化：5G赋能后，教育行业才有机会实现真正的信息化�
	智慧医疗：5G推动医疗无线化、远程化、智能化转型
	智慧医疗：当前投融资趋势高涨，在5G赋能下将会有更多企业投入到医疗智慧化发展
	车联网：5G网络特性将推动车联网技术和应用高速发展
	车联网：产业潜力巨大，将成为国内外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必争之地
	工业互联网：5G将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丰富的场景，加强工业终端与网络之间的智慧交互                 
	工业互联网：当前工业机器人投融资趋势主要受到AI技术推动，5G影响力还未受到资本的重视
	幻灯片编号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