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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2017 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贵
阳数博会作为全球首个大数据主题博览
会，颇受业界关注。

近年来，贵州省针对贵州大数据产
业的关键技术瓶颈，制定了首批大数据
技术榜单。该榜单已于 5 月 3 日起面向
全球科技人才和团队启动申报。

通过举办大数据系列大赛，在充分
挖掘大数据价值的同时，以赛汇聚天下
英才，也是贵州招募大数据“英雄”的重
要举措。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贵州先后成功举办过“云上贵
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草根创业大
赛等多项大数据专业赛事，力求通过数
据开放共享，吸引全球先进技术及人才，
开展数据深度挖掘，释放更多数据价值，
积聚大数据发展实用资源，从而加速数
字经济新业态形成。

2014年，“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
式大赛就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大赛将
以 2000 万元重奖优秀的大数据商业模
式和项目，其中大奖为500万元，均为国
内同类比赛奖励之冠；大赛成立的投资
基金池，意向注资金额达200亿元，刷新
了国内纪录；贵州省率先开放部分数据
目录支持参赛者，成为全国率先开放政
府数据目录的省份。

继首届“云上贵州”商业模式大赛普
及大数据知识、汇聚全球大数据项目和
人才，成为“大数据领域第一赛”之后，
2016“云上贵州”大赛参赛团队，覆盖国
内外70多所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除美
国布朗大学、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法
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德国慕尼
黑大学、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澳大利亚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等世界名校和专业
研究机构以外,还包括香港大学、清华大
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

“985”高校，项目多达 10676 个，队伍达
13000支，规模继续领跑全国同类赛事。

大数据产业迈入成长期

2014 年，贵州大数据产业刚刚起
步，蹒跚而行，只见埋头苦干，成败未
知。对此，社会各界有不解、有质疑、有
观望。“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
的举办，普及了大数据常识，展现了大数
据价值路径，让大家了解了大数据的来
龙去脉，懂得了贵州的战略选择。

2016年，贵州大数据迈过萌芽期进

入成长期，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应用大数
据新业态企业蓬勃发展，助力三次产业
转型升级效果初显，以大数据为引领的
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增长。这一年，“云
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升格为国
家级，开始关注大数据与智能制造的融
合创新，清晰地向公众诠释大数据的价
值与意义。外界从质疑到认可，看到了
贵州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后发赶超的努
力。

2017年新年伊始，贵州率先发布了
全国第一部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这也意味着贵州大数据试验将进入
纵深推进的新阶段，承担起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任。

大数据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是
基于全样本的数据分析，要挖掘其价值，
就要充分重视互通整合和跨领域整合。
当前，在我国真正能够实现跨领域数据
整合的只有政府。现在很多大企业既期
望政府开放数据，但又对开放的方式和
程度感到担心。政府开放数据已成为企
业到当地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吸引力。

目前，贵州政府已经梳理出工业云、
智能交通云、智慧旅游云、食品安全云、
环保云等多个领域的数据资源目录。政
府数据资源将在安全前提下逐步有序适
当开放。政府通过数据开放，改进公众
服务和社会管理，营造创新环境和释放
商业机会，市民、企业和政府都将是开放
数据的受益者。

作为首届大赛的联合主办方之一，
百度的校园品牌总监张高表示，贵州省
愿意开放政府数据目录和部分数据资源
支持商业模式大赛，本身是极具气魄和
前瞻性的，将跨领域的数据实现互通和
整合，必能激发商业创意、形成优秀商业
模式、创造商业价值，这一点是百度和战
略合作伙伴极为看重的。

项目落地填平数字鸿沟

在贵州举办的大数据商业模式大
赛，热度超过了东部富裕地区，这缘于近
年来贵州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撑。
当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技术
新时代到来之际，贵州这一天造地设的

“中国机房”跃入了人们的视野。
受制于地理、交通、历史等因素，贵

州的经济发展与发达省份还存在差距。
在信息时代，贵州不能再拉大“数字鸿
沟”。

数字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
者之间的巨大差距，研究表明，数字鸿沟
造成的差别正在成为全球继城乡差别、
贫富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

“第四大差别”。
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曾表示，大数

据是大产业，也是大机遇、大变革、大红
利。贵州因具有这个优势、具有这个条
件才选择大数据。“我们会用‘钉钉子’精
神抓住这个机遇、抓好这个产业。在这
个领域也可以后发先行，我们希望在这
个领域做先行者。”

为了更好发展大数据产业，贵州省
政府不仅迅速制定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
划，2014 年 6 月份，又成立了省大数据
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并由陈敏尔
担任组长。

2013 年到 2014 年，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将
大数据中心落户贵州的国家级新区贵安
新区，总投资 150 亿元。贵州成为全国
唯一将三大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集中建
在一个地方的省份，未来将形成一个数
百万服务器集群的数据中心基地，成为
国内乃至全球最大的数据聚集地之一。

同时，中关村贵阳科技园、富士康第
四代产业园也相继落户贵州。据测算，到
2020年，贵州大数据相关产业规模将达
到4500亿元。这些关注贵州、倾心贵州的
企业，正是“云上贵州”商业模式大赛最积
极的联合主办方。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
席马云认为，贵州作了一个世界级的战略
定位，为中国未来的大数据发展提供了无
限的想象。因此阿里巴巴参与联合主办首
届大赛，并提供阿里云资源、导师团、宣传
推广等支持，并且带领合作伙伴，协助贵
州搭建“云上贵州”平台。

在第二届大赛中，从复赛开始，组委
会就为贵阳市和贵安新区等地大数据招
商团队安排与项目接触的机会。各地紧
盯各类优秀项目，拿出优惠政策向参赛
选手“喊话”，吸引项目落地。获得一等
奖的视频决策项目，本来只为参赛而来，
没有考虑落地，也暂时不需要资金，但在
考察贵安的过程中，被贵安的发展环境
所吸引，拟与贵安合作开发旅游及民族
工艺品视频搜索应用模式。“100亿神经
元大脑实时仿真模拟器”等项目也都有
望落地贵州。

大数据正在让这个世界变平，不论
是太平洋彼岸的硅谷、印度洋畔的班加
罗尔，还是北京的中关村，与现代科技并

不发达的地区，均站在了同一起点。

商业模式吸引更多创新

作为新兴产业，其商业模式的探索
至关重要。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
长马宁宇认为，数据是资源、应用是核
心、产业是目的、安全是保障。数据，只
有应用，才能产生商业价值，最终形成大
数据产业。

政府和相关企业联手举办赛事，向
全世界征集最具创新意义的商业模式，
通过专业评选与深度挖掘，对推动创意
项目从设想到落地，极具现实意义。

赛伯乐董事长朱敏认为，2014 年
首届大赛推陈出新，将资本注入和对
接作为大赛的鼓励措施，再从复赛起
与优秀商业模式和项目团队匹配，是
一种非常科学、新颖和具有吸引力的
赛事做法。通过专家评审、投资评审
筛选出来的项目，也肯定更加符合投
资商的要求。

据介绍，赛伯乐作为首届大赛的联
合主办方和投资方，已与大赛组委会签
订意向投资协议100亿元，用以投资支
持在大赛中脱颖而出，且愿意落地贵州
的优秀项目企业或团队。

2016“云上贵州”大赛 1 月 17 日在
北京启动，向全球创客发出邀请。大赛
首次将项目征集范围从商业模式延伸到
智能硬件。三个月时间里，共吸引了
10676 个项目参赛，其中三成为智能硬
件项目，五成为大数据商业模式项目，两
成其他类型项目。在总决赛的 21 个项
目里，智能硬件项目共有5个、大数据商
业模式项目14个、其他项目2个。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架构师王坚表
示，中国大数据产业的市场之大谁都知
道，但大数据产业究竟有多少种商业模
式，谁也不清楚。因而，挖掘出更多的大
数据商业模式，正是“云上贵州”大数据
商业模式大赛举办的价值所在，也是阿
里巴巴、百度、赛伯乐等巨头支持大赛的
重要原因。

让投资人为创新的大数据商业模式
买单，让社会共同承担创新的成本，才能
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创新中来。无论是
基于技术的开发项目，还是整合资源的
商业计划，或是勇于探索的创业团队，都
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举办大数据商业模
式大赛，彰显了贵州建设“中国数据之
都”的梦想。

通过举办大数据系列大赛，促进数字经济新业态加速形成——

云上贵州 数据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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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感知整个城市的运行状况，需要做到全局和实
时。”在 2017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政务·智
能”云栖政务论坛上，阿里云政府部委与电商事业部总经
理程璟说，作为一种前瞻性的实践，城市数据大脑可以实
时地看到整个城市资源以及城市治理过程中的缺陷，并作
出及时调整，作出科学的决策。

在过去智慧城市建设中，摄像头设备成了城市管理的
重要角色，摄像头设备为老百姓提供了安全感，也为政府的
管理工作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没有人工的参与下，摄像头
却只能观测到局部，无法实现全局、实时的感知和分析。

城市数据大脑这个概念最早是在去年 4 月份提出的，
其核心就是把数据作为重要的资源，利用城市丰富的数据
和互联网创新技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速度很快，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以交通问题尤为突出。

面对交通难题，城市数据大脑能做什么呢？陈璟说，城
市数据大脑可以从交通管理、公交系统调度和优化、交通管
理服务、交通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改善交通拥堵状况。

“由于城市的地面道路承载力有限，优化公共交通成
了改善交通拥堵的最大出路。”程璟表示，城市数据大脑
通过各种数据流的接入，在按照设定时间单位内，在线实
时计算出最近时间单位，提升公共交通分担率；同时利用
超大规模计算平台，可计算出每时每刻有多少出行人数，
这些出行人数中有多少是坐公交车的。“把这两个数据算
出来，就能够精准地掌握到底现在这个城市的公共交通是
否好用，是否需要调整，从而减少等公交的时间和换乘的
次数，改善交通状况。”

业内专家认为，城市数据大脑还可以从多方面入
手，改善交通状况，如准确了解车流量和人流量，然后
精准计算，调整红绿灯时间长度，合理安排车辆和行人
的通行时间。

此外，利用城市大脑平台中的道路交通预测系统，掌握
每辆车的历史及实时情况，对这些数据的掌握、分析，通过
数据模型预判一个时间、地点的事故概率，然后合理配置资
源，进而提升出行效率，改变城市交通治理。

同时，对车辆情况的了解，可以帮助建设者合理布局交
通设施。比如一个路口到底应该有几条直行，几条左转线，
甚至该不该设立交桥，这些都可以通过数据来告诉城市的
建设者该怎么去规划决策。

大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大有可为——

“城市数据大脑”破解交通难题

5月25日上午，作为“2017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活动之一，第
二届大数据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在贵阳
举行。邬贺铨、白春礼、陈润生、周宏
仁等多位专家共同探讨了大数据科学引
领与创新。专家们普遍认为，从“云端”
走来的大数据，将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
发挥着引领作用。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
代，我们大量企业的数据是手写的，存
在文件柜里面。随着工业现场的出现，
我们可以及时收集到各种数据，有了生
产自动化的协议，有了共同的数据结
构。”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大
数据正在从概念一步步走向实践。“未
来 20 年最有潜力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产

业的是大数据。”邬贺铨说，大数据为
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潜力和创新
空间。

大数据目前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
活。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认为，近年
来大数据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全方
位进入到经济社会和百姓生活，“可以说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无形的数据海洋之
中”。白春礼表示，目前全球数据总量每
年都以成倍的速度增长，预计到 2020 年
将达到 44 万亿 GB，中国数据量到 2020
年将占全球数据总量的近20%。

“精准医学的本质，就是大数据与
医学的结合。近代生物医学革命性的变
化就是得到了以遗传密码为基础的大数
据，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自己的遗传密

码。对这些遗传密码的分析，可以发现
正常人和有肿瘤遗传密码的人有哪些不
同。”为了向大家详尽阐述大数据对精
准医学发展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润生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大量生动的事
例作了阐释。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携手前进，二
者常被比喻成哺育天才的奶粉和拥有
无限潜力的婴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计算机系教授郭毅可认为，今天的人
工智能实际上是发展大数据的一个部
分，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与过去就没
有什么区别。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
在于对大数据的深度学习，而且已经
走向实用阶段，我们已经到了新的智
能文明前夜。

大数据在工业制造、精准医学、人
工智能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
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但是分析大数
据和处理大数据并不简单。“过去处理
大数据更多是讲一讲这个数据的整体和
大体呈现的规律。但是，现在人们的要
求更高了，更多的考虑知识智能决策。
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本的挑战是传统的数
据分析方法论不适用了。”中国科学院
院士徐宗本对大数据分析面临的挑战作
了详尽的阐释。

“要提升大数据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需要加快发展数据科学。”国家信息化专
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建议，
组建国家级、国际化的数据科学研究院，
并组织实施一批大数据重点工程。

在第二届大数据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上，专家热议产业发展前景——

它从“云端”走来 必将引领未来

近年来，大数据产业在国内

发展十分迅猛。其中，贵州的大

数据产业从无到有，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从“云上贵州”大数

据商业模式大赛开始，贵州把商

业模式和产业落地作为发展大数

据产业的重要抓手。从实际效果

来看，许多参赛项目通过对接与

合作已经成功落地，开始服务于

当地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在 2017 中 国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 会 上 ，小 i 机 器

人吸引了众多观众

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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