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１７ 卷
２０１７ 年

第５期

中

１０ 月

国

发

Ｖｏｌ.１７

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ｃｔ.

Ｎｏ.５

２０１７

７５

以创新理念开辟民族地区大数据发展新领域
毕

业

( 贵州省发改委ꎬ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
摘

要: 该文结合贵州省在大数据产业中的新成就ꎬ指出民族地区可以将大数据这一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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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指出:要立足贵州产

云” 等特色“ 云” 名片ꎮ 从高端的云服务品牌“ 唯思

业发展需要ꎬ加大自主创新力度ꎬ构建科技创新体

云” ꎬ到全国领先的智慧出行公交 ａｐｐ 系统ꎬ再到与

系ꎬ增强科技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ꎬ促进科
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ꎬ使经济发展走上科
技引领、创新驱动的轨道ꎮ 贵州省依托独特的生态、

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民生资金云” ꎬ以及力破干
部不为慢为的“ 铸勤云” ꎬ黔东南的“ 云” 上作为已是
看得见、摸得着ꎮ

资源、政策等比较优势ꎬ提出“ 大数据战略行动” ꎬ把

１.１

业创新的战略选择ꎬ紧盯大数据这一新兴产业和绿

是目的、安全是保障” 四个理念ꎬ积极促进大数据与

色产业不偏移ꎬ期望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全省各

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ꎮ 通过优化大数据产业布

地培育大数据产业ꎬ引领和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ꎮ

局ꎬ推进形成以凯里大数据产业园区为核心ꎬ凯里互

大数据作为弯道取直、后发赶超的战略引擎ꎬ作为产

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是贵州省 ３ 个少数民族
自治州ꎬ经济总量占全省的 ２５％ 左右ꎬ是全省贫困
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地区ꎬ大数据战略行动对这 ３

个民族地区同样是一场抢占先机、跨越发展的“ 突
围战” ꎬ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机

构建大数据发展大平台
黔东南州秉持“ 数据是资源、应用是核心、产业

联网众创产业园、凯里民族医药科技产业园和万潮
苗侗百草医药产业园、车联天下 ＡＰＰ 等协同错位发

展的格局ꎮ建 设 中 的 凯 里 大 数 据 产 业 园 区 面 积 有
３.５ 平方公里ꎬ通过系列优惠政策大力开展招商引

资ꎬ申黔互联数据中心、中科汉天下、顶层网络公司、

遇ꎬ通过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ꎬ既保证良好的生态环

中昊电子等一批大数据企业在园区成长起来ꎮ 申黔

境不被破坏ꎬ又使民族地区直接跨越一个发展时期ꎬ

互联数据中心被列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单位ꎬ

实现新的增长ꎮ

企业通过大力推进数据存储、云计算及数据分析处

１

黔东南州走向大数据发展的蓝海

理应用等深度挖掘ꎬ做大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

“ 大数据” 是 黔 东 南 州 实 现 科 学 发 展、 转 型 发

设 ６ ０００ 个机柜ꎬ拥有 ５００ 台标准机柜ꎬ存储能力达

展、跨越发展突出抓好的三大战略行动之一ꎬ该州通
过统筹规划、合理布局ꎬ依托贵州申黔数据中心、中
科汉天下物联网科教产业园等项目ꎬ发挥龙头企业
带动作用ꎬ重点发展以数据中心、物联网芯片制造及
应用为主的大数据产业ꎬ取得了较好成效ꎬ打造了
“ 唯思云” 、 “ 民 生 资 金 云” 、 “ 智 行 公 交 云” 、 “ 铸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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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产业ꎮ 申黔互联数据中心规划总投资 ６ 亿元ꎬ建
５３４ ０００ＴＢꎮ 依托贵州申黔互联数据中心ꎬ大数据关
联业态得到大力发展ꎬ目前大数据相联产业共有 ８０

余户ꎬ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１０ 户ꎬ实现总产值 ３２ 亿
元ꎮ 中科汉天下入列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ꎬ是全
省唯一通过工信部认定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ꎮ 依托
中科汉天下物联网科教产业园项目ꎬ大力发展微机
电系统( ＭＥＭＳ) 、物联网芯片制造及应用为主的大

数据产业ꎬ带动下游信息产业的发展ꎬ已完成投资约
１.８ 亿元ꎬ主要用于 ＭＥＭＳ 生产线建设、仪器设备购
买等ꎬ在凯里建立了本土第一条 ６ 英寸 ＭＥＭＳ 生产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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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ꎬ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 ＭＥＭＳ 射频谐振器产品性

培育、发展及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ꎮ 该

规模生产ꎮ 中科汉天下推出的 ＣＭＯＳ 射频功率放大

字小镇以及“ 七朵云” 应用作为发展大数据的切入

能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ꎬ预计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实现

州以平塘 ＦＡＳＴ 项目、黔南超算中心、惠水百鸟河数

器芯片产品上市销售后ꎬ已累计售出 ９ 亿颗ꎬ最高月

点ꎬ逐步打造黔南大数据产业新高地的战略定位ꎬ按

一ꎮ

划大数据产业布局ꎬ建基地、引人才、聚企业、抓应

出货量 ７ １００ 万颗ꎬ 市场占有率达 ６０％ꎬ 居全球第

照“ 基础构建、集群聚集、创新突破” 的思路ꎬ科学规

１.２

推进大数据专属云服务

用、保安全、促创新ꎬ努力将都匀、惠水建成贵州领先

“唯思云” 是由申黔互联数据中心开发ꎬ立足贵

的大数据资源中心和大数据应用服务示范基地ꎮ 根

州、面向中国西部地区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品牌ꎮ 唯

据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６ 年 全 州 信 息 产 业 规 模 总 量 完 成

思云数据中心国内节点主要分布于华北、华东、华

１３０ 亿元以上ꎮ

南、西南四个地区ꎬ提供 ＢＧＰ 线路及电信 / 联通 / 移
动三线网络ꎬ网络能力覆盖全国各省市ꎮ 主要产品

２.１

做实产业发展布局

« 黔南州大数据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 提

有云主机、物理主机和云分发( ＷＣＮＤ) ꎬ主要用于互

出构建“ 智基、智心、智脑” 的“ 三智” 模型ꎬ统筹全州

联网数据处理、储存、接入服务ꎬ具有安全稳定、性能

各方力量ꎬ实现“ 惠民、善政、兴业” 三大发展目标ꎮ

出色、方便快捷、快速部署的特点ꎻ“ 民生资金云” 是

黔南州各县( 市) 积极探索政务大数据应用方式ꎬ都

关进部门权力的“ 数据铁笼” ꎮ 集民生资金数据查

匀市实施了“ 云上都匀” 智慧城市项目ꎬ一期“ 精准

云” 大数据平台在全州 １６ 个县市全面铺开ꎮ 使用

行ꎻ龙里县积极开发智慧物流应用ꎬ目前正在与软通

询、数据预警、数据分析为一体的 ２.０ 版“ 民生资金

扶贫” 、“ 智慧社区” 、“ 智慧政务” 等应用已上线试运

“ 民生资金云” ꎬ群众除了可以用二代身份证扫描查

动力进行深入合作洽谈ꎻ荔波县加快推进 ４.０ 智慧

询民生资金的发放情况ꎬ而语音播报功能极大地方

展战略ꎻ福泉市依托天网工程ꎬ利用大数据加强城市

便了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和留守老人等群体ꎬ在线

管理ꎬ在街面控制和人员管理方面作了新的尝试ꎮ

举报功能ꎬ还可以让群众就地监督ꎻ“ 智行公交云”

以黔南州电子政务二期工程建设为抓手ꎬ构建一体

是中科汉天下基于大数据应用开发的免费公交出行

化的政务数据服务平台ꎬ统一布局政府大数据存储、

服务的云平台ꎬ结合智慧城市一卡通平台为市民提

计算云平台ꎬ相关工程现在实施ꎻ安全监管、工业运

供公交车的实时定位、拥挤查询、路线规划、免费公

行、卫生计生、教育管理等运用平台在积极探索推

交等便民服务ꎬ有安卓版和苹果手机版两个版本ꎮ

进ꎬ为政务数据实现共享交换和有序开放奠定扎实

用户通过智能手机下载智行公交 ＡＰＰꎬ可获得电子

基础ꎮ 该州以电子商务作为推动黔货出山、促进传

近行驶公交车辆、到站提醒 ６ 大功能ꎻ“ 铸勤云” 主

“ 品长顺” “ 好花红” “ 领略中国” 等区域性电子商务

询外ꎬ还可以按行政区域、资金名称、主管部门等查

地图、搜地点路线、实时公交、定位附近站点、定位附
要是强化对铸勤岗位作风的监察ꎬ对每个计划式任

旅游建设升级ꎬ正在实施“ 智慧荔波、全域旅游” 发

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ꎬ 创建了 “ 云起龙驿”

平台ꎮ 农村电商稳步推进ꎬ龙里县、惠水县、独山县、

务的接收、分解情况ꎬ以及进度推进和质量完成情况

荔波县获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ꎻ省级电

等进行实时监控ꎮ 平台采取清单式亮晒ꎬ让每一位

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培育点 ３２ 个ꎻ全州电子商务服务

干部的工作情况一目了然ꎮ 根据任务调度的需要ꎬ
平台综合采取即时亮晒、周亮晒、月亮晒、季亮晒等
方式ꎬ对超前、超额完成任务和延期未完成、未完成
任务的单位ꎬ集中进行分类亮晒ꎬ切实把干部在干、
平台在算、有人在管的要求落到实处ꎮ

２

黔南州开启转型升级大数据引擎
黔南州做好大数据产业顶层设计ꎬ抓好基础设

施建设ꎬ积极探索、勇于尝试ꎬ在大数据产业的聚焦、

站点 １ ２４０ 个ꎬ电子商务直接从业人员 ４ ０００ 余人ꎮ

２０１６ 年ꎬ全州快递上行物流包裹完成 １３５.１ 万件ꎬ同
比增长 ９７.７３％ꎻ电子商务交易额为 １５.８ 亿元ꎬ交易
额完成率居全省第 ３ 位ꎻ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

６.３６ 亿元ꎬ农产品上行交易超过 ６ ０００ 万元ꎮ
２.２

打造数字旅游高地

黔南州借力大数据ꎬ助推大旅游ꎬ智慧城市、智

慧景区建设让黔南日新月异ꎮ 自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大射电“ 开眼” 以来ꎬ备受瞩目ꎬ每日成千上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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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源源不断地涌入平塘县克度镇ꎮ

时防控系统、视频侦查合成作战平台、“ 地网” 安防

因游客太多ꎬ大射电景区限量旅游ꎮ 景区在各时间

系统、警情数据汇聚应用平台、数据督察中心六大系

段通过平台发布旅游注意事项、限客人数及售票情

统( 平台) ꎮ 电商物流工程紧紧围绕电子商务工作ꎬ

况等ꎬ尽力保证所有游客能高兴而来ꎬ尽兴而归ꎮ 黔

力争在相关政策和体制方面有所突破ꎬ让电子商务

南不断构建智能化的服务体系ꎬ依托大数据ꎬ促进资

逐步成为优化结构、精准扶贫、促进就业、改善民生

源大整合ꎬ 利 用 ４Ｇ、 Ｗｉｆｉ、 云 计 算 等 移 动 互 联 网 技

的平台ꎬ推动电商工作朝着健康、富有成效方向发

术ꎬ形成线上线下相互配合ꎬ并与网上直销机构达成

展ꎮ 狠抓电商主体培育ꎬ电商平台支撑ꎬ物流平台支

宣传营 销 战 略 合 作ꎬ 实 现 旅 游 发 展 现 代 化ꎮ 通 过

撑体系构建ꎬ电子商务示范创建ꎬ电子商务人才培训

“ 互联网 ” ꎬ培育一批新型旅游业态ꎬ不断丰富和提

等工作ꎬ制定« 全州电子商务发展十三五规划» ꎬ积

线产品打造理念ꎬ该州提出每个县( 市) 建设 ２ 个 ４Ａ

作ꎮ ２０１６ 年全州电子商务交易额 ６０ 亿元ꎬ网络零

每个乡镇建一个 ３Ａ 景区ꎬ每个乡村有一个旅游点ꎮ

成ꎬ乡村电商服务站和网点 ５７０ 个ꎬ共培育电商平台

升旅游的内涵ꎮ 围绕全域旅游的功能布局和特色路
景区ꎬ１００ 公里旅游生态步道ꎬ一个湿地公园ꎬ全州
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ꎬ通过大数据平台ꎬ州级层面对
景区实行统筹管理ꎬ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独具地
方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ꎮ 利用统筹规划形成特色旅

极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人员参与电子商务工
售交易额 ３８.１９ 亿元ꎬ各县市电商运营中心全部建
２１３ 个 ꎬ电 商 企 业３９０ 家 ꎬ物 流 企 业１４１ 家 ꎬ合 作 社
２ ３１３ 个ꎬ完成电商人才培训 １０ ０００ 余人ꎮ 大数据
旅游智慧工程在景区建立人流信息化监控系统ꎬ实

游线路产品ꎬ将县、乡、村合理串联在一起ꎬ为游客提

现对重点场所的实时监控ꎬ从而建立起事前预警机

供多元、个性化的旅游产品ꎮ 通过大数据大旅游不

制、事中应急处置机制、事后改善提升机制ꎬ让旅游

仅能有效地改善地方交通体系ꎬ农村基础设施及乡

更智慧、更精准ꎬ使游客的行程更舒心ꎬ也让景区管

村的服务体系ꎬ同时也能让老百姓享受改革开发红

理更加便捷、规范ꎮ 兴义市以万峰林、万峰湖、马岭

利实现旅游脱贫ꎮ 如此不仅丰富了黔南旅游线路产

河峡谷“ 一城三景” 为核心ꎬ以安全、运动、休闲、文

品ꎬ丰富了投资项目渠道、拓宽了旅游产业链ꎬ增加

化、科普、赏花、激情、智慧、健康、梦幻“ 十大工程”

了农民就业渠道ꎬ还实现了数字旅游全域化ꎮ

规范旅游市场ꎬ提升服务品质ꎮ 用好“ 土地、山林、

３

房屋、文化、游客” 五种资源ꎬ景区群众由农民向工

黔西南州大数据成为发展新动能

人、商人、艺人、股民、市民跃变ꎬ充分发挥景在城中、

黔西南州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实践中ꎬ结合全

城在景中的先天优势ꎬ让游客真正体会到景是城的

州独特的电力、网络、生态、区位等优势ꎬ以省委、省

“ 后花园” ꎬ城是景的“ 会客厅” ꎬ加强周边城市互补

政府把该州列为“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的三大
数据基地之一为契机ꎬ坚持把大数据发展作为“ 十
三五” 时期的重大战略行动、作为全州发展全局的
战略引擎和技术支撑ꎬ超前谋划ꎬ及时部署ꎬ以应用
为先ꎬ以应用带产业ꎬ大力推进全州大数据战略行

合作ꎬ建立联运营销机制ꎬ巩固和拓展客源市场ꎬ旅
游 业 取 得 了 长 足 发 展 ꎬ２０１６ 年 ꎬ 兴 义 市 接 待 游 客

１ ７５０ 万人次ꎬ旅游综合收入 １３０ 亿元ꎮ
３.２

南方云示范基地建设

在义龙试验区规划建设大数据产业园ꎬ产业园

动ꎮ 通过大数据增加科技供给ꎬ加快大数据成果转

主要规划有数据机房、研发孵化、配套科研用房和仓

化和应用ꎬ增加大数据商用、政用、民用产品和服务ꎬ

储物流四个功能区ꎬ总体布局引入枝杈路网概念ꎬ以

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服务社会民生ꎮ

景观轴划分不同的分期建设区域ꎬ以产业轴统领数

３.１

云上金州平台的建设

据机房区ꎬ蓄冷罐体现工业建筑美感ꎮ 以“ 低成本、

公安工程主要以大数据防控打击研判处置中心

低能耗、高产出” 的设计原则打造功能完善、特色鲜

整合公安机关多系统基础数据ꎬ通过对数据价值进

明的数据中心ꎮ 规划设计 １００ 万台服务器ꎬ项目总

行深度挖掘、比对碰撞、分析研判ꎬ让数据不仅成为
有效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ꎬ同时为加强队
伍管理、规避执法风险、破解治理难题提供科技支
撑ꎮ 中心集成了反电信诈骗工作平台、平安风险实

占地面积 １ ３１１ 亩ꎬ其中一期建筑面积 ５６ ６４５ 平方
米ꎬ规划建设 １０ 万台服务器ꎮ 大数据金融中心、服

务中心、交易中心等建设ꎬ以展示中心建设作为推动
州大数据金融中心、服务中心和大数据交易中心建

７８

毕业:以创新理念开辟民族地区大数据发展新领域

设的着力点ꎬ形成一个中心兼具多项主要功能的大

分别与相关企业达成共同建设黔西南州呼叫中心备

数据功能服务区ꎬ中心建设主体工程已完工ꎬ相关参

忘录ꎬ建设黔西南州云计算和呼叫中心产业集群ꎬ已

展企业和大数据运营企业正入住装修ꎬ摆放功能产

通过州职院培训近 ２００ 名呼叫中心人才ꎮ

品ꎮ 以积极推进互联网创业工作ꎬ孵化中小企业为
重要工作内容建设众创空间ꎬ州大数据办、州喀斯特
研究院、州工投公司等单位联合开展了创新创业大
赛ꎬ筛选出了多项优质创业计划和项目ꎬ孵化了多家
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ꎬ贵州至库科技公司至库
咖啡众创空间项目被列入全省创新创业科技项目ꎬ
以助力扶贫攻坚为重点的众筹网也被纳入省州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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