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对空气质量状况的监

测只能依靠各地空气站点，各站

点间缺乏互联互通，空气质量的

具体数值不够精准。

随着大数据与各行业的深度

融合，空气质量监测精准度不够、

耗时间等难题，正逐渐被破解。

现在， 贵阳有这样一个平

台，将繁多、冗杂的空气质量指

数可视化、精准化，服务于各部

门、 社会大众， 它就是 “生态

云” 。

在青云路旁一幢 8 层楼的

房顶上伫立着一座四四方方的

白色房子， 房顶上有 5 根 “天

线” 。 “这是标准化的空气监测

站，全市这样的空气监测站有 22

座。 ” 市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大

气处处长刘强介绍道。

别小看这个房子，它不到 20

平方米的空间里，监测仪器从房

顶一直码放到地板，仪器上分别

显示着臭氧、一氧化碳、氮氧化

物、二氧化硫、PM10、PM2.5 六项

污染物的数值。 “生态云” 空气

质量数据都来自这里。

小房子顶上， 有 5 个三脚

架，三脚架上的“双层帽” 是数

据采样头。 “双层帽” 收集到空

气后，由内部的管道传送给分析

仪器。

这 5 台采样仪分别采集

PM2.5、PM10 和一氧化碳等污染

因子。 污染因子传到仪器进行分

析后，数据会实时显示在电脑屏

幕上，并随时传输至中国环境监

测总站。

过去空气质量监测采取的

是手工方式， 利用仪器采样后，

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工作量巨

大，数据失误率较高。

为提高监测数据准确性和

快捷性， 贵阳市建设了 “生态

云” ，搭建空气质量监测板块。

“现在打开‘生态云’ 就可

以直接看到数据，方便直观。” 刘

强指着电脑上的一张张曲线图、

饼状图说道。

过去要找一个污染区域，通

常要进行全面摸排，最后通过摸

排的结果来锁定污染区域，需要

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 现在直接

查看空气指数显示界面，就可以

发现哪一个片区出现问题。

“‘生态云’ 建成后，空气质

量监测速度快、准确性高，节约

了成本。 ” 刘强说。

“生态云” 是一个将水环

境、空气环境、污染源、气象、水

文、林业资源、湿地、地质灾害等

数据汇聚到政务资源数据中心，

形成与相关单位和部门的交换

共享，集采集、分析、对比、预警

和快速响应于一体的科学决策

体系。

贵阳市的 22 个空气质量监

测站点，可以定点、连续、定时采

集空气中的污染物， 并进行分

析， 形成清晰直观的趋势图，每

小时更新一次。

“生态云” 还有实时预警功

能， 平台采用青色到深红色来标

注区域空气质量， 当某个区域空

气质量出现除青色、 黄色以外的

颜色时，平台就会通过信息提醒，

极大地方便决策者采取对策。

“‘生态云’ 可以将大气海

量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将分析

结果通过图表、趋势图等将枯燥

的数据可视化，极大地方便了人

们观察空气质量数据，从而发现

其中隐藏的特征、关系和模式。”

市生态委数据处处长王剑锋说。

本报记者 张晨

大数据 + 气象 空气质量监测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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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 为深入贯彻 2018 年全省第一次项目建

设现场观摩会精神， 推进脱贫攻坚春风行动连战连捷，市

委副书记李岳德到开阳县调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强调要

切实增强政治担当，紧盯目标任务，加快工程进度，完善公

益配套，搞好就业保障，确保 2018 年 2500 户 10048 人搬

迁任务全面完成，努力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本报记者 廖黎明）

▲5 月 15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视察动员会暨新闻通

气会，正式开展对《贵阳市“一河百山千园” 行动计划》执

行情况视察工作，同时启动 2018 年“贵阳环保行保护南明

河” 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海涛主持并讲话，市人

大常委会秘书长梁耀辉参加。

（本报记者 钱丽）

▲5 月 15 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农村“三变” 改

革学习培训，并实地考察息烽县石硐镇大洪村的便民利民

服务中心和中康现代农业园区。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平

带队，来自各区（市、县）的近百位基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

和人大代表参加培训。

（本报记者 钱丽）

本报讯 5 月 15 日，记者从

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2018 数博会）组委会获悉，

目前，2018 数博会展览、论坛、高

端对话套票线上购票渠道已开

通， 市民可通过数博会官网、微

信公众号、数博会 APP 购票。

2018 数博会将举行开幕式、

高峰会议、高端对话及 57 场专业

论坛， 届时将有全球 400 余家大

数据企业齐聚贵阳， 数百名国际

国内大数据行业领袖及企业家走

上演讲台， 共话大数据与人类的

现在和未来，提出解决方案。

2018 数博会 “展览观众

票”“论坛票务套餐”“部分高

端对话票务套餐” 将在线上销

售，观展者有机会在贵阳国际生

态会议中心聆听数字经济之父

唐·塔普斯科特等全球行业领军

人物关于“区块链革命”“AI 生

态”“人工智能” 等领域的最新

见解。

因会场限制，高端对话及论

坛限票出售， 购票观众须认真

阅读购票指南及《购票须知》，

根据需求选择套餐。 购票查询

网址：http : //www.bigdata-expo .

org/ticket/forum/speech。

（本报记者 金毛毛）

2019数博会专业展

招展工作 18 日启动

本报讯 日前 ，记者

从 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组委会获悉 ，

2019 数博会专业展招展

工 作 将 于 5 月 18 日 启

动。

2019 数博 会仍 将 设

立以大数据技术、应用等

为 主 题 的 6 个 展 馆 ， 于

2019 年 5 月底在贵阳国

际生态会议中心举办，将

继续践行“国际化、专业

化、高端化、产业化、可持

续化” 总体定位 ，聚焦前

沿 、聚焦共赢 ，围绕大数

据最新技术创新与成就，

探寻大数据发展的时代

变革。

作为全球首个大数据

主题博览会， 数博会已连

续成功举办三届 ， 并于

2017 年正式升格为国家级

博览会。 2018 数博会专业

展共有 388 家企业参展 ，

包括 Facebook、谷歌、阿里

巴巴、 腾讯、 华为、DELL、

Qualcomm、Rittal、 京 东 、

NTT� data、SCAI&SAS、Or-

acle、 浪潮等国际知名企

业。

有参展意向的可联系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执委会贵阳办公室和北

京办公室。

报名联系方式：

1、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执委会贵阳办公

室。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

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8 号摩

根中心 B 座 12 层。 联系

人：卢杏、李文莎。 电话：

0851-87989676、84850713、

84135631、84854967。邮箱：

zhaozhan@bigdata-expo.

org。传真：0851-87989676。

2、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执委会北京办公

室。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

月坛北街 26 号恒华国际

大厦 A 座 6 层 601 室。 联

系人：刘伊、周原。 电话：

010-58566930、58566552。

邮 箱 ： liuyi@biec.com.cn、

zhouyuan@biec.com.cn。 传

真：010-58566000。 官方网

站 ：www.bigdata-expo.

org。

（本报记者 金毛毛）

连日来，贵州优易合创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数据清洗加工车间的工作人员，正为 2018 数博会人工智能全球大赛忙碌着。 工作

人员要对将在大赛中使用的交通图片、医疗图片和音频数据等进行前期数据清洗与加工，去除图片上的个人隐私信息，对音频数据中的

个人隐私信息进行消音脱敏处理。

贵州优易合创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的大数据清洗加工车间是全国首个数据加工厂，分采集汇集区、挖掘分析区、清洗加工区、

敏感数据区等。 工作人员通过汇集海量政务数据、互联网数据、行业数据，进行数据加工，从而形成数据产品。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对音频数据中的个人隐私信息进行消音处理。 本报记者 石照昌 摄

2018数博会套票线上购票渠道开通

市民可通过数博会官网、微信公众号、数博会 APP 订票

当下，国内外数字经济正处

于密集创新期和高速增长期，贵

州省大力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

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要方向，

提出了建设资源型、 技术型、融

合型、服务型“四型” 数字经济

的概念和思路。贵阳市商务局党

委书记、局长蔡心红表示，大数

据就像催化剂， 其所到之处，无

不引发令人惊叹的变化和变革，

如今的贵阳，大数据与实体经济

快速融合， 电子商务飞速发展，

零售企业、 传统商贸批发业、餐

饮业、社区商业等纷纷与互联网

融合，市场活力不断激发，基础

支撑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大数

据已成为贵阳创新发展的一张

靓丽名片。

“因‘触网’‘上线’ ，息烽

县立碑村成为贵州首个淘宝村，

2017 年全村网络零售额达 1070

万元， 有力带动了村民致富、推

动了黔货出山。 ” 蔡心红说，贵

阳积极抢抓流通方式变革，把发

展电子商务作为弯道取直、后发

赶超、 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2008 年就出台了支持电商企业

的优惠政策， 并在 2012 年成为

全国第一批电商示范基地的 13

个城市之一。 此后，贵阳又相继

出台 《贵阳市关于加快电子商

务发展实施方案》《贵阳市推进

农村电子商务工作三年计划》

等文件，明确我市电子商务发展

的重点和方向。

顶层设计思路愈清，行动愈

明，以大数据为引领，贵阳的电

子商务发展蒸蒸日上。蔡心红介

绍，2017 年，贵阳开展电子商务

的市场主体有两万多个，居全省

首位。 今年 1 至 3 月，贵阳网络

零售额约 25.79 亿元，同比增长

31.5%。

同时，贵阳还完善农村电商

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农业市

场销售网络化， 构建 “市———

县———乡———村” 四级农村电

商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农村快递

物流网点。 目前，贵阳统筹引导

“贵电商”“京东”“淘宝” 建成

县、乡、村三级农村电商服务站

600 余个， 现已建成快递网点

503 个，“快递下乡网点” 54 个，

乡级快递网点覆盖率达 95%以

上。

不仅如此，贵阳以建设国家

级和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为抓手，与清镇职教城开

展校企合作，鼓励电子商务进课

堂，培育一批电子商务专业人才

队伍。 截至目前，贵阳累计培训

人数达 25 万人。

蔡心红表示，大数据在贵阳

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在激发市

场活力的同时，也为解决城市配

送效率低、 商务执法监管难、生

鲜蔬菜价格监测难等商务工作

中的难题提供了方案———

为破解城市配送效率低难

题， 贵阳市引进普洛斯际链，于

2016 年建立城市配送大数据平

台，通过抓取车辆、道路、门店等

信息，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配

送时间及路径。 同时，为促进流

通，推动“黔货出山” ，贵阳还打

造了以商贸流通企业、农村合作

社、乡村合伙人为主体的多级城

乡配送网络， 将区域集散中心、

配送中心、 末端网点以城际货

车、城市配送车、农村“货运班

车” 作为纽带进行联结，推进托

盘、周转筐、叉车、升降月台等标

准化设施设备和电动物流车、绿

色仓储、物联网技术在我市商贸

流通领域应用。

为破解商务执法监管难题，

贵阳通过业务系统和执法 APP、

执法仪等辅助手段采集日常工

作中的业务数据和权力留痕数

据，建设商务行政执法大数据监

管平台，固化流程，用数据监督

执法和审批等过程。

为破解生鲜蔬菜价格监测

难题，贵阳还计划于今年底建成

“贵阳惠民生鲜大数据价格监

测平台” ，提供实时的数据监测

和预警，保障全市菜篮子价格稳

定。

蔡心红说， 今年贵阳将继续

推动大数据与商务融合， 打造一

批“万企融合”标杆项目、示范项

目，实现网络零售额较 2017 年增

长 30%的目标。

本报记者 庭静

大数据与商务深度融合 激发市场活力

———访贵阳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蔡心红

本报讯 5 月 15 日， 市人

大常委会启动对《贵阳市“一

河百山千园” 行动计划》的视

察，10 个视察小组将陆续分赴

各区（市、县），对我市“一河百

山千园” 计划的推进情况进行

视察和督促。

据介绍， 本次视察活动采

取市、区（市、县）联动，各区

（市、县）人大常委会交叉检查

的方式开展，重点围绕“一河”

项目建设目标进度、2018 南明

河变清目标、“百山千园” 建设

优化方案的实施、 建设目标推

进情况、 后期长效管理机制建

立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 下一

步的工作等开展视察。

活动共分 5 个阶段，将一直

持续到 10 月， 各视察组将采取

召开座谈会、明察暗访、实地调

研等方式深入开展视察工作，此

后形成的视察报告将提交市人

大常委会审议，审议意见交由市

政府研究处理，视察组也将对审

议意见的处理情况进行跟踪和

督促。 （本报记者 钱丽）

市人大常委会十个视察组分赴各地

视察“一河百山千园”

建设情况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市

生态委获悉， 目前我市已完成

的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阶段

性结果显示， 全市污染源数量

大幅减少。

我市原有污染源数量为

129245 个， 其中工业源总数量

为 106044 个， 农业源总数为

10930 个，生活源总数为 12126

个，生活源锅炉为 145 个。 现余

污染源总数为 24272 个，其中，

工业源总数为 12164 个， 农业

源为 11241 个， 集中式污染治

理设施为 35 个，生活源锅炉为

641 个，市政入河（湖）排污口

为 191 个。

截至目前， 在全国第二次

污染源普查中， 我市已按要求

完成了全部 108 家伴生放射性

矿企业的现场监测及采样工

作，其中详查 28 家企业，初测

80 家企业；已基本完成云岩区、

经开区、乌当区、白云区、观山

湖区、高新区、花溪区、清镇市、

修文县、 开阳县和息烽县生活

源锅炉清查，以及观山湖区、经

开区、乌当区、花溪区、双龙新

区、开阳县、清镇市、修文县和

息烽县市政入河（湖）排污口

清查工作。 （本报记者 张晨）

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贵阳污染源数量大幅减少

本报讯 5 月 15 日， 贵阳

市“大数据 + 安全生产监管” 专

题培训班在电子科技大学开班。

此次培训为期 5 天， 各区

市县安监局、 开发区安全生产

监管工作机构以及市安委会有

关成员单位从事信息化建设和

安全监管的 50 人参加。 电子科

技大学、 四川大学等高校的专

家、学者将应邀授课，讲授大数

据与现代管理创新、 物联网与

智慧安监、 生产过程的大数据

应用以及安全应用等课程，并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进行解读。

通过本次培训， 旨在进一

步拓宽贵阳市安全监管干部的

业务知识面、 运用大数据手段

加强安全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本报记者 代晓龙）

贵阳市“大数据 +安全生产

监管” 专题培训班开班

贵阳在行动

强化安全生产 促进安全发展

本报讯 日前，市禁毒办组

织市直相关部门召开 “科学戒

管、长期联动” 工作联席会议。

会议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

继续按照 “科学戒管、 长期联

动” 的工作要求，强化“统一管

理、分工明确、部门协作、长期

联动” 的一体化联动协作机制，

坚持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沟通

协作，立足本部门实际，有针对

性开展工作， 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 全力助推我市创建全国禁

毒示范城市工作。要做到“三个

强化” ，即强化一体意识、避免

出现 “两张皮” ； 强化沟通协

作、确保有效管理；强化制度建

设、确保安全有序。 要充分认识

做好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工作的

特殊性、艰巨性和重要性，在探

索发展市病残吸毒人员收治中

心阳光关爱医院 “公助 专营

联管” 模式过程中，各方要加强

大局意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关系， 携手共进、 共同发

展，打造贵阳禁毒新模式。

会议指出，“科学戒管、长

期联动” 工作机制已作为《贵

阳市社区戒毒康复条例》 重要

条款即将颁布实施， 各级各部

门要严格依法履职、遵章办事，

严防走形式，搞花架子，确保此

项机制在我市强制隔离戒毒场

所、阳光关爱医院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本报记者 代晓龙）

强化联动协作机制

打造禁毒新模式

市禁毒办召开 “科学戒管 长期联

动” 工作联席会

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共建共治共享和谐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