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引领高质量发展

数据存情、数据清选加工、数据分

析应用、数据安全、数字物流、创新创

业期化、 大数据人才培训等新业态不

断涌现。 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

济发展不断创造着新可能。

一直以来， 贵阳高新区以核心示

范引领，建立了大数据产业体系，培育

新经济增长点， 推动大数据产业高质

量发展。

全力打造“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

全区 5 家数据中心服务器可承载规模

已达 20 万台。

全力打造“云上贵州产业园” ，聚

集云上贵州、多彩贵州、太极智旅等一

批企业，华为软件云、英特尔人工智能

云、食品安全云、东方祥云（水利云）、

医疗健康云等 20 余朵云已落户运营。

全力培育朗玛信息、 家有购物两

家大数据核心品牌企业。 其中，朗玛信

息旗下的“39 健康网” 现已达到国内

健康资讯网站访问量第一， 日均点击

4500 万次，月活跃用户 1.6 亿。

全力建设多彩宝 “互联网 +” 益

民服务平台、航天云网“区域级工业云

创新服务平台应用集成解决方案” 等

10 个应用场景，其中航天云网“区域

级工业云创新服务平台应用集成解决

方案” 入选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7 年大数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

方案案例》名单。

今后， 高新区将做优做强大数据

产业，做“中国数谷” 动力之源———以

重点实施十大重点任务为主要抓手，

重点推进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 推进

大数据与服务业融合、 推进大数据聚

通用、加强大数据培训力度等任务，全

面推进中国数谷之心建设行动。

■传统产业植入“数字心”

中航工业贵航股份永红散热器公

司的数字化车间内，一个生产调度系统

可管控生产过程，追溯产品质量，梳理

再造仓储物流等业务流程，综合效率提

升 10％，库房管理准确率提升 90％以

上， 产品质量水平提升 30％……中航

工业贵航股份永红散热器公司依托贵

州工业云平台完成智能化转型。

依托这朵“云” ，贵阳国家高新区

多家工业企业通过“千企改造” 实现

“华丽转身” 。 目前，该平台的注册用

户已突破 170550 户，累计接入省内主

要生产设备连接 4093 台，提供 260 个

大数据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142 个

实施案例供企业筛选使用。

这朵“云” 诞生之初就实现了三

个 “全国率先” ———其分析系统平台

率先成为制造强国产业基础大数据平

台的首个省级节点； 监测系统平台率

先成为全国省、市、县三级经济和信息

化部门共建共享的首个开放式调度平

台； 贵州工业云公共服务平台率先成

为全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首

批工业云平台试点示范， 取得了全国

领先的地位。

2019 年，贵阳国家高新区将继续

加快实体经济向高端化、绿色化、集约

化、智能化发展，持续推进智能制造专

项行动， 推动工业企业信息系统集成

应用和生产装备数字化。

同时， 推进大数据与服务业融合，

依托 500 万平方米大数据广场，200 万

平方米云计算中心等，培育一批数据中

心企业，一批呼叫中心企业，一批电子

商务企业，一批基于大数据清洗、挖掘、

分析、处理、应用、安全的企业，一批行

业云计算应用服务企业，为传统服务业

提供整体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推进建

设平台型、智慧型、共享型高端服务业。

■大数据推动社会治理能

力现代化

近年来，高新区以“一网通办、一

趟不跑” 为改革目标， 创新行政审批

服务模式，采取“大数据 +”“互联网

+”“标准化 +” 模式，实现了“办事多

次跑” 到“办事跑一趟” ，甚至“一趟

都不跑” 的转变，打造全省乃至全国行

政审批改革的新样板、新示范。

在精准施政方面。 高新区建立了

辖区数据共享工作及大数据政用系统

建设开发的 “1+12N+1” 体系架构。

构建了数聚高新一体化平台， 完成了

共性设施层的 25 个组件，搭建了共享

交换平台、 大数据分析平台和快速开

发平台三个平台应用。

为推进建设大数据社会治理先行

试验区， 高新区重点实施了大数据精

准权力监督、大数据精准招商安商、大

数据精准政务服务、 大数据精准移动

办公等“十二大应用示范工程” ，完成

大数据精准政务服务、招商安商、移动

办公、 智慧园区、 智慧质监等平台建

设，让应用场景看得见、摸得着。

同时， 建成 “块数据指挥调度中

心” ，对“十二大应用” 产生的数据进

行汇聚、加工、挖掘和分析，最终实现

高新区大数据政用平台精准化、 科学

化、全方位化的调度管理和指挥决策，

成为辖区政府应用“智慧大脑” 。

今后，高新区将持续推进大数据聚

通用， 加快建设政府数据共享平台，加

强政府部门数据资源横向整合和管理，

加强与国家有关机构的数据互换、信息

互通， 实施政务数据资源整合计划，打

造大数据实现高水平治理示范区。

本报记者 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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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高新区：以大数据引领高质量发展

����汉方药业、航宇科技、顺络迅

达、雅光电子、达沃斯等 13家企业

获评贵州省 2018年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性项目，占全省入选项目（43

个项目）的 30%；

“贵州工业云‘双创’服务平

台”入选国家工信部“2018年制造

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航空锻件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项目” 获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项目；

……

作为全省、 全市大数据发展

的主战场、核心区之一，近年来，贵

阳国家高新区以大数据引领高质

量发展，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发展

生态,呈现出产业加快聚集、行业

深度融合、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

息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的良好态势。

大数据成为引领数字经济,促进社

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为

发展不断催生新动能。

企业故事企业故事

� � � � 看拥堵,选景点、路线、导游，只

需打开手机 APP，全部一步搞定———

这是贵阳高新区企业太极智旅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最新设计的一款智慧

旅游产品。 该公司建立的多个智慧旅

游运行平台，为政府、景区、游企、游

客提供了全方位的旅游智慧化服务。

其中， 贵阳市全域旅游综合管理平

台，截至目前已覆盖包含贵阳市旅发

委等 12 个部门及贵阳所辖的 9 个县

（市、区）旅游局，实现 26 家景区的

实时视频数据采集。

在太极智旅为贵阳市旅发委打

造的 “贵阳市全域旅游综合管理平

台” 视窗界面，记者看到，平台包括

旅游块数据平台，运行监测与应急指

挥平台、电子行程单、住宿业备案系

统等子系统。 旅游块数据平台通过统

计客流量，可以实时得知贵阳市各景

区的游客人数， 并及时做出拥堵提

示，提前引导市民旅游行为。 根据客

流量统计，还能有效预测各个节假日

的客流，以便提前调度。 系统还有自

动获取客源地的功能，这样不仅能够

分析来自不同地点的游客数量，还能

据此为今后做出专业化、精细化的旅

游定制线路给出数据支撑。

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平台，则实

行市、区（市、县）、景区三级联动运

营监管体系，“贵阳市 26 家景区，共

808 路实时视频数据， 全部连入网

络，只要打开系统平台，千里之外也

可通过摄像头实时看到园区情况。 ”

公司售前顾问陈昕说，景区发生应急

事件不用再层层传达， 只要点开视

频，全部一目了然。 平台旗下电子行

程单、住宿业备案等子系统，则整合

所有旅行社、导游还有酒店、宾馆等

信息。 只要有导游或旅行社，发生违

规行为，全部录入“数据铁笼” ，一律

不能修改。

除了智慧旅游运行平台，公司今

年重点升级打造旅游 APP “小 Q 旅

行” ，记者点开图标，定位城市“贵

阳” ，即刻出现当地各个知名景点，时

至下午四点半，青岩古镇游玩人数达

到 24750 人，系统提示“爆满” 。开启

“地图” ， 景点内部地图呈现到手机

视窗，景区内部所有的餐饮、厕所、景

点出入口全部标注得清清楚楚，还有

具体游览路线， 以及情侣推荐线路。

游客也可通过“必玩景点” ，了解景

区内具体景点的介绍和地址。 系统还

有“特色必吃”“预约讲解员”“购买

门票” 等功能。

不难看出， 与其他旅游 APP 相

比，小 Q 有着自己的优势，能提前获

知景点拥堵程度，最重要的是不仅关

注到达景区的线路，更规划了景点内

部的旅游线路，以及景点内部餐饮和

厕所的具体位置。 游客不再需要跟

团，一部手机就能获知旅游途中的各

种参考数据。

从政府再到个人，太极智旅为不

同服务对象打造的不同平台，可以看

出其从“建筑商” 经过“运营商” ，最

终成为“开发商” 的战略步伐。这一个

个平台的建立不仅是贵州省全域旅游

发展的缩影， 也是贵州省智慧旅游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贵阳高新区揭

牌后，输出的重要实体成果之一。

本报记者 李雯文

大数据 + 旅游：

探索智慧旅游新玩法 太极智旅重塑旅游体验

� � � � 近日， 记者来到贵阳科恩大数据

先进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科恩研究

院） 办公室， 智能交通研究中心的工

作人员正面对电脑， 分析前一天的交

通情况。

智能交通优化平台可以对所有路

口摄像头获取的交通流量数据进行智

能分析，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交通

流预测， 同时结合交通仿真技术进行

交通灯信号配时优化， 从而改善交通

拥堵， 为智能化城市规划提供解决方

案。

“我们通过对各项交通数据的计

算、筛选、对比等操作，分析前一天的

交通情况，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交

通流预测， 依靠交通仿真技术进行信

号配时，改善交通拥堵。 ” 科恩研究院

智能交通研究中心总经理张旭介绍

道， 贵阳交通道路具有信号灯间距较

近，路网结构相对复杂等特点，所以导

致道路常常发生拥堵。

“以前到了早高峰的时候，交通情

况是需要交警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

现场调控信号灯的时间。 ” 张旭说，而

该平台是以车流、人流、道路状况等实

际情况作为参数， 合理配时路口红绿

灯的时间，提高车流人流的通行效率，

改善交通拥堵状况。

同时， 交通大数据可视化分析系

统对路口及路段摄像头上传的图像、

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对区域的实时

交通量、 道路拥堵情况等进行把握和

监测，并自动将交通流量、行驶速度及

拥堵指数等关键信息生成可视化的对

比图表和报告文档， 为贵阳交管部门

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去年，我们先后在花溪区的甲秀

南路、贵筑路、清溪路等路段进行两次

实验， 实现了以 1 小时为信号方案更

新间隔的准实时信号配时优化策略，

使平均速度超过 20 公里 / 小时的车

流量时段比原来提高了一倍以上。 ”

张旭说。

现在， 花溪区实验路段交通状况

整体得到有效改善。 在交通流量方面，

路口最大改善率达 9%，区域所有路口

平均改善率达 4%； 在平均速度方面，

路段最大改善率达 22%， 区域所有路

段平均改善率达到了 6%。

科恩研究院不仅在交通方面开展

先进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工作， 还研

发出贵阳市首个 IPv6 与低功耗物联

网结合的生态大数据云平台。

2018 年，科恩研究院以贵阳市普

渡河作为应用试点，在董农村、渡寨公

园等 8 个河流分段区域放置水质监测

设备，把河流的浑浊度、酸碱、溶解氧

等水质监测数据存储到数据中心，通

过大屏幕可视化调度和显示， 直观监

测河段水质状况。

“生态大数据云平台为每条河流

上的每个传感器都赋予一个 IP 地址，

进行数据收集、分析评估和监测治理，

更有效帮助河水治理部门精准了解河

水情况。 ” 张旭说， 当水质指标超标

时， 平台会自动报警并向管理员推送

预警信息， 同时大数据将分析导致水

质超标可能出现的问题， 为环保目标

责任考核、水环境综合治理、环境管理

决策、监督执法、生态补偿等提供科学

依据。

科恩研究院通过优化物联网技

术， 实现了对河流的智能化定位、跟

踪、监控和管理，显著提升贵阳市在低

功耗物联网方面的能力， 有力支撑贵

州省作为国家首个 “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 的战略地位。

本报记者 易颖

贵阳科恩大数据先进技术研究院：

利用大数据产业发展

提高智慧城市管理能力

� � � � 在政府部门各自林立，政府数据

林林总总的时代，政府部门间过去曾

经出现信息孤岛、数据烟囱、标准不

一、应用分散、独立运维等现状，各部

门间数据调动困难，一项优惠政策出

台后，总会因为主管部门信息不对称

等原因，让企业和个人难以及时享受

政策红利。 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实

现政府数据的“汇聚、融通、应用” ，

贵阳市政府成立了国有全资的贵阳

块数据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其搭建的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和

“贵阳市民营经济服务平台” ， 致力

于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 。

“现在可以看到市公安局正在通

过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向住建局

调用个人住房信息。 ” 共享交换平台

负责人刘洋打开贵阳市政府数据共

享交换可视化平台向记者展示：共享

交换平台共收录了包括市公安局、市

场监管局等 66 个市直部门在内的

375 个单位、1000 多个系统的贵阳市

政府数据资源目录，共包含 10000 多

个数据目录、320000 个数据项。 政府

部门工作人员，只需在电脑里轻轻一

点，就能调取自己想要的其他部门的

数据。 目前，平台在多个应用场景发

挥重要的作用，如“筑民生”“市农委

精准扶贫” “招生核验” 等平台。

利用可共享的政府数据，块数据

公司还搭建了“贵阳市民营经济服务

平台” 。 通过“贵商易” APP 客户端，

解决贵阳市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

“七难、三门、三山” 等问题。

“以往企业遇到什么困难，总感

觉投诉无门、投诉无果，但贵商易真

正畅通了这个渠道。 ” 贵阳市民营经

济服务平台负责人肖萍玲说，今年年

初一位砂石厂负责人就砂石行业的

相关政策问题，在“贵商易” 发起了

投诉，问题很快由相关部门转发至贵

阳市生态委进行处理，贵阳市生态委

领导高度重视，投诉结案后，因了解

到企业对于本次处理结果不满意，时

隔近一个月，市委统战部领导联合白

云区委统战部， 再次发起线下调研，

对该投诉进行后续跟踪，直到现在还

和企业负责人保持着紧密联系。

目前，“贵商易” 上发布了数百

项政府开放数据， 并定期更新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红榜名单、黑榜名

单、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六大类

与企业市场行为有关的信用数据。

同时， 平台还整合了全市多家银行

机构的普惠金融产品， 有效缓解民

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真正

实现了打通政策执行 “最后一公

里” ， 让民营企业享受政府数据开

放带来的便利。

本报记者 李雯文

共享政府数据：

打通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

图为太极智派公司设计的贵阳市全域旅游综合管理平台。 本报记者 李雯文 摄

图为贵阳国家高新区一角。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