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 月 26 日 ， 记者从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上获悉，贵阳将加强与国际友好城

市新西兰北帕市的交流合作，于今

年内开通贵阳至新西兰的国际航

线。

贵阳市与北帕市于 1992 年正式

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多年来，两市开

展了系列友好交流合作。 在农业领

域， 新西兰政府无偿援助的土地综

合利用项目、 有关技术交流及人员

培训项目、 喀斯特地区幼畜标准化

饲养管理项目等纷纷落户贵阳市，

扩大了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草种种

植面积。 在教育方面，北帕市积极推

动两市在学前、初等、中等、职业及

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 两市签署了

促进普通教育、专业研究、专家咨询

及职业培训等领域的合作意向书，

北帕市向贵阳市学生提供 25 个奖

学金名额， 支持贵阳市学生出国深

造； 新西兰国立联合理工学院分别

与贵阳学院、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贵

阳护理职业学院签订友好合作备忘

录， 为两市职业教育合作奠定坚实

基础。

此次， 借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在贵阳举办之机，新西兰

北帕市政府官员、学者来到贵阳开展

合作交流，深化两市友谊。 贵阳市希

望与北帕市继续在教育、旅游、科技

等方面深化合作，借助今年是中新旅

游年之机，互推旅游项目，加强农业

科技、大数据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

两市相关产业共同发展。贵阳市还将

紧紧围绕“一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

展愿景， 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 建

设，以北帕市为桥梁，向新西兰中高

端消费业和中高端制造业抛出 “橄

榄枝” ，为建设公平共享创新型中心

城市奠定基础。

（本报记者 衣琼）

贵阳市与新西兰北帕市深化交流合作

贵阳今年内将开通至新西兰国际航线

本报讯 5 月 26 日， 记者从数博

会执委会获悉，2019 数博会国外参展

企业为 156 家， 占全部参展企业的

34.82%， 戴尔、Pivotal、NTT� DATA 等

知名国外企业纷纷亮相， 展示其前沿

技术、产品及应用方案。

参展国外企业来自美国、 英国、加

拿大、新西兰、德国等 25 个国家，涵盖

智能制造、智慧城市、大健康、能源供

应、物联网、机器人等领域。 其中，来自

英国的参展企业最多，为 23 家，美国参

展企业数量紧跟其后，为 22 家。

本届数博会吸引了 30 个“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 其中，白俄

罗斯、俄罗斯、捷克、马来西亚、新加

坡、斯洛伐克、文莱、匈牙利、印度 9 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42 家企业参

展。

与 2018 数博会相比，2019 数博会

国外参展企业增加了 100 家， 国际化

水平再上新台阶。 据数博会执委会展

览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外国展商的

大幅度增加， 一方面源于本届数博会

加大了境外企业参展的优惠支持力

度，为境外单个展商、展团提供展位费

优惠、展位搭建支持等；另一方面，数

博会愈发凸显的国际性和专业性，可

以为展商提供更好的交流机会、 更集

中的展示平台、更丰富的行业资源。

（本报记者 张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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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日报讯（记者 许邵庭） 5 月

26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

志刚在贵阳会见前来参加 2019 数博会

的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一行。 省委常

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宝能中国区

总裁林建辉参加会见。

孙志刚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姚振华

一行表示欢迎， 对宝能集团积极参与

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 在

简要介绍本届数博会情况后， 孙志刚

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深入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

战略行动，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前景看

好。 贵州将坚定不移推进大数据战略

行动，实施“四个强化” 和“四个融

合” ，把数博会越办越好，推动大数据

发展取得更大成绩。 希望双方进一步

深化合作， 加快推进在建项目落地见

效，引进更多配套企业集聚贵州。 贵州

将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支持宝能集团

等知名企业在贵发展。

姚振华对数博会成功召开表示祝

贺，对贵州给予宝能集团的关心支持表

示感谢。 他说，贵州近年来发展大数据

硕果累累、令人敬佩。 宝能集团将加快

推进在贵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强在大数

据、汽车制造、康养产业、食品加工等领

域务实合作， 为贵州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宝能

集团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孙志刚会见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一行

贵州日报讯（记者 许邵庭） 5 月

26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

志刚在贵阳会见来贵出席 2019 数博会

的苹果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

总经理葛越一行。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李再勇参加会见。

孙志刚对葛越一行表示欢迎，并请

转达对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先生

的亲切问候。 孙志刚说，数博会得到了

各方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参加数博

会成为全球大数据业界的一个约定和

时尚，成为各界汲取丰富营养、收获创

新智慧的一种共识与追求。 相信在各方

的共同参与下，数博会将越办越好。 近

年来，贵州结合自身实际，大力探索推

广大数据应用，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贵州与苹果公司保

持了良好合作关系，去年我访问苹果公

司美国总部， 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希望双方继续扩大合作空间，推动取得

更多更好的合作成果。

葛越转达了库克对数博会的祝贺，

感谢贵州给予苹果公司的支持帮助。 她

表示，贵州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等取得

的成绩令人钦佩，数博会已经发展成为

国际性、权威性的大数据发展成果展示

平台。 苹果公司与贵州有着深厚的友

谊， 将大力推进贵安苹果数据中心建

设，在教育扶贫等方面加强合作，为贵

州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贵安新区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苹

果公司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孙志刚会见苹果公司全球副总裁葛越一行

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如期而至， 习近平主席向本届数博

会发来贺信，对会议召开致以热烈祝贺，

对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共同探寻新

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等提出明确要求， 对办好数博会

寄予殷切期望，令我们激动自豪、倍受鼓舞、倍感振奋！

连续两年向数博会致贺信，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

大数据发展的高度重视，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邃思

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贵州工作的巨大关心和支持，充分

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大数据发展和数博会的特别重视， 为我

们办好数博会和发展大数据产业注入了强大动力、 指明了

前进方向。 我们一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数博会办得更

好，把贵州大数据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决不辜负习近平主席

的关心关怀和殷殷嘱托！

牢记殷殷嘱托，贵州坚定不移把大数据战略行动向纵

深推进，实施“四个强化” 和“四个融合” ，有力壮大了大

数据产业的发展实力， 有效加快了新旧动能转换和全社

会信息化进程。

当前，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超过 20%，数字经济吸纳劳

动力增速达 18.1%，两项指标均名列全国第一。 满帮、云上

贵州等一批大数据企业迅猛发展； 传统煤炭工业机械化

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千企引进”“千企改造”“万企融

合” 方兴未艾； 农村电子商务有力助推山区农民脱贫致

富； 省市县乡远程医疗有效缓解山区群众看病难；“智慧

广电” 让农村群众畅享数字生活；“一云一网一平台” 大

大提升了政府办事效率。 实践证明，“四个强化”“四个融

合” 完全符合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律，完全符合贵州发展实

际，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 实现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的路

径、拓展了广阔空间！

牢记殷殷嘱托，贵州始终秉承“全球视野、国家高度、

产业视角、企业立场” 的办会理念，将数博会办成充满合

作机遇、 引领行业发展的国际性盛会， 办成共商发展大

计、共用最新成果的世界级平台。

数博会已经走过五年不平凡的历程，精彩迭出、成果

丰硕，不断刷新着嘉宾层次、组织形式、参会规模、参会成

果等一项项纪录。 在中国贵阳，中国最新的数字科技发展

成就，在这里呈现；在中国贵阳，全球最前沿的科技发展

理念和经验，从这里吞吐；在中国贵阳，顶层设计与地方

实践相互促进， 解放思想与改革创新相互激荡的大数据

国家战略的厚重答卷，在这里铺展。

学深悟透用好贺信精神，需要我们把握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机遇，通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共同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

径。 当前，各国大数据发展在法律、安全、政府治理等方面都面临着重大挑

战。贵州是中国第一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上，我们

迈出的每一个脚步都是创业；在前人从未涉足的山峰上，我们攀登的每一

个高度都是创新。办好数博会，讲好大数据中国故事，就是以实际行动回报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深情厚望，就是以创新实践回答习近平总书记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邃思考。

学深悟透用好贺信精神，需要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细

致、精致、极致” 和“安全、周全” 的办会标准，用心用情用力把数博会办得更

精彩更有效更具影响力。 要把数博会办成有“创新” 的盛会，充分展示大数

据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发布全球大数据的最新科技成果，讨论大数据业

界共同关注的前沿话题，举办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高端赛事，加强企业

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要把数博会办成有“特色” 的盛

会，充分展现数据元素、贵州创新、中国胸怀，让参加数博会成为全球大数据

业界的一个约定和时尚，成为社会各界汲取丰富营养、收获创新智慧的一种

共识与追求。

砥砺奋进新时代，面向未来谱新篇。 我们无比自信，只要牢记嘱托，感

恩奋进，坚持创新发展，顺应融合趋势，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就能培植枝繁

叶茂的“智慧树” ，深挖流光溢彩的“钻石矿” ，以大数据国家战略的贵州

实践和贵州智慧开创大数据融合创新的美好未来，让经济发展更加充满活

力，让社会生活更加充满智慧，让人类文明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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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日报

广大市民朋友们：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于 5

月 26 日盛大开幕。 数博会作为全球首个大

数据主题博览会，是全球大数据发展的风向

标和业界专业的成果交流平台，致力于为行

业专业人士获得更多国际互动交流机会，带

动产业发展，促进社会变革。

今年，59 个国家及地区的近 2.6 万余名

嘉宾，448 家展商齐聚贵阳参会参展， 让贵阳

再次成为世界焦点。 为让数博会更为专业，更

加国际化，现倡议，作为东道主的我们发扬主

人翁精神， 尽量于 28 日、29 日普通公众日入

内参观，为嘉宾、行业人士等提供一个良好的

展示环境和洽谈氛围。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执委会

2019 年 5 月 26 日

倡议书

孙志刚会见绿地控股集团董事长张玉良一行

贵州日报讯（记者 许邵庭） 5 月

26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

刚在贵阳会见了绿地控股集团董事长、

总裁张玉良一行。 省领导赵德明、 卢雍

政，绿地控股集团党委书记、执行总裁茆

君才参加会见。

孙志刚对张玉良一行表示欢迎 ，

感谢绿地集团对贵州发展的帮助支

持。 孙志刚说 ，近年来，贵州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 ， 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 坚定不移实施大数据战略

行动，加快推动“四个强化” 和“四

个融合” ，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

较快增长 。 希望双方在已有良好合

作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拓展合作领

域，助力贵州脱贫攻坚、同步小康 。

贵州将创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 ，

全力支持包括绿地集团在内的各类

企业在贵发展壮大， 更好实现合作

共赢。

张玉良感谢贵州省委、 省政府一

直以来对绿地集团的关心支持。 他

说，近年来，贵州交通条件加快改善，

大数据发展风生水起， 脱贫攻坚成效

显著， 很多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发展

成绩令人钦佩。 绿地集团愿与贵州在

地产开发、 康养产业、 金融生态建设

等领域加强合作，为贵州经济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省有关部门和绿地控股集团有关

负责人参加会见。

贵州日报讯（记者 李薛霏） 5 月

26 日，2019 数博会 “大数据与全球减

贫” 高端对话举行。 埃及议会第一副议

长赛义德·谢里夫致贺信。 省委副书记、

省长谌贻琴致辞。

摩洛哥数字化发展署署长梅勒亚

尼、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

戴文德致辞。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

合会会长任贤良， 加纳总统府副幕僚

长费朗西斯·伯阿奇，副省长吴强等进

行高端对话。

谌贻琴说， 近年来贵州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坚持把

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全力打好 “四场硬仗” ， 取得了显著成

效。贵州是中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积极推动大数据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深度融合， 用大数据的手段解决贫困落

后的主要矛盾，加快了脱贫进程、提升了

脱贫质量。 我们着眼于精准扶贫这个成

败之举， 深入打造贵州精准扶贫大数据

支撑平台，为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

退出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着眼于改

善条件这个减贫之基， 全力推进数字乡

村建设，加速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着

眼于产业发展这个根本之策， 把大数据

融入农村产业革命“八要素” 全链条，因

地制宜发展农村电商； 着眼于教育医疗

这个长远之举，大力发展远程教育、远程

医疗， 让贫困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基本公

共服务，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插上大数据

的翅膀。贵州将以此次高端对话为契机，

与各方加强沟通、互学互鉴，有力推动大

数据在减贫领域的应用， 有力促进国际

减贫合作，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会上，嘉宾们围绕大数据助力全球

减贫、“一带一路” 倡议对全球减贫事

业的贡献、中国扶贫缩影的贵州扶贫案

例等主题展开讨论， 积极分享实践经

验，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积极

助力全球减贫事业。

2019数博会“大数据与全球减贫” 高端对话举行

赛义德·谢里夫致贺信 谌贻琴致辞

贵州日报讯（记者 李薛霏） 5 月

26 日，2019 数博会“数字经济：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 高端对话举行。省委

副书记、省长谌贻琴，国家税务总局副

局长任荣发致辞，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保罗·罗默等国内外嘉宾开展

对话和演讲，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

赵德明出席。

谌贻琴说，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再次

向数博会发来贺信，深刻阐明了中国高

度重视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坚定决心，明

确表达了中国愿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

发展机遇、共同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

展路径的重要主张，给我们以极大鼓舞

和激励。 作为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贵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实施

大数据战略行动，围绕“四个强化”“四

个融合” ，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始终坚持把产业作为核心、把融

合作为关键、把创新作为支撑、把应用

作为推手、把环境作为保障，推动数字

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 希望各界人士积极建言贵

州、投资贵州、融入贵州、宣传贵州，共

同凝聚“数字贵州” 建设的强大力量。

会上，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保罗·罗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 中国工

程院院士倪光南，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

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 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国务院研究

室综合司原司长宋大伟， 苹果公司副

总裁、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越，房天

下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天全， 满帮

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刚， 阿里巴巴集团

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盘石创始人、董

事长田宁， 日本 NTT� DATA 集团副

社长山口重树， 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

研究部副总裁大卫·希尔里等国内外

嘉宾发表了演讲、开展了对话，深入讨

论了数字化深入发展带来的经济体系

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分享总结了数字

化在城市创新发展中的实践经验、规

律和进展。

“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高端对话举行

谌贻琴致辞 保罗·罗默等对话演讲

本报讯 5 月 26 日， 贵阳市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集中签约

仪式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讲话

并见证签约。

宝能集团常务副总裁陈琳、上海依

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林晨

曦、 思爱普大中国区高级副总裁顾伟、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资深副总裁谢

鹏见证。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昊分

别与宝能集团高级副总裁王茂亮、依图

科技首席运营官张小平、思爱普中国政

府公共行业总监郑太阳、旷视科技政府

业务拓展总监袁晓东签约，副市长唐兴

伦主持，市政府秘书长许俊松参加。

陈晏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签约的代表

企业表示欢迎，对项目的签约表示祝贺，并

简要介绍贵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特别是

大数据发展情况。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连

续两年为数博会发来贺信，让我们倍受鼓

舞、倍感振奋，倍增发展大数据的信心和决

心，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

关怀厚爱转化为发展大数据的不竭动力。

今天的签约项目契合贵阳战略发展定位、

符合贵阳产业发展导向，必将为贵阳大数

据发展注入新动力。 希望签约各方信守承

诺、精诚合作，政企联动、携手共进，共同推

动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共享大数

据发展红利、共创大数据发展未来。

据悉， 此次签约项目涉及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智慧物流、健康医药、

文化旅游等领域，签约金额 270 亿元。

会上，宝能集团还与乌当区签订了

项目合作协议。

乌当区，市直有关部门，宝能集团、

依图科技、思爱普、旷视科技有关负责

人参加。 （本报记者 樊成琼）

贵阳市举行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集中签约仪式

陈晏讲话 陈琳林晨曦顾伟谢鹏见证

昨日开幕的 2019 数博会为期 4 天，截至开幕式前，有来自 59 个国家的近 2.6 万名嘉宾参会、448 个企业参

展，其中参展世界 500 强企业 39 家。 图为 2019 数博会展会现场。 本报记者 郑雄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