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6 日，知识创新驱动大

数据与产业深度融合研讨会暨

基于知识图谱的大数据融合应

用平台发布会在贵阳市举行。

会议邀请交通、农业、工业

等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领域的专

家，以及全国 200 多位大数据应

用相关行业部门负责人， 共同

探讨知识创新促进大数据与产

业深度融合， 并发布中国知网

自主研发的 “基于知识图谱的

大数据融合应用平台” 。

论坛上，嘉宾们围绕深入推

进大数据与数字经济发展、未来

交通发展趋势与数据技术驱动

的智慧化转型、学科知识图谱建

设与高校大数据融合应用、山地

特色农业智库建设、筑牢数据铁

笼服务民生工程、知识创新与大

数据应用促进政府治理创新、工

业大数据为智能制造赋能等内

容进行精彩发言。

知识创新驱动大数据与产业深度融合研讨会暨

基于知识图谱的大数据融合应用平台发布会

本组搞件由本报记者 李春明 常青 章婧 白雪 樊荣 金毛毛

刘健 罗海兰 黄秋月 黄菊 詹燕 张薇 采写

智能视频大数据

产业联盟成立

本报讯 5 月 26 日， 智能视

频大数据产业联盟在 2019 数博

会上成立。

智能视频大数据产业联盟是

在贵阳市政府的牵头下，以加快智

能视频大数据产业链创新发展为

目标，以助力智能视频大数据产业

升级为导向，以推进智能视频大数

据关键技术开发、产业标准制定与

推广、 人才联合培养流动为着力

点，由国内从事视频应用、算法、大

数据等的相关企业和机构自发成

立的行业组织。该联盟目前有来自

视频应用、算法、大数据行业的约

30 家领先企业， 以后将持续汇聚

行业顶尖企业加入联盟。

据介绍，该联盟通过发挥自

身的资源平台和政府渠道优势，

将开展对智能相关领域的产业动

态洞察、 联盟内端到端的资源整

合、产品的创新、共性技术攻关与

产业人才培养流动共享等服务。

（本报记者 衣琼）

数字政府政务画像平台———

为政府履职

“画像”

本报讯 5 月 26 日， 在数字

中国：新时代、新动能、新发展论坛

上，数字政府政务画像平台发布。

据悉， 该平台引入大数据手

段进行信息采集和处理， 精确评

估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行政职能配

置和履职努力程度， 呈现政府及

其职能部门的客观地位和社会形

象， 通过对比分析， 诊察堵点痛

点，提出改革建议，达到简化政务

服务流程，设定考核标准，提高政

务效率， 提升公众和企业对政策

的获得感。

通过“政务画像” 可以达到四

大目标：摸清家底，核定政府部门

各种属性的行政行为， 颗粒化受

评估的公共政策；精准刻画，克服

信息不对称，低成本实现政务、商

务信息纵横向的共享和对比；动

态监测， 对各政府部门落实政策

的努力程度给出准确而直观的呈

现；服务决策，针对堵点、痛点提

出改进对策。 （本报记者 张薇）

《人工智能读本》———

解析人工智能

发展现状

本报讯 5 月 26 日， 在数字

中国：新时代、新动能、新发展论

坛上，《人工智能读本》发布。

该读本剖析了人工智能的概

念和发展路径， 解读了我国人工

智能国家战略， 解析了人工智能

相关产业发展的现状等， 是一本

研究型的著作。 本书的编写集合

了政府部门、学界、企业界智慧，

多次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研

讨， 尽可能全面阐述人工智能这

一新的社会思维模式和发展模

式。以此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助力

数字中国建设。

该读本编写历时两年， 选取

20 多个行业典型案例，阐述了人

工智能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民

生改善、 政府治理等方面的广泛

应用，对我国城市及重点地区、人

工智能产业创新状况进行了简明

清晰地介绍。

读本内容丰富， 适读的群众

广泛，实用性强。 对广大读者了解

人工智能、用好人工智能有很好的

指导作用。 （本报记者 张薇）

本 报 讯 5 月 26 日 ， 在

2019 数博会上， 贵州小爱机器

人科技有限公司举办 “小 i 机

器 人 2019 认 知 商 用 通 往 未

来” 发布会，发布智慧便民服务

亭法律服务机器人 “小爱” 和

智能表单填写系统 “大表哥”

两项新产品。

在慧便民服务亭，“小爱”

机器人具有语音查询、便民利民

办事查询、与法律专家面对面咨

询服务等功能，可为居民提供 24

小时法律咨询服务。 办事群众可

通过语音、文字输入等方式与机

器人对话，查询并打印相关政策

法规，还可直接通过视频向专家

咨询法律相关问题。

“大表哥 ” 是一套智能表

单填写系统， 它能根据人手所

在的位置， 提示用户正确填写

表格并实时解答填表过程中的

疑问， 比如说应该填写 “出生

地” 而非“居住地” 等，表格填

写结束后还可以直接把表格打

印出来。

发布会上， 贵州小爱机器

人公司与天眼新闻、 浙江大学

浙江飞图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

贵州电网完成战略合作签约。

同时， 公司还与中科院遥感地

球所、 遥感卫星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高光谱研究室、北京道

行天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达成

战略合作，共建 AI 赋能产业的

生态体系。

（本报记者 彭刚刚）

本报讯 5 月 26 日， 满帮

集 团 最 新 研 发 的 “车 联 中

国———物流货运大数据” 系统

正式对外发布。 该系统用户量

已突破 810 万。

“车联中国———物流货运

大数据” 系统全面展示了大数

据在货运行业的全面应用，民

生热点领域的数据反馈， 大数

据赋能节能减排的应用流程、

基础原理和实施效果。 该系统

显示，截至目前，满帮集团平台

服务的认证司机用户数为 650

万，认证货主用户数为 160 万，

用户量突破 810 万； 集团业务

已覆盖全国 339 个主要城市，

年度撮合成交规模 7000 亿元 ，

覆盖线路数量超过 11 万条。 数

据证明， 满帮集团已成货运物

流领域超级“独角兽” 。

基于平台海量货运数据，

通过挖掘与处理， 满帮集团数

谷观察民生指数应运而生。 自

2018 年 3 月起， 满帮集团先后

发布了“西瓜数据报告”“螃蟹

数据报告 ”“鲜花数据报告 ”

“化肥数据报告”“茶叶数据报

告” 等得到大众认可的民生类

数据报告。

“满帮集团将围绕发展智慧

物流，将智能化调度和交易系统

向国内外货主和第三方物流公

司、物流园区开放，构建公路物

流生态圈，助力物流行业降本增

效。 ” 满帮集团 CEO 张晖说。

（本报记者 彭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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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6 日，《大数

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案例

集（2019）》发布会暨数博会“十

佳大数据案例” 揭晓活动举行。

活动由数博会组委会主办、 国家

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承

办。

据了解，《大数据优秀产品和

应用解决方案案例集（2019）》丛

书分为两册， 分别为产品及政务

卷，工业、能源、民生卷，较为全面

地展示我国大数据领域的最新成

果和最佳实践。 其中，数博会“十

佳大数据案例” 是数博会组委会

委托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

中心邀请业内专家评审出来的，

具备较高行业影响力及含金量。

活动对我国首部以大数据为

主题的纪录片 《大数据时代》进

行宣介。 该纪录片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及中央电视广播总台共同指

导，整体展现数字经济背景下，基

于数据驱动的智能应用对生产生

活方式带来的重大变化， 以纪录

片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展现大数据

日常应用场景， 向公众传播科技

知识。

活动还启动了大数据与实体

经济深入融合全国行活动， 将根

据各地需求， 邀请大数据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及地方政府共同参

与，拟采取论坛、展览、把脉问诊、

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 搭建供需

对接桥梁， 推进地方大数据产业

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衣琼）

《大数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案例集（2019）》发布

数博会“十佳大数据案例” 揭晓

1、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 腾讯大数据处理套件

TBDS

����2、 京东云计算有限公司：大

数据基础服务平台

3、威讯柏睿数据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全内存分布式数据库

系统 RapidsDB

����4、顺丰科技有限公司：顺丰

大数据平台

5、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医保服务和解

决方案

6、杭州数梦工场科技有限公

司：DTSphere� Bridge 数据集成平

台

7、 中育至诚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可信教育数字身份的教育卡

应用大数据云服务平台

8、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反应堆远

程智能诊断平台

9、网易 (杭州 )网络有限公

司：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农业数据

中台解决方案

10、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基于工业控制设备大数据

的健康管理云服务平台

数博会“十佳大数据案例” 名单

本报讯 5 月 26 日，2019

数博会 “数字动漫” 分论坛

《铁臂阿童木》 制作担当黑川

庆二郎先生动漫讲座举行。 黑

川庆二郎以“动漫创造孩子的

未来” 为主题，结合自己与动

漫的渊源， 为现场 500 多名观

众讲述日本动漫成功的原因、

动漫产业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及动漫文化在跨国合作

中的积极影响。 此次活动被列

为 “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

系列活动之一。

2019数博会“数字动漫”

分论坛由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组委会主办 ， 日本

国驻重庆总领事馆 、 贵阳市

外事办公室、 贵阳日报传媒

集团·贵阳晚报、贵阳一中及

贵阳一中集团学校、 贵阳学

院共同承办。

论坛举办过程中， 原定

500 人的会场两次临时加座，

现场观众近 600 人。日本国驻

重庆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斋藤

宪二在致辞中表示 ， 贵州大

数据产业的发展有目共睹 ，

大数据产业为西南地区经济

的 快 速 发 展 提 供 了 重 要 动

力。 他相信，未来日本将增加

对贵州的关注度， 也相信中

日双方在大数据产业上具有

很大的合作空间。 贵阳日报

传媒集团党委书记、 社长佘

崇忠在致辞时表示 ， 动漫是

中日青少年都喜爱的文化形

式，通过此次论坛，将进一步

加 强 中 国 与 日 本 的 沟 通 交

流， 为促进两国互利合作和

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在主旨演讲中， 黑川庆二

郎讲述了日本动漫的发展历程

与产业规模。据介绍，目前日本

动漫产业已完成了从输入到输

出的转型， 去年市场价值为

2.9 兆亿日元， 为产业投入的

10 倍，其中，日本动漫在海外

市场占有率达到 38.4%。

黑川庆二郎在演讲中还提

到，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世界

观、 价值观的形成尤为重要。

《铁臂阿童木》《足球小将》等

作品对日本年轻人影响深远，

进而促进了机器人、汽车、体育

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动漫产业

发展至今， 技术制作上越来越

智能化、数字化，但故事仍需要

由人来书写， 动漫创作一定要

注重正能量的传递。 “中国发

展动漫产业， 必须要有足够的

储备人才，培养专业性强、能够

独当一面的动画人才。 ” 黑川

庆二郎说。

论坛结束时，贵阳一中合

唱团的同学们与黑川庆二郎

一起演唱 《铁臂阿童木》主

题曲。

（本报记者 蔡婕 文 / 图）

2019数博会“数字动漫” 分论坛，日本动漫大师黑川庆二郎对话贵州学子

以动漫为纽带 谱写中日交流新篇章

5 月 26 日， 第三届智领中

国·创赢未来———工业互联创

新驱动先进制造论坛在贵阳国

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 嘉宾们

深入探讨工业互联网创新与应

用， 共同思考如何提升我国智

能制造应用水平。

国务院安委会专家委副主

任，工信部原党组成员、原纪检

组长郭炎炎在论坛上说， 要立

足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持续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战略， 加快促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

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

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软司副

司长王建伟说，制造业作为实体

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战

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领域。 工业互联网作为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融

合的关键支撑，为工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第三届智领中国·创赢未来———工业互联创新驱

动先进制造论坛

5 月 26 日， 数治政府———

大数据助力营商环境论坛在贵

阳举行。 嘉宾们聚焦 “数治政

府” 前沿科技及行业案例，重点

探讨大数据助力营商环境提升

的最新技术趋势、 商业模式变

革与行业实践应用。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

玉凯在主旨演讲中说， 未来在

改善营商环境工作中， 必须构

建四大服务体系： 优质的营商

便利服务体系， 完善的民生服

务体系， 有效的市场监管和社

会治理体系， 加强对公权力的

制约体系。

北京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限

公司总经理郑爱军在主旨演讲中

说， 营商环境包括高效透明的政

务环境、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成

本适宜的产业环境、 系统完备的

人才环境、互利共赢的投资环境、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公平正义

的法治环境。 要以通办为先，跨界

协同，层级联动，体制机制等促进

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

数治政府———大数据助力营商环境论坛

5 月 26 日， 天演·数据·未

来———天文论坛在贵阳举行，

来自国内外天文学领域的科学

家， 围绕天文领域科学研究前

沿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 国际宇航科学院

院士欧阳自远从嫦娥四号为何

要选择从月球的背面登月、月

球背面是否有外星人、 到月球

的背面去干什么等， 讲解了嫦

娥四号与月球背面的多种科学

知识。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所长 、德国科学院院士 Michael �

Kramer 在演讲中提到，通过观

测宇宙天体 ， 会生产大量数

据，通过数据可以揭示天体运

行的物理规律 ，也可以检验爱

因斯坦引力与时空理论的正

确性。

天演·数据·未来———天文论坛

5 月 26 日，2019 年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大数据

与应急安全科普论坛在贵阳孔

学堂文化研修院举行。 来自大数

据与应急安全领域的专家学者

围绕大数据与应急安全相关议

题各抒己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

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魏永忠从

应急安全干部教育目前面临的

机遇、 挑战及对策等方面进行

观点阐述。 他认为，应急管理的

核心是人，因此，应以大数据技

术为手段， 加强应急管理人才

的培养， 强化应急管理干部队

伍建设。

国家行政学院政府经济研究

中心副主任、中国城镇化促进会

特色小镇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朱文卫说，要充分体现“应用

性、引领性、前沿性、高端化” 的

定位，推动大数据和社会需求的

深度融合，助推应急与安全科普

教育从传统的生产领域扩充到

各个公共场所，不断夯实安全生

产基础。

大数据与应急安全科普论坛

5月 26 日，“大数据 新居

住 ” 论坛在贵阳举行，嘉宾们

深入交流居住领域创新发 展

的经验成果 ，探讨大数据与智

慧居住应用领域的发展态势。

论坛上， 嘉宾们从行业发

展、技术创新、产品应用、安全

利用、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分

享交流大数据在居住领域的经

验成果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

动作用， 共同展望新一轮以大

数据、虚拟现实 、云计算、5G 通

信、 物联网等为技术支撑的智

慧居住未来发展趋势， 探讨智

慧居住产业生态健康有序可持

续发展之道。

论坛还现场发布了 《大数

据·新居住服务白皮书》。

“大数据 新居住” 论坛

■ 链接

贵州小爱机器人公司发布两项新产品

分别为智慧便民服务亭法律服务机器人和智能表单填写系统

构建公路物流生态圈

满帮集团发布“车联中国———物流货运大数据” 系统

5 月 26 日，数字中国：新时

代、新动能、新发展论坛在贵阳

举行，专家们探讨“互联网 +” 和

“智能 +” 在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产业融合发展、政府治理、社治

理等不同领域应用前景和实现

途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

验室主任郑磊说，政府数据共享

开放是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

的， 应把数据作为一种原料开

放，让社会开发利用。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常

务副秘书长王露说，“智能 +” 为

强化政府效率提供技术支撑，是

推动效率变革的强大武器。 “智

能 +” 将通过全息的数据呈现智

能决策与分析，进而推动一场治

理革命。

论坛发布了 《人工智能读

本》《互联网及示范工程建设纲

要》以及“数字政府政务画像平

台” 。

数字中国：新时代、新动能、新发展论坛

★ 论坛速读 ★

图为 2019 数博会“数字动漫” 分论坛动漫主题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