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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6 日下午，贵

州省政务数据 “一云一网一平

台” 发布会在贵阳举行，正式启

动运行 “一云一网一平台” ，标

志我省政务数据 “一云统揽”

“一网通办”“一平台服务” 从

蓝图逐步走向现实，为贵州更高

水平更深层次推动大数据“聚通

用” 打造了新支撑。

近年来，为进一步深化政务

数据“聚通用” ，贵州省全力推

动政务数据“一云一网一平台”

建设，围绕解决企业群众“办事

难、办事慢、办事繁” 等问题，以

消除 “信息孤岛”“数据烟囱”

为重点， 加快提升社会治理、民

生服务、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水

平。 2018 年 9 月开始，贵州正式

启动政务数据 “一云一网一平

台” 建设， 从政府数据治理出

发，以融合应用为突破，在基于

多云融合实现异构云资源的统

一调度、基于电子政务外网的业

务专网整合、基于“三权五可”

的政务数据治理体系、政务数据

全网搜索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据了解，“一云” 是云上贵

州系统平台，通过建设“云上贵

州一朵云” ，统揽政务、经济、社

会、文化各领域，实现所有政务

数据在“云上贵州” 集中存储、

共享交换和开放开发，推动数据

从“云端” 向政用、民用、商用落

地。 “一网” 是政务服务“一张

网” ，通过对各地、各部门分散

建设的“子网” 进行全面整合和

互联互通，为政府、企业、群众提

供“一网通办” 大窗口，确保向

上连接国家， 向下覆盖省、 市、

县、乡、村五级，切实提高网上办

事效率。 “一平台” 主要是智能

工作“一平台” ，通过人机交互、

全网查询、智能分析 、可视化应

用等，在全国率先实现试点领域

政务数据全网搜索。

“‘一云一网一平台’ 具有战

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着眼于面

向服务民生、产业培育、政府治理

的大数据发展体系，在多云融合、

专网整合、数据治理、全网搜索等

方面已经取得了新进展， 在思想

上、观念上，贵州又一次走在了全

国前列！ ”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

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国

科学院院士梅宏表示， 贵州在数

据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先行先试形

成的 “贵州模式” ， 为 “数字中

国” 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成功经验。

（本报记者 钱丽 罗婧）

呈现自然之美 展示大数据发展速度

———走进数谷之声·露天水幕音乐会

只需更换一片几厘米的智

能芯片， 一个机器人就可以适

用于多领域。 5 月 26 日，记者来

到台湾云端物联网产业协会展

区，机器人 Ayuda（即“智能凌

群机器人” ） 正与参观者互动

交流， 这是台湾机器人首次亮

相数博会。

“Ayuda” 为西班牙语，意为

“帮助” ， 由台湾企业———凌群

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涵盖人

脸识别、 实时监控、AI 人工智

能、深度客制化、远程视讯、语音

交流、迎宾带位等多种智能服务

功能。

在机器人应用最多的商场

购物场景中，Ayuda 不仅可以与

顾客、购物商场客服人员、购物

商场管理者进行互动交流，还能

完成 VIP 人脸识别商品推荐、餐

厅影院订位、促销活动、停车场

扫描发票、公共设施引路、客户

投诉等创新应用。

“不只是简单的交流和服

务，Ayuda 本身是智能终端，只

要植入不同行业或领域管理芯

片，Ayuda 就可以在不同领域发

挥最大功能。 ” 凌群电脑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管理二处产品经理

李睿凯说，使用公安管理系统智

能芯片，Ayuda 可以完成紧急报

案、人员登记、深夜值班等任务；

使用医疗护理管理智能芯片，

Ayuda 可以完成身体指标数据

采集、血压血糖测试等工作。

加速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

渗透融合，驱动管理模式和生产

方式变革，已成为推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自 2018

年研发以来，凌群电脑股份有限

公司投入 100 余台 Ayuda 机器

人， 创新应用于医院、 公安、金

融、商务等行业领域。

“我们希望机器人可以像人

一样完成智力任务，并利用大数

据实现精准服务，最大限度节约

社会资本。 接下来，我们会在标

准版基础上，研发中型和小型机

器人，满足各领域多元化场景应

用，纵向提升机器人的行业服务

能力。 ” 台湾云端协会副理事

长、凌群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瑞隆说。

本报记者 钱丽 罗婧

“我们来自俄罗斯，是第一

次来中国参加大数据展会，这里

的大数据发展氛围是最好的。 ”

俄罗斯参展商 Napoleon� IT 公

司首席执行官巴维尔·巴特科鲁

托夫说，他和俄罗斯同行们被这

里热烈浓厚的大数据氛围感染

了。

Napoleon� IT 公司是大数据

新零售方案解决商，在他们的展

区， 除了展示大数据新零售方

案，还有会中文的俄方工作人员

给观众们介绍，人气很旺。

“我们的展示项目是利用

AI 识别系统，对超市的货架、人

流量进行采集和数据分析，最终

可以帮助商家完整掌握商品流

量，从而进行布局调整。 ” 巴维

尔·巴特科鲁托夫说， 很多观众

前来展区咨询，表现出对大数据

的兴趣让他感到很惊讶。 “我是

开超市的，了解后觉得他们这个

技术对于超市合理布局货架很

有帮助，学到了很多东西。 ” 观

众刘华君说。

“此次前来参会，我们最大

的目的是来结识更多同行，从

而开拓眼界， 学习到更多的新

技术。 ” 巴维尔·巴特科鲁托夫

说， 他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展

区里交流，认识了很多同行，特

别是一些中国同行的产品让他

十分惊讶 ，“在方案的阐述方

面， 中国同行有很多不一样的

地方。 ”

巴维尔·巴特科鲁托夫表

示，数博会汇聚了世界上很多技

术领先的大数据企业，这样的展

会对于这个行业有很大的促进

作用，他会推介更多的俄罗斯同

行来参加下一届数博会。

本报记者 钱丽 罗婧

本报讯 5 月 26 日，以“大

数据 + 实体经济 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 为主题的 “讯飞时

光·驱动未来” 活动在清镇市举

行。 活动中，清镇市与科大讯飞

聚焦 “大数据 + 实体经济” 的

融合与发展， 不断深化合作的

深度和广度， 在大数据与实体

经济方面实现深度交流、 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

活动中，科大讯飞子公司讯

飞幻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

活动上发布了三款新品，分别为

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全科实验台、

人工智能信息化 2.0 全项纳米

黑板、 启蒙素质教育 AI+AR 学

伴 2.0， 并对科大讯飞智能办公

本、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录音笔两

款新品进行展示。

活动当天，清镇市向 6 位专

家颁发“清镇市经济发展顾问”

聘书，受聘的 6 位专家为中国科

技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晓

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

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何霞，中国有色金属

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金锐，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协会铝分会秘书长

孟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铝

分会副秘书长高焕芝，广东省制

造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卢狄耿。

活动上，清镇市举行招商引

资签约仪式， 现场签约 6 个项

目, 包括金茂水晶智慧新城项

目 、格利特（GLETT）贵阳跨境

电商物流园项目、清镇市新型建

筑建材产业园建设项目、联通智

慧城市应用项目、贵州全铝精加

工制造产业园项目，以及由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电科嘉

兴新型智慧城市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签约的 1 个战略合作项目。

据悉，本届数博会期间，清镇市

共签约项目 12 个， 投资总额达

357.31 亿元。

（本报记者 黄菊）

本报讯 5 月 26 日，2019 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乌当区

招商推介会举行。当天，乌当区与

10 家企业签约 ， 签 约金 额 为

352.426 亿元。

推介会上， 乌当区与宝能集

团、贵州正中平实业有限公司、贵

阳乌当医渡云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基金、星力百货集团、中信国安城

市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贵州格致

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贵州濎

通芯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省

智慧医疗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州

瀑布冷链食品投资有限公司、贵

州加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进行签约， 开展宝能国际

文化健康城、 高端滋补品智能制

造产业、 贵阳乌当医渡云医疗健

康产业投资基金、 中信国安乌当

文化产业园、 第三方医学检验中

心等项目建设。

（本报记者 尹香力）

贵州省政务数据

“一云一网一平台” 正式运行

梅宏院士：“贵州模式” 为“数字中国” 建设提供经验

智能家居、智能医疗、智能

物流……5 月 26 日中午， 在位

于数博会 E3 展馆的“2019 数博

会人工智能全球大赛” 展位里

人来人往，观众们纷纷驻足观看

参赛项目的视频介绍，与各项目

负责人就专业问题进行探讨，感

受着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创造

的美好。

“今年是我第三次参观数

博会的展览，每次来都感受到世

界最前沿的大数据浪潮。 ” 在展

位现场，贵阳一所民办中学的教

师王川最关心智能教育， 他说：

“如今，智能教育已经可以通过

视觉技术，实现对试卷进行机器

批改。 同时，还能通过语音识别

技术，可以有效地改进学生学习

外语时的发音，并且实现人机交

互、在线教育并解答学生问题等

功能。 未来，人工智能还会继续

介入教育教学的更多方面，为学

生和教师提供更多便利。 ”

成都云图睿视科技有限公

司的 “云图睿视” 项目进入了

2019 数博会人工智能全球大赛

半决赛， 提起参加这次大赛，公

司市场总监程明兴奋地说：“整

个参赛过程，就是一个学习和提

高的过程。大赛为全球范围内的

创新人才和团队搭建了交流平

台，促进了产业发展。 ”

对于携项目参加展览，程明

也表示出十分的热情。“今天是

展览的第一天，我接待了很多人

工智能爱好者，在给他们讲解产

品的同时，更增添了我们自助研

发项目的自信。 明年，我们争取

还来参赛！ ” 程明说。

本报记者 帅弋 杨婷

“明年，我们争取还来参赛”

———2019 数博会人工智能全球大赛

展览速写

本报讯 5 月 26 日 ，2019

数博会系列活动之一的 “爽爽

贵阳·数谷之旅” 活动亮相 2019

数博会，现场发布了贵阳周边游

精选路线、贵阳特色路线以及大

数据成果展示专线，让与会嘉宾

观众体验“数谷” 魅力。

其中，贵阳周边游精选路线

除了推介达德学校旧址、 阳明

祠、甲秀楼、文昌阁等经典景点

以外，还设计了黄果树天星桥陡

坡塘一日游、西江千户苗寨一日

游、 梵净山一日游、 天眼 FAST

一日游等路线。

贵阳特色路线则结合贵阳

自身实际， 打造极限爱好者激

情探险、文艺青年的贵阳范、复

古爱好者穿越老贵阳人文历

史、 休闲自驾美景贵阳等四类

特色线路。 极限爱好者激情探

险串联了南江大峡谷飞拉达攀

岩、开阳猴耳天坑荡秋千、桃源

河魔幻漂流、苏格兰牧场、香纸

沟徒步等景点； 文艺青年的贵

阳范串联了甲秀楼、美术馆、黔

灵山、青岩古镇、夜郎谷、花溪

板桥艺术村等景点； 复古爱好

者穿越老贵阳人文历史穿插了

多彩贵州文化创意园、 时光贵

州、乡愁贵州、电台街、虎峰别

墅等景点； 休闲自驾美景贵阳

则穿插了羊场花画小镇、 黄莲

村、枫叶谷、诗画渡寨、甜蜜阿

栗等景点。

大数据成果展示专线包括

溪云小镇观摩游、 修文猕猴桃

科技园观摩游等。

（本报记者 尹香力）

“爽爽贵阳·数谷之旅” 活动亮相

2019 数博会

打造三大路线

体验“数谷” 魅力

本报讯 5 月 26 日 ，2019

数博会贵阳高新电竞系列活动

之贵州电竞名人堂电竞名人现

场挑战赛正式开赛， 吸引 39 支

队伍展开激烈对决。

本次比赛是 2019 年数博会

贵阳高新电竞系列活动的最后

一场，由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组委会指导，贵阳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

办，贵阳高新电竞秀场（电竞众

创空间）、贵州链网数字文化有

限公司承办，贵州省网络文化发

展协会、贵阳国家高新区大数据

发展办公室协办。本次比赛时间

为 5 月 26 日至 29 日， 共有 39

支队伍、近 60 名选手参赛。 比赛

项目包括王者荣耀等热门游戏，

采取线下方式进行，每日决出一

支队伍进入决战之日四强赛，名

人堂队伍直接进入四强赛。

“这次比赛主要以本地选手

为主， 目的在于营造本土电竞文

化，培养本土电竞队伍。 ” 贵阳高

新电竞秀场 （电竞众创空间）运

营负责人赵乔奇说， 依托于数博

大道， 他们还将打造贵州的电竞

赛事文化中心———数字文化创意

馆贵阳高新电竞秀场， 作为数博

大道文化旅游规划项目， 助力贵

州“大数据 + 旅游” 的发展。

（本报记者 蔡婕）

39支队伍角逐

电竞名人现场挑战赛

台湾机器人首次亮相 2019 数博会

小小机器人 开创大未来

俄罗斯参展商巴维尔·巴特科鲁托夫：

“这里的大数据发展氛围是最好的”

逾 352 亿元项目落户乌当

“讯飞时光·驱动未来” 活动———

清镇现场签约六个项目

图为数谷之声·露天水幕音乐会现场。 本报记者 周永 摄

本报讯 5 月 26 日 19 点

30 分，2019 数博会交响音乐会

在贵阳大剧院音乐厅举行，著名

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国家一级

指挥、著名指挥家张国勇等艺术

家，为参会嘉宾演绎了一场听觉

“盛宴” 。

当晚，音乐会在谭盾创作的

交响诗《帕萨卡里亚:风与鸟的

密语》中拉开序幕，在著名小提

琴演奏家吕思清的带领下，乐团

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下半场，乐团演奏了《我的中国

心》， 旅奥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

献唱《一杯美酒》《笑之歌》，著

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演唱了

著名曲目 《两地曲》《我的太

阳》《我和我的祖国》。 最后，音

乐会在全体嘉宾合唱《我和我的

祖国》快闪活动中结束。

据悉，当天举办的交响音乐

会为第一场，时长 90 分钟，为参

会嘉宾演出专场；5 月 27 日晚，

交响音乐会将以商业演出方式

举行，演出可容纳嘉宾 600 人。

（本报记者 尹香力/文 胡家林/图）

2019数博会交响音乐会举行

图为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演奏《梁祝》。

5 月 26 日晚， 作为 2019 数

博会“数谷之夜” 的系列活动之

一，数谷之声·露天水幕音乐会走

进观山湖公园， 为现场数千名观

众奉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露天

水幕音乐会由 AI 虚拟主持人全

程主持。在跨度近 200 米长的水

柱区域，当音乐响起的瞬间，160

组艺术喷泉随音乐律动，向天空

喷涌出近百米高，形成五彩斑斓

的水柱。同时，通过 1500 平方米

的高清水幕，呈现出“数字产业

化 产业数字化”“爽爽贵阳”

等字样。

“这几年，数博会年年都举

办，但以前都没来现场看过。 ”

为了看露天水幕音乐会， 市民

张仕海和妻子早早来到观山湖

公园等待节目开始，“通过参加

这样的活动， 让我更加了解了

数博会。 ”

据介绍， 在 2018 数博会期

间，观山湖公园上演的水幕电影

吸引了 60 万人次观看。 在今年

的“数谷之夜” 上，观山湖公园

面向数博会嘉宾及广大群众举

行露天水幕音乐会，由国际顶尖

水平的专业舞美、艺术、水幕技

术团队打造，通过大地、生命、数

字、未来四大篇章，为现场来宾

呈现贵州的自然之美，展示贵州

大数据的发展速度。

2019 数博会期间，“数谷之

夜” 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让参

会嘉宾和广大市民近距离体验

大数据发展的魅力。 其中，数谷

之声·露天水幕音乐会将持续到

5 月 31 日。

本报记者 黄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