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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区，

“十三五” 期间，贵阳大数

据产业蓬勃发展、大数据融

合不断深化、大数据创新领

先领跑， 中国数谷日新月

异，大数据产业发展实现从

“风生水起” 到 “落地生

根” 再到 “集聚成势” 的

“三级跳” 。

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

记在视察贵州时强调，要着

眼于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

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

系。 站在新起点、奋进新征

程， 贵阳贵安将乘势而上、

砥砺奋进，不断发扬创新发

展拓荒牛精神，奋力在深入

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

机，坚定不移推进大数据战

略行动，不负期待、不负时

代，奋力在新征程中谱写贵

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不断发扬创新发展拓荒牛精神 坚定不移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

———贵阳贵安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3 月 1 日上午，贵阳市第六医

院影像科医生黄达巍将一张患者

的胸部正位 X 光片放进扫片仪，

通过大数据分析医疗影像诊断系

统，短短几秒钟，患者的疾病类型

就显示了出来。

“根据显示，该患者的心脏有

83.97%的概率存在心影增大的问

题， 肺部有 64.11%的概率存在积

液，系统还会生成一张柱状图，帮

助我们快速准确分析出患者存在

的疾病。 ” 黄达巍说。

这项技术是贵阳朗玛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大数据人工智

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又一成果。 近

年来， 朗玛信息通过长期的互联

网医院运营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

大量的用户数据， 并将积累的病

例数据化， 自主研发了 AI 智能诊

断实验室， 由 AI 系统自主学习经

专家诊断的病理影像后进行智能

诊断， 减少普通病和常见病患者

对三甲医院、 专家诊断的过分依

赖，降低医疗成本。

几年来，朗玛信息乘着贵阳发

展大数据的东风，以创新为动力不

断开拓大数据融合新领域，实现弯

道取直、后发赶超，连续四年入围

“中国互联网 100 强” 的互联网医

疗企业，连续五年被国家部委联合

认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

企业” ， 被国家发改委评定为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被国家工信部评定

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2015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贵州视察，对贵州发展提

出了要求。 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大数据产

业与大健康产业结合起来，依托

实体医疗机构，形成以实体医院

为基础 ，集医疗健康咨询 、远程

问诊、健康检测和医药电商于一

体的‘互联网 + 医疗’ 健康服务

闭环。 ” 朗玛信息总裁王健说，

“今年，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

贵州，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为我

们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

未来，朗玛信息将重点围绕高

质量发展， 制定稳健有序的产业

战略布局，持续把互联网、大数据

等技术作为医疗的 “放大器” 和

“连接器” ，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健

康医疗服务， 打造高质量的医疗

健康服务体系。

在大数据医疗融合发展方面，

朗玛信息将加速完善朗玛互联网

医疗生态系统， 通过互联网医疗

模式，突破地域壁垒，将更多的优

质医疗资源带给更多的民众，增

加就医便捷性的同时降低医疗成

本，减小患者经济负担。

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 朗玛信

息将推进人工智能在医疗辅助诊断

上的研发， 以远程诊疗实时视频服

务为基础， 深挖视频内容智能分析

领域用户需求， 结合机器学习技术

积极探索人体姿态识别、3D 深度影

像识别的应用，从“智慧康复训练系

统”“患者异常姿态智能识别处理

系统”等应用系统方向着手，逐步研

发一批医疗健康新模式应用产品。

在医疗可穿戴设备方面， 朗玛

信息已自主研发了“拉雅芯” 医学

模块， 可一次性完成血糖、 总胆固

醇、尿酸、血酮、甘油三酯、高低密度

脂蛋白等多项指标的测量， 远销海

外 3万余套。 未来，朗玛信息将通过

完善整体的供应链管理， 加强核心

竞争能力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开发

新的产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

完成 Pre-A 轮融资， 与投

资方勘设股份将在智慧交通、

智慧城市等领域进行合作；与

瑞士导航科技企业 Fixposition

达成战略合作， 促进无人驾驶

技术在末端物流、智慧农业、智

能安防等领域的应用……这是

贵阳高新区企业贵州翰凯斯智

能技术有限公司在推动无人驾

驶与产业融合方面的最新进

展。

今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

书记在视察贵州时指出， 希望

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

新路， 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

抢新机。 对于大数据企业翰凯

斯来说，这蕴藏着新的希望、新

的力量。

翰凯斯 CEO 喻川说，新

冠肺炎疫情给各行业带来诸

多挑战的同时，也让企业看到

了非接触型经济快速发展给

低速无人驾驶带来的新产业

机遇。 “2020 年，在疫情之下，

我们逆势增长， 产品远销瑞

士、法国、意大利、新加坡以及

美国等 7 个国家，并在全球范

围内获得了数十项大奖，50 余

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已

获得授权，30 多项国际专利正

在申请。 ”

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5G

等技术的发展，无人驾驶技术

被认为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

的重要突破口。 “2021 年，我

们将抢抓新一轮数字经济发

展机遇，发掘无人驾驶的新动

能。 这次 Pre-A 轮融资将用于

自动化生产线建设，实现 PIX

无人驾驶车辆的规模化量产，

推动自动驾驶在园区、 景区、

高校、医院、酒店、机场等半封

闭场景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

运营。 ” 喻川说。

从创业到立业的跨越，喻

川认为离不开拼搏创新，更离

不开抢抓发展新机。 2015 年，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翰

凯斯仅仅是一个只有 15 人的

初创企业。 “我们当时有幸亲

耳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

发展大数据的肯定。 6 年来，

我们牢牢抓住大数据发展东

风，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上，我们 4 次组织承办无

人驾驶全球挑战赛，并和国际

同行联手建立无人驾驶实训

基地，在硅谷和北京设有研发

中心，在意大利都灵设有产品

设计中心，发展势头迅猛。 ”

喻川说。

如今，在贵阳制造中心，翰

凯斯通过 AI 生成设计算法及

大尺寸金属 3D 打印制造技术，

自主研发了自动驾驶通用底

盘， 大幅度降低了客户运用自

动驾驶技术的门槛， 让无人驾

驶技术的触角延伸更广。

新机遇中往往孕育着新的

可能性 ， 抢抓大数据发展机

遇，翰凯斯为未来生活描绘出

新蓝图：一个通用无人驾驶底

盘上，各种类似“小房间” 的

舱体可快速搭建 ， 变成物流

车、零售车、清扫消毒车、安防

巡逻车、移动酒店、移动咖啡

店、移动健身房等。 当用户需

要时，只需手机预约，这些无

人车就会自动来到身边提供

服务。

新年初始，万象更新。 位于贵

安新区的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

息园内一片繁忙， 工作人员正加

紧推进新一年的生产工作， 奋力

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下一步，我

们将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

机，助力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 ”

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工作

人员宋通波说。

记者在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

信息园看到， 园区 1.3 期工程已

经封顶， 正在进行机楼的配套建

设。

据介绍，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

信息园于 2014 年开工建设， 总投

资 70 亿元，已于 2015 年 6 月竣工

的 1.1 期绿色数据中心工程占地

186 亩， 提供 5335 个机架、8 万台

服务器。1.2 期工程已于 2019 年建

成投用，提供 4500 个机架。 1.3 期

工程于 2020 年 5 月启动建设，预

计今年底投入使用后，可提供 5000

余个机架、约 7 万台服务器。

“我们正加快推进 1.3 期工程

建设，年底建成交付后，将达到 1.5

万个机架的服务能力。” 宋通波说，

2021 年， 园区还将加强网络建设，

为将贵州信息园打造成中国电信

最大的天翼云资源池打好基础。

作为贵州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示范项目以及贵安新区第一家成

立运营的数据中心， 中国电信云

计算贵州信息园自运营以来，一

直发挥着大数据创新发展 “领头

雁” 的作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计

算贵州分公司业务支撑部负责人

顾嵬介绍，2017 年 2 月，中国电信

云计算贵州信息园开始投入运

营， 当时一期数据机楼配套建设

还未完全竣工，建设机架只有 600

个，入驻用户仅 10 家。 经过几年

的发展，数据中心机架从 600 个增

加到 10000 个、 出口带宽从 200G

增长到 3T、 园区营收从 700 万元

增加到 7.5 亿元， 入驻用户达 59

家。 目前，信息园已发展成为贵州

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 具备为企

业提供机架租赁、云资源池租赁、

定制专属私有云等服务的能力。

“高效节能、绿色发展一直

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 顾嵬

说，贵州信息园一直坚持“高端

化、绿色化、集约化” 的发展要

求 ， 成立节能降耗专项攻坚团

队， 致力于节能减排技术研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园区共完成

309 台水冷末端空调“回风控制

改送风控制” 改造工作，空调末

端电耗同比下降 26%。 如今，园

区年平均 PUE 已由 2015 年的

1.81 降低至 1.33， 最优时能达

到 1.18， 能耗显著降低。 目前，

信 息 园 获 评 中 国 电 信 五 星 级

IDC 数据中心，通过国际数据中

心 Uptime� MO 认证等。

数据中心作为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云计算的基础

设施。 2021 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

年，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将

准确把握大数据发展现状与趋势，

持续优化数据中心运营，拓展数据

中心业务，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为

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近期，贵州里定医疗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正忙着为即将新推

出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作准备。 公

司此次新推的多光子超声乳腺成

像智能检测系统，集合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 深度融合了多光

子光谱成像与分析技术， 有望实

现乳腺癌早发现、早治疗。

加快变革传统筛查诊疗模式，

实现乳腺癌的早发现、早治疗，是

医疗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世

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

布的全球最新癌症数据显示，2020

年， 乳腺癌新发病例数首次超过

肺癌，成为“全球第一大癌” 。 据

国内权威专家介绍， 乳腺癌不容

易被发现，女性疼痛时才关注，确

诊时间相对较晚， 发现时一般都

到了中晚期。 “我们借助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 助力实现乳腺

癌早发现、早治疗。 ” 贵州里定医

疗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易东升说。

贵州里定医疗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为妇幼健

康保驾护航的大数据企业。 在贵

州大数据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该

公司紧抓机遇，巧借“东风” ，瞄

准妇幼领域痛点， 加快探索大数

据医疗服务新模式。 经过 10 年的

发展， 里定医疗逐渐从一家微型

医疗器械经销商， 成长为国内优

秀的医疗大数据应用技术企业。

2018 年， 公司的新生儿疾病筛查

系统获得了 “中国数谷” 大数据

应用场景 TOP100 评选第一名，系

统目前已为全国 4000 多家医疗机

构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凭借多年的技术积淀与探索，

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 公司将目

光瞄准了当下乳腺癌治疗难题，

聚焦乳腺癌防控工作的远程医疗

服务。 2020 年 12 月底，公司成功

研发出了多光子超声乳腺成像智

能检测系统， 乳腺癌防控工作远

程医疗服务的全产业链闭环形

成， 公司也真正成为了一家集高

新医疗数字设备制造和大数据、

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应用为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易东升介绍，多光子超声乳

腺成像智能检测系统是一个乳

腺智能分析平台，由公司与国内

权威专家共同制定方案、建立体

系。 公司对该系统的硬件智能设

备和软件平台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 系统将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多

光子乳腺光谱成像技术” 进行深

度融合，高效实现乳腺癌筛查定

性、定量、定位检测和数字化管

理。

目前，里定医疗正加快系统

的整体调试。 系统正式运行后，

有助于推动先进的筛查技术下

沉到基层医疗机构，有效提升乳

腺癌筛查符合率、普及率。 平台

将多光子光谱成像与分析技术

无缝接入大数据平台，形成“机

构 + 网络 ” 的乳腺癌筛查新模

式，基层医疗机构只需配备一套

线下智能辅助设备，便可实现筛

查数据网络智能分析，能有效解

决基层医疗机构设备差、技术弱

的问题，有效降低误诊率，提升

筛查质量。

同时，患者可通过平台在线预

约就诊、在线问诊、在线查询医疗

报告，提升就诊和筛查体验。 在乳

腺癌筛查的同时， 平台还将搭建

一个乳腺癌数据库， 通过对数据

的收集分析， 进一步优化乳腺癌

筛查技术和服务， 为相关部门对

乳腺癌疾病的监控和管理提供支

撑。

“除了为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未来 3 到 5 年，我们计划建一万家

线下服务点， 通过线下智能设备

和专业人员的协作， 实现乳腺癌

筛查数据自动上传系统， 系统便

会自动分析数据， 并出具对应治

疗方案。 ” 易东升说，通过这种方

式，让这项服务真正走进社区、服

务患者，实现乳腺癌的早发现、早

治疗。

■题记

图为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

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

乘“云” 而上 实现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

贵阳朗玛信息———

深耕智慧医疗 打造行业标杆

贵州里定医疗———

乘数字经济发展东风 解妇幼领域健康难题

贵州翰凯斯———

抢抓新机遇 培育新动能

图为翰凯斯智能工厂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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