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

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

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 贵州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

加快大数据与实体经济、 乡村振

兴、服务民生、社会治理的融合，汇

聚了一大批大数据企业和人才，贵

州也走出了许多互联网领军人物。

昨日的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

第六场集中访谈活动举行的“互联

网京黔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满帮

集团联席总裁兼货车帮 CEO 罗

鹏，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白山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霍涛，以及

贵州籍的互联网公司代表：马蜂窝

旅游网联合创始人兼 CEO 陈罡，

大姨吗创始人兼 CEO 柴可， 易企

秀创始人兼 CEO 黄金， 携程集团

副总裁、 首席政府事务官席伟航，

围绕大数据融合发展的贵州力量

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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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数据带来的便利，在场进

行对话的各位代表、嘉宾纷纷结合行

业进行发言，其中，个性化便是一个

关键词。

“我们用数据把完全不能使用

互联网互通的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

连接在一起，让他们从互联网的被变

革者变成大数据的应用者、创业者和

受益者。 ” 罗鹏说，满帮集团有了货

源和信息匹配之后，把合适的货源推

给合适的货车司机，司机在这个过程

中多拉快跑，不空跑和乱跑，合适的

匹配提高了效率。 目前，有超过 150

万家的物流公司、超过 560 万个货车

司机，数据把这些原来完全不能够使

用互联网的货车司机跟物流企业连

接在一起，变成了大数据的受益者。

“现在看到流畅的直播，背后是

我们的服务。”霍涛表示，和货车司机

不同，他们聚焦的是企业服务，提供

数据服务云计算，主要解决客户数据

的高速传输、应用集成和网络安全。

陈罡说，马蜂窝用旅行大数据驱

动服务，每天都有上百万的人在马蜂

窝进行交流，这些数据被分析成为结

构化数据， 让消费决策更敏捷和迅

速。 因为有了大数据，马蜂窝旅游攻

略成为中国年轻一代去全球各地旅

行的利器。

在女性生殖健康领域， 柴可介绍，

如何高效地帮助女性找到最好的时机，

帮助家庭找到最好的节点，通过对大数

据的分析，用数字化方式辅助用户用智

慧的体温、排卵监测去关注健康，这都

是大数据带给女性健康的内容。

而关于创意设计，现场，黄金介

绍了易企秀利用大数据带来的服务。

“数据量多的时候，有些人找模板很

费劲。 ” 黄金说，易企秀发展四年时

间，走过了三个阶段。 其中第二个阶

段便是利用数据分析，针对人进行个

性化推送。

近年来， 中国债券市场发展

速度很快，在服务实体经济、提高

直接融资比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潘功胜说， 截至 2018 年末，

我国债券市场余额 86 万亿元，在

全球债券市场中排名第三。 2018

年， 公司信用类债券占整个社会

融资规模的比重为 13%， 成为仅

次于信贷市场的企业第二大融资

渠道。

“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步

伐很快。 ” 潘功胜说，为方便境外

投资者在中国市场发行熊猫债

和境外投资者投资交易中国的

债券， 我们完善了包括投资渠

道、税收、会计制度等在内的多

项政策安排。 截至目前，熊猫债

发行了大约 2000 多亿元，境外投

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总量大

约 1.8 万亿元。

他说，截至 2018 年末，境外

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占比为

2.3%，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下一

步要继续稳妥推进债券市场对外

开放， 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和交易

中国债券创造更加方便和良好的

市场环境。 ” 据新华社电

业内大咖 聚焦大数据融合发展

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集中访谈活动第六场———

大数据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未来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贵州如

何依托中国数谷的平台推动数字经

济的发展，推动大数据的发展？现场，

与会代表、嘉宾还为贵州的大数据发

展谈想法提建议。

“一定要让更多传统产业的从业

者、传统产业的决策者，由过去大数

据的旁观者变成大数据的推动者” 。

说起贵州大数据的发展，“贵漂” 罗

鹏认为，贵州应该成为全国大数据企

业创业者的天堂，进而成为大数据的

引领区和核心区。

“贵州中国数谷继续发展下去，

对企业来讲， 需要一定的战略定

力。 ” 霍涛认为，贵州吸引了苹果、英

特尔、阿里巴巴、腾讯以及本省企业

的出现，但下一步的发展，对企业来

讲，更需要抵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

此外， 贵州大数据要从硬到软发展，

企业要不断地开发自己的软实力，只

有沉住气，贵州大数据企业才会出现

一个个技术型的大数据企业。

“马蜂窝去年在贵州成立大数

据实验室，致力于把贵州旅游大数据

基础设施推进得更快更强。 ” 对于马

蜂窝和贵州旅游的结合， 陈罡表示，

基础设施的在线化率，是在线旅游最

根本的基础，他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在

旅游基础大数据设施方面的投入，让

在线旅游成为一个旅游版的大数据

贵州。

另外， 柴可关注着数据的开放

性。 “比如数化健康的挑战，这是从

医院和数据的隐私性、安全性和合法

性上形成大数据，在开放层面上还面

临非常多的挑战” 。 柴可认为，如果

贵州把这块内容做好将会引起质变。

而黄金认为，贵州的大数据就是

要用起来。 “用好了就是好的能源，

用不好就是耗能源，因为数据是用电

支撑的， 而不是埋在地下的石油” ，

黄金认为， 数据一定要变成生产力，

为民所用，变成价值。

此外，对大数据进行立法也被提

了出来。 “网上一搜就知道，我们的

信息都被黑客在网上轻易拿到。 ”席

伟航呼吁贵州省率先对大数据进行

立法， 在地方性法规中做一些保护，

核心就是整个数字健康的发展。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

全国两会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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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回应金融

改革与发展热点问题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10 日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

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

管理局局长潘功胜， 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热点问

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稳健货币政策内涵没有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

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同时在总

量上要松紧适度。 ”易纲表示。

“今年的松紧适度，就是要

把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

增速大体上与 GDP 名义增速保

持一致。 另外在结构上更加优

化，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

营企业的支持。 ”易纲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

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

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

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

投放、降低贷款成本。

对此，易纲表示，当前我国

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上处于

中等水平，12%左右的总准备金

率跟发达国家差不多。

“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

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

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适的、必要

的。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

说还有一定下调空间，但这个空

间比起前几年已经小多了，同时

还要考虑最优资源配置、防范风

险等问题。 ”易纲说。

易纲说，过去一年，人民银

行兼顾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

定，国际收支更趋平衡，外汇储

备保持在 3万亿美元以上。

“汇率必须要有弹性，我们

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

形成机制。 ”易纲说，人民银行已

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

日常干预，弹性汇率对宏观经济

和国际收支调节能起到自动稳

定器作用。

他说，通过不断完善汇率形

成机制，中国企业和老百姓对人

民币汇率弹性越来越适应，市场

上风险对冲工具越来越多。 我们

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越来越

开放， 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

有方便的市场工具对投资头寸

进行套期保值。 “一个开放的中

国，会使得人民币汇率向由市场

决定的改革方向不断迈进。 ”

易纲说，在市场决定汇率的

机制下，人民币会变成一种非常

有吸引力、 可自由使用的货币，

中国的老百姓、企业和全世界的

投资者将对人民币越来越有信

心。

不断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

长 30%以上。 这一目标如何实现？

潘功胜表示， 今年要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在货币政策方面，

加大逆周期调节， 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 同时运用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

完善普惠服务体系， 继续发挥

“几家抬” 合力，发挥多层次资本

市场作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在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

业融资过程中，要注重市场规律，

坚持精准支持。 ”潘功胜称，要选

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 技术

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

的民营企业进行重点支持， 防止

盲目支持、突击放贷，增强对未来

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

下更大力气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继续稳妥推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

发展大数据 大咖有话说

今年的两会上，不论是政府工作

报告还是各地代表团审议，当中都出

现了不少的“金句” 。 现场，与会代

表、嘉宾结合行业“深情表白” ，对贵

州的数字化纷纷亮出“金句” ，为贵

州的大数据代言，引起了现场阵阵热

烈的掌声。

6位大咖的 6句饱含深情的话，表

达出对贵州大数据发展的信心和期待。

罗鹏说：“货车帮帮货车， 货车

帮帮物流，用大数据产生的价值帮助

所有的基层劳动者。 ”

霍涛说：“过去， 贵州因自然而

多彩；将来，贵州因数据而璀璨。年轻

人不要因为错过东南沿海地区当年

的机遇而遗憾，来西南，到贵州，聚成

一团火，照亮满天星，一起开创下一

个伟大，我在贵州等你来” 。

“大山大水大数据， 爱我大贵

州。 ” 作为贵州籍的互联网企业家，

陈罡说，贵州不仅有好山好水，还在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上迅速演

进，这让他感到十分自豪和骄傲。

“只有数化健康， 才能智汇未

来。 ” 同是贵州人的柴可，也用一句

话表达了对大数据智慧成果转化，开

创未来新医疗、新健康的期待。

“美国有硅谷，中国有数谷，贵州

人，贵州，一起加油！ ”黄金来自贵州

毕节，在现场，他为贵州大数据点赞。

此外，席伟航的话语里表达了贵州

未来可期的愿景：“相信贵州一定能成

为中国的，甚至国际的数据硅谷” 。

“易企秀现在形成了中国领先

的创意营销平台，稍微大一点以后我

们想回贵州，回馈一下贵州” 、“在旅

游上我们希望能够借助马蜂窝的技

术、产品和数据助力贵州，在这个赛

段里和贵州一起扬帆，预祝家乡发展

越来越好。 ” 在访谈中，与会嘉宾还

纷纷表达了自己想回贵州发展的愿

望和期待。

大咖为贵州大数据点赞

大数据让生活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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