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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贵阳市投促

局获悉，2015 至 2018 数博会期间，贵

阳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引资工作，累

计签约 476 个项目， 签约金额达

888.49亿元。

具体看来，2015 数博会签约项目

19 个, 涉及金额 40.9 亿元；2016 数博

会签约项目 182 个， 涉及金额 381.35

亿元；2017 数博会签约项目 167 个，涉

及金额 244.61 亿元；2018 数博会签约

项目 108个，涉及金额 221.63亿元。

自 2015 年以来，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数博会）已连

续举办四届。 如今，这已成为贵阳对

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通过这一平台，

贵阳市开展了一系列推介、洽谈及项

目签约活动，实现企业之间的精准招

商对接。

期间， 贵阳市与华为云、 满帮集

团、大数据交易平台项目、科大讯飞、

航天云网、阿里巴巴盒马鲜生、小 i 机

器人、 医渡云、 易鲸捷等签订合作协

议， 引进以大数

据交易平台、贵

阳市社会信用体

系“数据铁笼” 项目、云岩区盒马鲜生

网络科技项目、智能车联网产业园、科

大讯飞人工智能语音云呼叫产业园、

工业云平台、PIX 无人驾驶个性化定

制共享工厂等为代表的一批大数据及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重点项目，为

内陆地区在经济新常态下开放发展，

实现数字与经济融合发展探索新路

径、积累新经验，助推贵阳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也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此外，乘着数博会的东风，贵阳市

相继出台大数据产业发展系列政策，

推动全市大数据产业全面开花， 先后

成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区、

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 大数据产业

技术创新试验区、 大数据及网络安全

示范试点城市。

（本报记者 陈玲）

四届数博会 贵阳共签约476个项目

“我” 说数博系列报道（一）

在贵阳，可以实现你的idea

“你有一个 idea，在贵阳可以和你

一起把 idea变为现实……” 提到贵阳

和大数据， 龚博翔说， 作为一名外乡

人， 贵阳不仅是他研究生学习专业知

识的“第二故乡” ，还是他实现创业梦

想的天堂。

2013 年， 龚博翔考上了贵州大学

电子通讯研究生， 从家乡合肥来到贵

阳求学。 2014 年， 有了创业的想法之

后，龚博翔通过“贵阳高新区大学生创

业园” 了解到了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

策，他和伙伴将自己手上的“微网站”

业务纳入到注册公司的“盘子” 里。

通过积极申请， 龚博翔得到了一

间 20 余平米的免费办公室，并拿到了

“贵州溪山科技有限公司” 的合法身

份，之后开发的项目还得到高新区“大

学生扶持计划”的 5万元资助。

植根于贵阳这片深厚的大数据土

壤，到 2014 年底，龚博翔和合作伙伴

刚成立 8 个月的公司就接到了近 50

单业务，实现了盈利。 龚博翔也实现了

从“码农”到“创客”的梦想。

本报记者

大数据沃土 助他实现梦想

人物名片

龚博翔，安徽人，贵州溪山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90 后董事长；2014 年，在

“贵阳高新区大学生创业园” 、贵州大

学等多部门的帮扶下，创办了“贵州溪

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创业领域

溪山科技集云计算、大数据、新媒

体于一体，结合贵州丰富的旅游资源，运

用大数据等技术，建立贵州旅游品牌资

源大数据平台， 将景观融入 3D和虚拟

现实中，打造视觉和感官的全方位体验，

由此延伸的“智慧旅游”项目。

本期人物：龚博翔

《数字造价管理》白皮书将发布

2019数博会建设工程数字经济论坛上———

本报讯 5 月 5 日，记者从 2019 数

博会执委会获悉，5 月 28 日，2019 中国

国际大数据博览会“数字造价·引领未

来”———建设工程数字经济论坛 （以

下简称“论坛” ），将在贵阳国际生态

会议中心开幕。 届时，《数字造价管

理》白皮书将在论坛上重磅发布。

据悉， 论坛由 2019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 中国建设工程

造价管理协会主办， 贵州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承办。 该论坛作为 2019 中国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论坛之

一，旨在搭建工程领域沟通交流平台，

通过聚合“政产学研用” 行业要素，呈

现一场以 “建筑业工程经济数字化发

展趋势” 为主题的思想盛宴。

据悉，《数字造价管理》白皮书将

在论坛上发布， 其中集成工程造价管

理从业人员及流程、数据、技术和业务

系统，实现工程造价管理的全过程、全

要素、全参与方的结构化、在线化、智

能化，构建项目、企业和行业的平台生

态圈，从而建立以新计价、新管理、新

服务为代表的理想工作场景， 推动工

程造价专业领域转型升级。

《数字造价管理》可谓是当前首

个系统阐释工程造价行业数字化的专

著， 是当下驱动工程造价管理的关键

论述， 随着全面造价管理理念逐步推

进， 其必将引领工程造价行业创新时

代的到来。

此外，记者了解到，论坛拟邀请住

房城乡建设部有关领导、工程造价领域

国内权威院士、各领域相关部委研究和

应用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及有关领导、国

际大数据发展研究专家、国内建设行业

科技龙头公司企业家等共同论道，为工

程造价行业数字化发展献计献策。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聚焦行业前沿

及当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引领行业

转型， 推动中国工程造价行业信息化

的持续发展与进步。 论坛采用主题演

讲、案例分享、对话交流的形式，就建

设工程数字经济未来发展及如何进行

数字化转型做深入探讨， 并总结先进

经验，分享行业内优秀案例，促进产业

融合助推造价行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陈玲）

本报讯 早上 10 点，家住观山湖

区碧水云天小区的徐宪霞老人家中

门铃忽然响起。 此时，老人正在忙着

为孙女煲汤，抽不开身。 拿起放在一

旁的手机，打开“智慧门禁” APP，老

人看到按门铃的原来是老朋友，于是

便轻轻点击手机，实现了远程开门。

随着贵阳市大力推动大数据的

发展， 观山湖区运用大数据思维，在

全区城市社区全面推行“智慧门禁”

系统，依托系统建立实有人口服务管

理平台，有效防止入室盗窃等可控性

案件的发生，全面提升社会治安防控

能力， 也让群众享受到大数据红利，

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

享” ，成为平安城市的支撑。

碧水云天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

小区硬件老化，加上有不少出租房，人

员流动性较大， 曾经发生过几起居民

家中被盗事件。在安装“智慧门禁”系

统以后， 小区居民不仅可以通过电话

呼叫、刷门禁卡、输入房号等传统方式

进出小区，还能利用人脸识别、APP系

统进出。 在方便居民出入的同时，“智

慧门禁”还会对进出群众进行信息采

集，并将所有数据通过物业传至社区、

公安部门。 而社区工作人员在登录智

慧门禁后台后， 可以随时查看小区各

个出口门禁的开门时间、开门人、开门

时照片等信息。当门禁长期未关闭时，

系统可发出预警， 提醒物业或社区工

作人员及时关闭门禁。 “最直接的感

受就是小区变得安全了” ，徐宪霞说，

自从安装系统后， 小区再没有发生过

盗窃案。

在小区居民安全感不断上升的

同时，小区所属的碧海社区也在不断

通过大数据实现对小区综合防控的

精准化、服务群众的便民化和社会治

理的精细化。

记者了解到， 碧海社区研发了

“数治小区” 智慧管理平台，通过搭

建“人—房—物” 的关联系统，融入

智慧平安、智慧养老、智慧便民等多

项服务功能。

据智慧管理平台相关负责人张

兴介绍，社区工作人员在打开电脑进

入平台后， 只需圈选出碧水云天小

区，电脑立即会显示出该小区 4 个组

团的人口户籍数据、居民受教育程度

和年龄分布。 此外，系统还能利用大

数据，从工作关系、邻里关系、子女入

学关系、亲属关系、个人就读关系五

个维度， 自动关联分析人物关系网，

有需要时还能通过平台快速找到与

该人物相关的人员及信息。

“假如一位居民在家发生意外，

我们可以通过人物关系图，迅速联系

到他的亲人； 假如某居民家发生火

灾，也可以通过人物关系图，联系到

他的亲戚或者同事。 ”张兴说。

（本报记者 李慧超）

大数据

让市民生活更安全

五年来，大数据在贵州从无到有、

从有渐优， 演绎了欠发达地区逆袭发

展的好戏。大数据，丰富着贵州发展方

式的内涵， 提升了贵州产业升级的动

能，也改变了多彩贵州的气质。

五年来，以数博会为载体，多少大

数据精英与贵州结缘。他们来自全球各

地，乘着大数据的翅膀，和贵州一起开

启梦想之路，助力贵州实现跨越发展。

从今天起， 我们将陆续推出

“‘我’说数博” 系列报道，用大数据

精英的只言片语，用一个个鲜活的小

故事，看贵州大数据如何从一张白纸

绘就成多彩画卷，诉说“贵州发展大

数据确实有道理” 。

■开篇语

■大数据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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