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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V点赞

大数据民生服务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数博会执委

会获悉，2019 数博会 “数博发布” 活

动将于 5 月 25 日 -28 日数博会期间

共举行 25场发布会。

据悉，“数博发布”主要包含领先

科技成果发布、 公益类发布和企业自

主发布。 其中，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

奖” 已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

室批准， 成功列入国家级社会化科学

奖励目录。 届时， 经过严格的项目初

审、复审和终审，评选出的 10 个“黑

科技” 、10 个“新技术” 、20 个“新产

品” 、9个“商业模式” 等共计 49 个项

目将在 5 月 26 日下午举办的 “数博

发布” 之领先科技成果奖发布活动中

亮相，并进行颁奖。 届时，参会嘉宾及

观众将共同见证领先科技成果。

“数博发布” 之公益成果发布指

政府、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及企业在

大数据行业、领域发展趋势、标准、计

量等软科学研究成果及各类研究指

数等社会公益类成果的发布。 本届数

博会期间，《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指

数》、《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报告》、《中国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

能力发展报告 （2019）》、“‘数治未

来’ 中国电科大数据成果” 、“一云一

网一平台” 、“贵州能源大数据平

台” 、“贵州省科技服务综合支撑平

台” 等公益类成果将在本届数博会上

进行公开发布。

同时，“数博发布” 上还将有“政

务云大数据解决方案” 、“虚拟幼儿

园” 、“数聚蜂巢管理平台 3.0” 、“智

慧监管社会共治平台” 、“黔西南州教

育云、黔西南州企业云、黔西南州合作

社云” 等多个项目成果进行公开发

布。智能视频大数据联盟签约仪式、蚂

蚁金服普惠金融签约仪式、Move� it

首届无人驾驶全球挑战赛颁奖仪式也

将在“数博发布”活动上举行。

数博会期间， 展会还精心策划参

展企业进行企业自主发布、 路演、酒

会、融通会等活动。“浪潮混合云解决

方案全球首发” 、“互联网 + 政务服

务 +AI” 、“小 i 机器人‘认知商用·通

往未来’ ” 、“数谷观察民生指数” 、

“思极·让能源更智慧·让生活更美

好” 、“远光数聚·智在洞察 Realin-

sight.AI产品发布”等 6个项目届时将

在 2019 数博会登录大厅发布区进行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最新成果发布。

此外，“小瓶你好 2019” 、“数美科技

- 全栈式实时反欺诈” 、“大数据扶

贫／一部手机游贵州” 等 10 个项目

及 “2019 中国大数据投资发展融通

会”（2019 中国贵州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执委会）届时将在 2019 数博会 W3

馆路演区进行信息发布。

（本报记者 陈玲）

10个黑科技、10个新技术、20个新产品、9个商业模式将亮相

本报讯 5 月 14 日， 记者从数博

会执委会获悉，2019 数博会生命大数

据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基因组云计算技

术开发者峰会（GCTA� 4）将于 5 月

27日在贵阳新世界酒店隆重举行。

据介绍， 继首届生命大数据高峰

论坛和第三届 GCTA 大会成功举办

后，2019 数博会上， 生命大数据高峰

论坛将携手 GCTA 大会， 邀请 IT 与

BT 领域的前沿研究者、重磅大咖、创

新精英等人以“生命就是大数据” 为

主题，聚焦“阅读、管理、理解、计算生

命大数据” ，分享前沿学术报告，解读

最新政策及行业动态， 为生命大数据

的研究与应用再添新动力。

另外， 区块链技术助力共建中国

人群基因变异解读标准数据库也将在

大会上隆重发布。届时，各领域专家学

者将从不同角度分享与生命大数据相

关的前沿学术动态，并做专题报告。

据了解，GCTA大会自 2016 年举

办以来， 一直以探讨生物信息云计算

技术及产业发展为主题， 聚焦行业现

状、解读技术标准、解决应用问题，旨

在将生物信息领域、 云计算领域的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服务等力量联

合起来， 共同推动生物信息云计算领

域的国内外交流与创新。

此外，微基因、东软医疗、浪潮、阿

里云、微软、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等机构

也将在会上分享最新的服务形态和行

业趋势，提速、降本、增效的大数据服

务将日趋完善。 （本报记者 陈玲）

本报讯 5 月 14 日上午， 筑梦数

谷·网络名人“数谷行”主题宣传活动

在贵阳启动，来自全国的网络名人、微

博微信大 V， 前往全国首个大数据综

合实验区， 探索贵阳应用大数据在产

业、政府、民生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

“期待发现大数据与民生结出的

更多硕果。 ” 网络名人代表杨建国告

诉记者，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贵阳，每

年来参加数博会时， 他都能感受到贵

阳的大数据发展在服务民生上的进

步，也期待在这片数谷热土上，能诞生

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

当天下午，大 V 们来到贵阳朗玛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大数据

与民生服务融合项目。 “生活在贵阳

的朋友太幸福了， 不出家门就能享受

高科技医疗服务。 ” 一位大 V 拿起公

司开发的拉雅健康仪感叹道。据介绍，

拉雅健康仪是一款能够实时检测血糖

的设备，通过接入互联网，自动保存用

户每一次测量过的血糖数据， 并通过

数据分析给予相应的健康建议。

据悉，本次活动由贵阳市委网信

办主办，贵阳市融媒体中心、贵阳日报

传媒集团承办。在两天的行程里，大 V

们将前往贵州航天云网、5G创新应用

联合实验室等大数据应用示范点进行

参观，并以大 V 的独特视角，将参观

经历、感悟与网友进行实时线上互动、

分享，让全国网友对大数据应用有更

真实和直观的了解。

（本报记者 罗林）

上海夏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

业焊点缺陷智能识别技术可有效提高

工业效率，该企业在 2019数博会人工

智能大赛成都分赛区中脱颖而出，获

得 5月底在贵阳举办的总决赛阶段比

赛的入场券。

据了解，上海夏数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是同济大学科技园人工智能创新

企业，是立足于上海和美国的一家大

数据企业，该参赛项目为上海夏数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日本加贺电子科技

公司、深圳劲拓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开发的基于深度学习的焊点智能

检测系统，夏数科技负责整套系统的

算法研发和模型建立。

智能焊点检测系统可以让自动光

学检测设备的焊点直通率（按板计）

从原本的 50%提高到 90%左右， 丝印

直通率从原本的 70%提高到 95%，且

不良焊点不流出，提高了工业效率。

目前，市场上的自动化检测设备

比较传统，基本上设计能达到 40％以

上的检出率造价都较高，要 85 万元以

上， 但在设备上增加一个上海夏数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焊点检测系

统，就可让该设备的精度从 40％提升

到 90％。

例如在驾驶室里安装一般的摄像

头、 传感器等系统， 在真实检测环境

里，电话和短信很难通过人脸来判断，

但安装驾驶辅助系统， 可直接通过人

脸检测驾驶员的驾驶状态， 并根据驾

驶员的疲倦程度进行分析， 做出相应

的提示和措施，精确度可达到 95％。

本报记者 陈玲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展示中心将于近期正式开馆， 随着

“数据之眼”睁开，世界将从这里看到

贵州。 近日，记者初探展示中心。

在贵阳高新区长岭南路国家数字

内容产业园一楼， 展示中心外墙上一

只圆形 LED 屏构成的“数据之眼” 十

分抢眼，这只“眼睛” 一眨，因大数据

而蝶变的贵州贵阳、 中国数谷与美国

硅谷的对话、 数字经济对贵阳生活的

改变……一个个精彩场景的切换、聚

焦， 寓意世界将从这里看到不一样的

贵州，而贵州也将通过“数据之眼” 放

眼全球。

走进 5000平方米的展厅， 大数据

与贵州之间的故事徐徐展开，数字贵州

这五年的发展历程、变化、成果逐渐明

晰。贵州大数据与实体经济、农业、服务

业、民生、生态服务、乡村振兴之间的深

度融合， 产生了贵州工业互联网平台、

货车帮、朗玛互联网医疗、筑民生、东方

祥云、贵农网等一系列化学反应。

以大数据与便民服务融合发展的

成果———贵州省政务服务网为例，该

平台结合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最新发

展趋势， 开发建设了个人 / 企业专属

网页、网上支付、智能导办、智能问答、

一页通办等功能，群众可通过刷脸、支

付宝扫码等智能方式登录贵州政务服

务网办理事务，实现“服务到家、服务

上手” 。 在展区里触摸“民生风景带”

的可交互模型， 以上信息便生动展现

在公众面前。

在一个环形的大数据产业生态资

源池中，投影仪将贵州“创新型企业”

投射到下方的圆弧形展示带上， 多人

可同时在展示带任何位置触摸点击，

会展示出贵州创新型企业的信息、技

术创新方向、发展成果等，标志着贵州

大数据产业生态的活水在池中自在流

淌；在国际合作展区内，圆形穹顶上是

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 以贵州贵阳为

中心，一个个标注到境外的红色箭头，

正是贵州对外合作的路径。

如果你很想到未来打卡， 展示中

心的交互体验可以帮你实现———整个

场馆中全面覆盖免费无线网络， 确保

展区更智能、 联动世界更轻松。 进入

FAST 体验空间， 开启一段奇妙的星

际旅程，四块 LED 屏幕构成的 CAVE

影像体验空间 ， 全方位带你感受

FAST 天文望远镜对宇宙天体射电信

号的探测、 接收能力， 仿佛真的走进

FAST看到的外太空。

各展区以可见、可触、可应用的形

式， 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多媒体展

示手段， 包括特有的体感交互磁力点

阵翻转屏、AR 互动屏、互动展墙（桌

面）、可视化解读动画、可交互模型、

沙盘模型、VR 虚拟现实、MR 混合现

实等技术，多途径、浸入式提升观众的

体验感、互动感。

智慧体验厅是所有展区中最“留

人”的区域。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

商将在这里展示 5G 通讯技术的不同

应用场景，快捷通达的未来似乎真的已

经到来。其中，“家庭物联网”展区内的

景象尤其令人神往，家里玄关处的智能

魔镜，不仅能照人，还能在镜子上看日

期、天气、新闻等信息；伸手触摸镜面，

听音乐、看微信、学做菜、刷 ZAKER，

手机端应用也能运行自如，更能按自己

的喜好增删布局；与镜面上的语言助手

对话， 它将让你快速得到想要的讯息，

包括替换掉卧室窗外的风景墙，定睛一

看， 原来卧室窗外那鸟语花香的风景，

不是实景也不是画报，而是几块高清电

子屏幕。 在这里，随心所欲改变自己的

家居环境将不再遥远。

“数字描绘的美好生活在这只

‘数据之眼’里清晰可见，这只慧眼目

光如炬， 用大数据的视角带领世人聚

焦数据时代下的贵州影像， 展现这里

因大数据而变的城市、 人文及各行各

业；这只眼睛视野开阔，凝视全球，将

全球最前沿、最先进的技术尽收眼底，

一览无余。 ” 展示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杨蕾 本报记者 张梅

为生命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再添新动力

生命大数据高峰论坛27日举行

网络名人“数谷行”活动启动

“数博会AI全球大赛”（五）

智能焊点检测

提高工业效率

初探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

“数据之眼” 让世界看见贵州

数博会“数博发布”吹响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