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甲秀楼，夜景非常的漂

亮！贵阳不止有大数据，还有漂亮的

山水！ ”在 2019“融合创新·人工智

能” 全球大赛德国分赛区比赛间

隙，记者注意到这样一幕：一名中国

人正指着笔记本上的一幅甲秀楼照

片，向伙伴介绍贵阳、介绍数博会。

记者交谈得知，这名中国人叫

李李，籍贯四川，来自欧福大学，是

大数据时代———德国数字化项目

团队的成员，此次也参加了德国赛

区决赛。李博士的举动让贵阳甲秀

楼成为 2019 “融合创新·人工智

能” 全球大赛德国分赛区参赛者

间的热聊话题，让更多国际友人认

识了贵阳甲秀楼、贵阳数博会。

贵阳融媒记者

金卓颖 王静洁 德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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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人防工程平战开发招商洽谈公告

一、招商单位

贵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二、项目概况

该工程位于黔灵山公园广场南广场人行主要进出口左侧。

工程建筑面积 5542平方米，工程内水、电、通风设备设施齐全；共

有 3 个口部，主通道宽 3 米，高 2.7 米；现有 4 个主洞，洞宽 5 米，

高 3.5米，长 37米。

黔灵山公园是一座综合性的游览公园， 是国家 AAAA 级旅

游区。 距市中心 2公里，距地铁站 800米，多条公交线路可直达，

是集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和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

公园，日均人流量可达 3万余人次。

三、项目定位

（一）人防科普体验馆。 由部分财政资金投资建设。

（二）商业开发。 可做酒类洞藏、商品展示、展销等。

四、合作方式

（一）投资合作 +资源合作

（二）独立运营。

五、联系方式

商机无限，欢迎有志之士来人来函洽谈。

联系人：廖先生 联系电话：86810156���手机：18111908150

�������������������陈先生 联系电话：86852062���手机：13985450277

�������������������邮箱：1316630352@qq.com

贵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9年 4月 25日

寻人启事

刘文和老人，男，81 岁，省府社区

盐务街孤老。 原贵州省建工集团二公

司退休职工。于 2019 年 3 月 4 日下午

2点左右从盐务街家中走失，出门时头

戴黑帽，身穿黑衣，黑裤，脚穿咖啡色

皮鞋，手上戴手表。 老人神智清楚，少

说话。 如有好心人看到线索请电话联

系：胡女士 15285041858

���������何女士 13984021970

������������������������������2019 年 4 月 29 日

公告

2013 年 4 月， 由郑诚承接的富中蝴蝶谷

18.19.20 栋外墙内保温及装饰柱工程， 该工程于

2013 年 7 月完工。 为了保障施工人员、材料供货商

的合法权益，特此公告。 如该项目有未结清债权、债

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请及时与我公司进行登记确

认，若超过登记期限，则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一、债权、债务范围：富中蝴蝶谷 18.19.20 栋外

墙内保温及装饰柱工程未结清债权、债务的人员及

单位。

二、登记时间：自本公告登报发布之日起 30天内

三、登记方式：电话联系及发电子扫描件登记。

四、登记凭据：

1、有效个人身份证扫描件。

2、有效债权、债务原始凭据及双方签字欠款

单据扫描件。

联系人：王晓军

联系电话：13984429366

���������QQ 邮箱：376908283@qq.com

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

2019 年 4 月 24 日

本报讯 4 月 29 日， 记者从

2019 数博会执委会获悉，截至 4 月

25 日，数博会在领英官方门户第二

阶 段 稿 件 预 热 累 计 获 得 曝 光

848743 次，点赞互动 1066 次，新增

关注者 1375 位。 距 2019 数博会开

幕已不足一月时间， 各界关注度持

续升温中。

据介绍，2019 数博会第一阶段

预热推广为 2 月 14 日至 3 月 3 日，

第二阶段预热推广为 3月 28日至 4

月 6日。从 2018年 7月起，“数博会

@

领英官方门户” 保持每周不少于

一篇的动态新闻资讯发送，去年 12

月至今发布的资讯累计已获得点赞

互动 996 次， 互动人群多为大数据

企业中高层决策者、业内专家学者、

资深从业人员，也不乏首席执行官、

联合创始人等核心决策层。

据悉， 领英官方门户是数博会

在全球最大的实名职场社交网站，

推广覆盖 76 个国家、 地区以及 21

个行业领域， 面向用户群体均为业

内资深、 经理、 总监及以上资历层

级，各国机构院校专家学者。

该门户自 2017年 3月 7日创建

以来，主要负责向海外大数据及其相

关行业领域的精英人士推送数博会

相关新闻资讯、 大数据领域新闻、数

博会大会精彩动态等内容。 此外，还

为数博会向海外大数据相关领域的

企业主、

CEO

、大学教授、机构专家

学者等人士发出邀约，邀请其赴贵阳

参加数博会，打开数博会在精英圈子

内的知名度，助力数博会在海外影响

力的全面提升。 （本报记者 陈玲）

距 2019 数博会开幕不足一月———

海外精英对数博会关注度升温

本报讯 4 月 29 日， 记者从

2019 数博会执委会获悉，2019 数

博会工业

APP

融合创新大赛初赛

将于 5 月 5 日至 5 月 8 日进行。

截至目前， 大赛官网展示的工业

APP

参赛项目和可供下载的时间

不到一周。

大赛组委会将邀请国内工业

互联网专家、工业领军企业和投资

机构代表等作为本次大赛的初赛

评委，将从四大应用分类产品下载

次数（

SaaS

产品为试用次数）和用

户反馈（包括商业价值、使用易用

性等） 等维度筛选出 20 个项目进

入决赛路演。

通过数博会官网（

www.big鄄

data-expo.cn

）的大赛项目展示页

面， 可看到很多热门的参赛项目。

截至记者发稿，经营管理类的“哆

啦快运智慧物流平台” 和工业研

发设计类的 “

AI

磷肥生产质控系

统” 受关注程度较高，下载排名位

于前列。

据悉， 本次大赛得到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 航天云网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工业技术软

件化产业联盟等机构的大力支

持。 设立高达 100 万的总奖金池，

奖项不分设团体奖和个人奖，只

针对产品设定特等奖、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和 5 大专项奖，及设

立最佳贡献奖。

值得一提的是，2019 数博会工

业

APP

融合创新大赛将汇聚工业

领域的优秀产品开发商及创业者

落户贵阳，共同推动国家级区域工

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加快构建以贵

阳市为基础、辐射全省、面向全国

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助力

“中国数谷” 建设。

（本报记者 陈玲）

■相关新闻

2019数博会工业 APP融合创新大赛初赛本周末开始

遴选20个项目进入决赛

贵阳甲秀楼“闪亮”德国

本报讯 4 月 28 日， 记者从

2019 数博会执委会获悉， 今年将

再设无人驾驶高端体验区，且项目

更丰富。

贵州翰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 Pix 无人驾驶首席运营官曹雨

腾向记者透露，与去年仅仅是坐上

无人驾驶汽车环绕车道一圈不同，

今年的体验内容较去年更加丰富，

不仅体验区面积有所扩大，体验区

内更是设置了红绿灯体验区、障碍

物避让体验区、绕桩体验区以及人

行道减速和行人避让环节，以充分

演示自动驾驶汽车在不同环境下

的应急反应。

据介绍， 今年的无人驾驶高端

体验区域设置在贵阳市国际会展中

心 E3馆展区，面积有 1890平米，不

需要申请， 市民可在数博会期间到

现场排队扫码付费进行体验。

（本报记者 陈玲）

今年数博会再设

无人驾驶高端体验区

■图说数博

李李博士指着一幅照片向伙伴介绍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