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08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版式 王霍 校对／周少俊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全球大数据发展“风向标”

经历三届盛会后，2018 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迎来了新的

征程。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为大会召开发来贺信，贺信在社会各界

引发了强烈反响，这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数博会和

贵州大数据发展事业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同时，2018 数博会也是让老百姓最为惊喜的一年，51 项黑科技、百

个大数据应用场景、十佳大数据应用案例等创新成果竞相发布，让大家

见识了科技发展的魅力，“数博会之旅” 、“数谷之夜” 更是给贵州人民

带来一场震撼的科技之旅，成为全球大数据发展的风向标。

核心提示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吸引了一

大批标志性项目落地贵州。 初步统

计，全省共签约合作项目 199个、金

额 352.8 亿元。 其中贵阳市签约项

目 108 个、金额 221.6 亿元。 如，贵

州省投资促进局在会议期间牵头

举办了大数据招商推介会，面向全

球发布了电子信息产业、大数据融

合现代服务业、 大数据融合农业、

大数据融合工业、大数据核心业态

等 100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投资

规模达 1688.66亿元。150余家来自

美国、印度、以色列和国内大数据、

互联网、电子信息产业领域优强企

业的负责人出席了推介活动，现场

签署了 19个总投资规模 84 亿元的

投资合同。

大数据理论成果更加丰硕，形

成了一系列大数据未来发展趋势

共识。 大会首次发布了《数字经济

与数字治理白皮书 2018》、《数字

中国》 等大数据前沿研究著作，首

次发布了 360数据安全重点实验室

等单位共同研究的 2018 城市数据

安全指数、复旦大学等单位共同研

究的数林指数等，还发布了《中国

数字经济指数 2018年度白皮书》。

另外，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

峰会形成了《贵阳共识》，指出中

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需要政府、企

业和社会共商、共建、共治、共享，

形成的八点共识对发展电子商务

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在 5月 25日的

大数据精准扶贫标准化论坛上发

布的 15 项我国首批产业扶贫国家

标准，标志着数博会论坛已从前沿

话题探讨、发布最新理论成果向占

领标准战略高地转变。

行业引领效应突出，展示了一

批引领性、前沿性技术成果。 300余

家参会企业和机构累计展出了超

过 1000项最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

案，展示内容聚焦大数据技术的实

际应用，并深刻诠释了整个大数据

产业生态。5G应用场景、无人驾驶、

无人超市、VR、AR 穿戴体验、电

竞、未来科幻等前沿科技体验项目

引爆展馆体验现场。 本届数博会期

间，首次展示了对“中国天眼” 所

接收天文大数据进行处理的超算

能力和技术应用成果， 以色列展

团、俄罗斯展团、马来西亚展团等

国大数据相关企业展示了加密通

信、语言识别、驾驶辅助、安全防护

以及机器智能学习等国际领先技

术、应用和硬件设备。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数博会成果丰硕

VR驾驶体验

总书记发来贺信

2018年 5 月 26 日， 爽爽的贵

阳迎来了世界各地的 5 万余名中

外嘉宾。

去年的数博会是党的十九大

召开后的第一次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

信，对本届数博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的祝贺，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提

出了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总书记

对数博会的高度重视、对贵州的亲

切关怀和深情厚爱。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站在造福世

界各国人民、 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

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高度， 深刻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给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管理、社会

治理、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精辟阐

明了我国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

略、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

决策部署， 积极倡导世界各国加强

交流互鉴、深化沟通合作，共同推动

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 共创智慧生

活， 为大数据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随后， 总书记的贺信在中外业

界、与会嘉宾、社会各界和全省上下

引发了强烈反响， 国内外主流媒体

进行了转载。大家纷纷表示，贺信是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具体体

现，为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应对互联网信息安全和治理， 全面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提供了中国

智慧、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总书记

的贺信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和激

励， 成为贵阳继续办好数博会的强

大动力。总书记为 2018数博会的召

开发来贺信，这是具有历史性、里程

碑意义的大事， 标志着数博会和贵

州大数据发展事业站在了新的起点

上，迈进了新的征程。

首设“一带一路”国际展区

2018 数博会参会代表和嘉宾

从上届的 1.7 万人增加到 5.3 万

人，参会国家 29 个，参会外宾 536

人。 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等外

国政要、政府机构官员以及美国、英

国、意大利、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

驻华使节，高通、苹果等国外知名企

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美国、英国、意

大利、 以色列总领馆举办了分论坛

及系列活动。外国政府、外国行业协

会展团首次集中亮相， 首次开设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伙伴城市展

区，以色列展团、俄罗斯展团、马来

西亚展团、英国展团、印度展团等共

47家企业集中参展。

根据统计，本届数博会的参展

企业达 388 家，其中世界 500 强企

业 18 家， 国外中小企业和微创企

业 145 家，是上届的近 3 倍。 参展

企业包括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

司、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 、360 企业安全集团 、

NTT

DATA

集团、甲骨文、富士康科技

集团、戴尔（中国）有限公司、京东

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通无线

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谷歌

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Face鄄

book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贵阳货

车帮科技有限公司、神州数码控股

有限公司等。

上千个创新成果展示发布

本届数博会精心策划、周密安

排了

VR

、

AR

技术、 人工智能、无

人驾驶等体验感、互动感十足的各

类场景……让贵阳市民大饱眼福，

同时感受到了科技发展的魅力。

另外，在数博会期间，大会向

与会嘉宾及观众提供了会务

APP

、

人脸识别、小 i 机器人、科大讯飞

人工智能语音翻译、无人超市等科

技感十足的会务服务， 以及 5

G

应

用场景、 无人车、

VR

展示、

AR

室

内实体智能导航等前沿科技体验，

让参观者真切感受到扑面而来的

未来生活气息。 特别策划了大数据

实践成果观摩之旅，结合国家大数

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发展实际，

精心筛选了 33 个大数据实践观摩

点、9条观摩线路，供嘉宾前往参观

访问，充分展示了中国数谷、云上

贵州、爽爽贵阳的良好发展环境和

良好“双创”生态。

会议期间， 还展示了我国乃

至全球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最新科

技、 理论成果， 共展出超过 1000

项最新产品和技术与解决方案。

集中展示 5G 技术及应用，

首次展示“中国天

眼” 超算技术应用

成果， 集中发布了

15 项我国首批产

业扶贫国家标准、

大数据及关联产业

的 51 项领先科技

成果、百个大数

据应用场景和

一批大数据研

究成果。

大数据最新技术创新与成就，

也成为参会嘉宾瞩目的焦点。

BAT

三大掌门人再次相聚，在各个高端

对话发表精彩演讲，成为数博会的

一大看点。

百度创始人、 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说，“

AI

时代的终极理想是

让技术忠诚于人类、 服务于人类，

为人类带来更多自由和可能，让人

类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 腾讯公司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说，“数字化将提高每个人的生活

品质。 ”

引领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本届数博会紧盯大数据新理

念、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新模

式、新应用，重点策划、创新推出

“数博发布” 特色品牌，举办了 40

余场系列成果发布活动。 面向全球

征集到 500 余项领先科技成果，严

格评选并集中发布了大数据及关

联产业的 11 项黑科技、10 项新技

术、20 项新产品、10 个新商业模式

等 51 项领先科技成果， 受到了专

家、学者及观众的一致好评。 首次

发布贵州省大数据十大融合创新

推荐案例，集中展示了大数据融合

创新成果。3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

在数博会上发布新产品、 新技术，

易鲸捷公司的冷热数据分离异构

介质存储架构、中科院的主权区块

链底层技术平台等属全球首发，

“数博发布” 成为最具权威性和影

响力的全球品牌。

本报记者 杨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