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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贵阳市作为 “中国数

谷” ，在大数据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有哪些

做法和亮点？

陈晏：近年来，贵阳市充分发挥

大数据发展优势，在做强做优大数据

产业的同时，坚持把大数据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作为主攻方向， 以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

实体经济实现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推动实体经济脱胎换骨、

再壮筋骨。 201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 4039.6亿元，增长 7.4%，新经

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 23%，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水

平指数达到 49.9，大数据成为推动贵

阳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的强大动能。

一是抓平台搭建， 提供技术支

撑。 我们建立了“一企一策” 线上服

务平台， 为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

“一对一” 精准指导和服务保障，全

市累计实施 “千企改造” 企业 491

户，实施“千企改造” 项目 530 个；累

计实施大数据与工业融合项目 342

个，其中投资额超过 1 亿元以上的项

目 56个。同时，我们还依托贵州工业

云平台，帮助企业建立订单、研发、供

应链、原材料、产品物流、企业资源等

关键环节的闭环大数据链， 截至

2019 年底，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上云比率超过 80%。

二是抓智能改造， 提升生产效

率。 结合深入实施“千企改造” 工程

和“万企融合”行动，对传统产业进行

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升级改造，

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比如，

贵州雅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

过对关键工序进行一体自动化、智能

化改造， 生产单班人数由原来的 40

人减少到 13人，生产 10 万支整流二

极管， 从过去需要 24 小时减少到只

需 8小时，不仅节约了成本，还明显提

升了产品质量。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通过对设备的智能化改造，

大幅提高了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和产

品的一致性，产能提高了 100%。

三是抓数据嵌入， 增强经营效

能。充分释放大数据对工业发展的放

大、叠加、倍增作用，引入数字化管理

理念，通过数据量化分析增强企业生

产经营效能。 比如，中航力源液压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建立产品数据管理

系统、分布式数控系统、工装管理系

统等， 实现了三维设计和产品仿真，

有效降低了研发、设计成本。还比如，

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启

动“互联网 +” 客车订制化经营管理

与车辆全生命周期跟踪系统建设项

目，对客车的研发、生产、销售、交付、

使用均进行实时监测，实现对客车生

命周期的全程跟踪，确保高质量生产

和售后服务。

四是抓业态创新，促进动能转换。

除了在工业领域外， 我们还积极推进

大数据与服务领域各行各业的深度融

合发展，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比如，在

金融领域，推出“数谷 e 贷” 系列产

品， 通过大数据风控技术掌握小微企

业的征信状况， 为小微企业提供线上

纯信用、无担保、低利率贷款，累积授

信 6万余笔，涉及金额 158亿余元，有

效解决了广大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比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

件下，为加快推进旅游业复工复市，及

时开发上线“贵阳预约旅游”系统，为

群众提供全市各景区门票分时预约服

务，有力促进旅游业加快复苏。

新华网：当前，贵阳市、贵安新区

正加快融合发展，请问是如何推进两

地产业融合发展，共同做大做强实体

经济？

陈晏：今年 2 月，贵州省委、省政

府出台了 《支持贵安新区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按下了贵阳市、贵安新

区融合发展的“快进键” ，为贵阳贵

安坚持高标准要求、 加快高水平开

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拓展了空间、赢

得了主动。 贵阳市、贵安新区将聚焦

“一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展愿景，着

眼于促进贵阳市城市资源、城市价值

优势与贵安新区的战略空间、政策机

制创新优势相互叠加、 相得益彰，深

入实施“千企引进、千企改造” 工程

和产业大招商行动，做大做强实体经

济，全力打造全省新产业发展的战略

支撑和新的增长极。

一是统筹空间规划做大做强实

体经济。 科学编制《贵阳贵安现代产

业协同发展规划（2020—2035）》

《贵阳贵安商贸业发展规划（2020—

2035）》等专项规划，推动两地经济

要素同用、产城融合同步、竞争优势

同构。今年贵阳市重点是高起点规划

建设东部产业新区，推动贵阳国家经

济技术开发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安综合保税

区一体发展，打造全省引领新经济发

展的产业集聚区和对外开放枢纽。贵

安新区重点是加快推进以大学城片

区为核心的城市建设、以科技产业聚

集区为核心的产业带建设，加快构建

区域联动协作、城乡融合发展、优势

充分发挥的联动发展新格局。

二是产业协同发展做大做强实体

经济。 立足贵阳市、 贵安新区产业基

础、资源禀赋、配套服务等实际，在产

业布局、平台搭建、共享发展等方面，

精心谋划、务实推动，协调联动、共赢

发展。 贵阳市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

业、中高端消费品制造业、数字产业、

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健康医药产

业等六大新产业， 贵安新区重点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现代

服务、文化旅游、大健康五大产业。

三是创新融合模式做大做强实

体经济。 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整合两

地园区资源，建立产业跨区域共享合

作机制，以联合出资、项目合作、资源

互补、技术支持等多种方式合作建设

产业园区，推动园区联动、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积极探索“贵

阳研发 +贵安转化”“贵阳总部 + 贵

安基地” 等产业合作模式，提升产业

发展的协同性。

四是优化政务服务做大做强实

体经济。 目前，我们对贵安新区党工

委、 管委会机构设置进行了优化调

整，将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移交贵阳市

管理，为打造利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我

们将按照“一网通办、异地可办、就

近能办” 的要求，加快推动贵阳贵安

社会治理协同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

政务服务一体化，全力打造政务服务

最优城市。围绕加快构建双向流动的

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贵阳市、贵安新

区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一

体化建设，贵安新区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投标、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

让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统一纳入贵

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新华网：建设大数据中心是新基

建的重要内容之一，贵安新区是国家

绿色数据中心试点以及南方数据中

心示范基地，请介绍一下数据中心建

设发展情况？未来将如何以数据中心

为切入口打造大数据产业集群？

陈晏：数据中心作为云计算的基

础设施，是当前国家大力支持和发展

的新型基础设施。 目前，腾讯、华为、

富士康、苹果、移动、电信、联通三大

运营商等纷纷将各自的数据中心落

户贵安，国家相关部委、国有大型企

业、国内重要信息资源单位数据中心

也即将落户贵安。 今年，将开工建设

一批国际级国家级数据中心，引导数

据中心及配套产业在园区半径 4 公

里范围内集中布局，力争五年左右时

间建成 12个超大型数据中心， 服务

器规模达到 400 万台，形成全国最大

的高安全、绿色化、集约化数据中心

基地，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数据

中心聚集区。

下一步，贵安新区将以数据中心

为切入口，以贵阳贵安融合发展为契

机，采取基地在贵安、研发在贵阳的模

式，加快引入或培育数据存储、数据采

集加工、数据清洗、数据安全、云服务、

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智慧地理、智慧

文化等相关企业，加快推进雪松数据

创新产业园、宏立城集团生态数字产

城融合等项目落地建设，将大数据产

业的上下游聚集起来，全力打造机架

及带宽租赁业、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器

制造业、云服务产业、数据增值业务等

五个百亿级数据中心产业集群。

新华网：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已经成为充满合作机遇、引领行

业发展的国际性盛会，成为共商发展

大计、 共用最新成果的世界级平台，

但今年受疫情影响，2020 数博会暂

不举办，有没有考虑采取网络或是其

他方式举办？

陈晏：当前，鉴于国际国内疫情

防控形势， 数博会组委会审慎研究，

决定暂不举办 2020 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 目前，我们参考借鉴国

内其他大型会展活动举办经验，计划

从 2020 年 5 月至 9 月，以“我们的

数博会、数博思想库、数博不落幕、数

谷在线” 为主线，开展“永不落幕的

数博会———2020 全球传播行动” 系

列区域性活动，总体按照“一会议、

一发布、系列推介活动”进行安排。

“一会议” 是指数博投资人大

会。以搭建全球大数据项目投融资交

流合作平台为目标，以服务企业为主

旨，凝聚资本力量，实现资本与企业

共赢。 平台面向股权投资人、债权投

资人等开放，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

范围内征集大数据优质项目，经过评

审后，入围项目将通过路演等形式向

投资人定向投放，部分优质项目将在

数博投资大会上进行专场推荐。

“一发布” 是指“数博发布” 。去

年，“数博发布” 领先科技成果奖列

入国家级社会化科学奖励目录，数博

会评选领先科技成果奖 49项。今年，

我们计划采用线上发布等形式，发布

大数据行业标准、前沿理论公益成果

和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 项目、产

品内容。

“系列推介活动” 主要包括数博

对话、走访直播两个板块。其中，数博

对话将分别邀请数博会嘉宾进行

“线上访谈 1+1 节目” 、 邀请数博会

参会企业进行 “企业走访沙龙” ，邀

请大数据、互联网等领域大咖连线对

话，探讨大数据行业生态、技术发展

趋势、热门话题等。走访直播，主要是

通过走访企业， 积极宣传大数据抗

疫、复产复工、技术扶贫等典型案例，

挖掘大数据发展潜力和优势，推动数

字经济加速发展。

据新华社

陈晏代表谈贵阳贵安融合发展：

发展新产业 壮大新动能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贵阳市作为“中国数谷” ，如何发

挥大数据发展优势， 在做强做优大数

据产业的同时，推动贵阳市、贵安新区

融合发展，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近日，

新华网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 贵阳市

市长、贵安新区管委会主任陈晏，就贵

阳市大数据产业发展、 贵阳市与贵安

新区融合发展等问题回答了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