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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在数博会开始之前，大

数据的果实就已经在筑城大地开

始落地生根发芽了。

《贵阳全域公共免费 Wifi 开

始调试》《贵阳全域免费 Wifi 金

阳客站已于昨日率先开通一期项

目预计 5 月下旬开通运营》《贵阳

全域 Wifi 一期工程完成七成 四

地先尝鲜》《贵阳全域 Wifi 一期

今起试运行 覆盖 16 个热点区

域》《贵阳全域免费 Wifi： 下集电

视剧用时不到 2 分钟》《贵阳全域

公共免费 Wifi 体验人数达 12.89

万人次》……

自 2014 年 11 月 26 日富士

康、阿里巴巴、世纪互联等 IT 企业

与贵阳市签订投资协议， 于 2015

年起在贵阳开工建设全域公共免

费Wifi等项目后，贵阳晚报持续跟

踪这一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

项目，紧盯项目建设进度、试运行

情况，并率先在项目试运行后以记

者亲身体验的方式展开报道，见证

记录这个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

大项目的点点滴滴。

贵阳众筹金融交易所挂牌并

完成首笔交易上线，贵阳大数据征

信中心、贵阳大数据资产评估中心

挂牌运营……2015 年数博会崭露

头角后，贵州、贵阳率先迈出了“互

联网 +” 实践步伐。

贵阳晚报记录了每届数博会

的丰硕成果：2015年， 签约当当电

商云呼叫中心、首信数据中心（一

期） 等一批大数据及相关项目，总

投资额 210.6亿元；2016年， 签约

项目 180 个，总金额 379.25 亿元，

项目涉及大数据核心业态、关联业

态和衍生业态等；2017 年，苹果 i-

Cloud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50 亿元，

云上贵州公司作为苹果公司在中

国大陆唯一授权运行此项服务的

公司，将为国内 2.5 亿苹果用户提

供 iCloud 服务……全省成功签约

项目 360 个、 金额 533.55 亿元；

2018 年，全省共签约合作项目 199

个、金额 352.8亿元；2019年，签约

项目 125 个、签约金额 1007.63 亿

元。

贵州、贵阳引领了“大数据 +”

的发展浪潮，引爆了“万众创新”

的火热激情，展示出“新常态” 下

跨越发展的光明前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当今时代正历经“数字蝶变” ，从数据开发应用持续释放新

动能，到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新可能，数字中国建设，正大步

前进。作为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贵阳优化发展思路，顺应

产业发展趋势，破解了信息时代的“结” 、抓住了互联网时代的

“数” ，抢抓发展大数据的历史机遇，全力打造“中国数谷” 。

《数博会盛宴》《“漂” 在贵阳的日子》《大数据企业巡

礼》 ……从 2015年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拉开大数据博览会和峰

会序幕，到 2016 年举办首届中国痛客大赛，再到苹果、阿里巴

巴、腾讯、华为、富士康等一大批引领性、标志性的大项目好项

目在贵州贵阳开花结果，《贵阳晚报》 伴着贵阳大数据发展一

路走来，记录、见证、共同成长。

2015 年 5 月 26 日，2015

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

在贵阳隆重举行。 包括阿里巴

巴、微软、谷歌、英特尔、华为、

360、京东、亿赞普等国内外知

名企业在内， 有超过 1000 家

企业和单位参展。

首届数博会开幕当天，由

贵阳晚报时政新闻部为主力

的报道小组，每人“认领” 一

位大佬，从“大佬” 踏入会场

那刻起， 全程 “跟踪” 、“盯

梢” 。首次亮相数博会，马云都

说了啥？ 最善于与媒体打交道

的郭台铭 ， 这次又向大家

“抖” 了哪些干货？ 对于贵州

发展“互联网 +” ，马化腾有何

专业见解？ 初次“见识” 贵阳

的大数据行业，周鸿祎作了哪

些点评？ 时隔十年再到贵阳，

雷军又收获了怎样的惊喜？

在同行们的“长枪短炮”

中，报道小组的伙伴们见缝插

针抢占先机，终于，《业界“大

佬” 眼里的“大数据贵州” 》

应运而生，《马云：现在不投资

贵州 十年后一定会后悔》、

《郭台铭： 未来还将加深与贵

州合作》、《马化腾：贵州“互

联网 +”整体发展状况喜人》、

《周鸿祎： 我们乐意参与到贵

州大数据建设中》、《雷军：贵

州对大数据产业的布局让人

震撼》、《琳达·普赖斯： 贵阳

已经具备了发展大数据的条

件》、《毛渝南：将与贵阳合作

医疗大数据》 等报道相继出

炉，通过晚报微博、贵阳网等

新媒体平台的推送，加上隔天

报纸完整的报道，“大佬” 们

在数博会的 “首秀” 得到及

时、全面地向大众传播。

以 2015 数博会为契机，

贵阳确定了大数据产业发展

的基本方向，“中国数谷” 由

此崛起。

随后的每一届数博会，

《贵阳晚报》都将莅临大会的

业内“大咖” 作为报道的一大

重点，透过他们独到、专业、敏

锐的视角，“品评” 贵阳大数

据发展的点滴，探寻“中国数

谷” 贵阳未来前行的方向。

大数据发展浪潮下， 一个新的群体在贵州诞生

了。

2016年 1月贵阳晚报刊发的《2015贵州十大新闻

热词出炉》报道：“根据省政府新闻办的发布，2015年，17

家中央及境外媒体聚焦贵州，共刊发各类稿件 38000多

条。 我省将其中出现频次最多、关注度最高的词汇进行

梳理总结，得出‘2015年贵州十大新闻热词’ 。 ”这当中

就有这个新兴群体的代名词，即“贵漂” 。

贵阳晚报的报道敏锐捕捉到这一现象： 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毕业的徐晨，原本与妻儿安家北京，因看好贵

阳的发展机遇，他毅然离京来筑，在贵阳乌当区推进智

慧城市试点建设进程中献计出力，被同事称为“贵漂” 。

徐晨并非个案，近年来，众多“贵漂” 像他一样来到贵

州，大家选择贵州，不仅看好这里的发展机遇，更看好贵

州及贵阳政府对人才服务工作的重视， 以及这里新模

式、新业态发展迅猛的良好环境。

“新三线咖啡馆”掌门人涂逢新和贵州“三线”的

未了情， 申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晓颖的贵阳

情结， 贵阳耕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黄瑞章借助

大数据实现抱负的故事， 贵州斯凯威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主管郝淳回到家乡开拓无人机市场……

“‘漂在’贵阳，他们忙并快乐。 而他们带来的全

球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代表的正是未来潮水的方向。 ”

2017 年，贵阳晚报推出《漂在贵阳的日子 “贵漂” 人

物系列报道》，聚焦持续“升温” 的“贵漂” 人群，报道

中的每一个“贵漂” ， 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每一项新技

术，都助推着贵阳大数据的发展浪潮更加磅礴。

「“数据” 结“果” 」

大门越开越广 好项目遍地开花

「数博来了」

“大咖”聚首贵阳 “中国数谷”崭露头角

「“漂” 在贵阳」

科技人才 众创贵阳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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