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经典语录/名句

从大数据时代开启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生活注定被数据灌满了。这是一个人人都

需要隐私但又不懂得在乎和保护隐私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布数据，把它们挂在

网上或传播到公共平台。人们既向外发散，又向内吸收，自觉或不自觉地收集各种各

样的数据信息。这时，如果你不学会聪明地“删除”它们，你的生活就成了无用信息

的垃圾场。这就是删除数据的必要性，同时我还想告诉你一句话：既要利用数据，又

要忘掉数据。对于我们而言，遗忘才是常态，记忆只是一个例外。

——《大数据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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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

【导读】大数据已成为席卷全球的热点，在中国贵州这样一个欠发达省份，俨然成为了

“大数据”的代言人。贵阳市更是把大数据作为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战略路径和主要抓手来

推动，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在大数据交易、大数据金融等“高大上”领域取得了一定优势。通

过整理贵州发展大数据的大事记，记录下贵州在发展大数据这条道路上迈进的步伐。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
（2018.04-2018.06）

◎4月8日，贵阳货车帮互联网人民调解委员

会正式上线运行。…该调解委员会由货车帮申请，

贵阳市委政法委、贵阳市司法局等单位牵头成

立，旨在化解货车帮会员司机及货主之间的矛盾

纠纷，更好地促进货运物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据悉，这是全国首个物流行业互联网人民调解委

员会。

◎4月8日，由德国西门子数字化工厂集团首

席执行官等组成的专家组，来到贵州航天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对中德智能制造示范项目一阶段成

果进行阶段性验收。中德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是航

天电器实施智能制造的示范项目之一。近年来，

航天电器以智能制造为抓手，促进“大数据+工

业”深度融合发展，每年投入年收入的8%用于

研发。

◎4月8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印发

了《2018年全省大数据发展工作要点》（以下简

称《工作要点》），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

加快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

◎4月12日，记者从南明区获悉，该区出台

《加快“中国数谷”创新型中心城区建设实施方

案（2018—2020）》，强化大数据发展要素集

聚，加快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推动大数据

产业发展跃上新台阶。

◎4月1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中国联通

试点建设5G网络，其中，贵阳与北京、天津、青

岛等12个城市成为了首批5G试点。

◎4月18日，国家标准委复函批准，同意我

省建设国家技术标准(贵州大数据)创新基地，标

志着贵州成为全国首个获批建设大数据国家技

术标准创新基地的省份。按照国家标准委批复

要求，国家技术标准(贵州大数据)创新基地将紧

密结合贵州优势特色，打造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

大数据技术创新和标准研制协调发展的开放式平

台。

◎4月19日，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三集

政论专题片《汇聚山东新动能》在山东卫视《调

查》栏目中陆续推出，该片聚焦山东新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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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系列片第一集《他山之石》就用7分钟时

间，以山东的视角，介绍了贵州及省会贵阳这些

年因发展大数据产业而取得的辉煌成就，将之作

为山东发展的“他山之石”。

◎4月20日，贵阳国家高新区召开“中国数

谷之心”建设推进大会，该区计划用三年时间，

形成较为完备的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到2020年

建成“中国数谷之心”。

◎4月20日，贵阳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

2018年地方立法工作会，对今年地方立法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根据立法计划，大数据领域的立法

将是今年的立法重点。

◎4月21日至23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市委书记李再勇率贵州代表团赴福建福州，

参加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并于4月23日上午

在“数聚价值质引未来”大数据分论坛上发表演

讲。

◎4月24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主

流媒体看贵阳”主题活动在贵阳启动。来自京

津冀、珠三角、上海、河南等7个获批建设国家

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所在地的8家媒体的采编人

员，即日起在贵州进行五天的采访，向读者展示

贵州及国家大数据发展的最新成果。

◎4月28日，…贵阳大数据教育实训基地，位

于贵阳国家高新区贵阳国际人才城，面积近4000

平方米，包括培训服务区、实训区、孵化区、展

示区，拥有8间教室，配备300台教学计算机，

可同时容纳500人上课。贵阳大数据教育实训基

地获全省首家“贵州省大数据人才培训基地”和

贵阳市“大数据教育实训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称

号。

◎4月28日，从贵阳高新区获悉，今年一

季度，该区新增大数据及关联企业402家，完

成大数据产业营业收入132.7亿元，同比增长

25.1%，其中主营收入完成60.7亿元，同比增长

26.7%，顺利实现“开门红”。

◎4月28日、29日，央视大型直播节目“直

播长江”在《新闻直播间》栏目中介绍了腾讯贵

安七星数据中心，这是腾讯贵安七星数据中心自

开工以来，首次向外界展示施工实景。

◎5月8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推出报道——《GUIZHOU:… THE… ROAD… TO…

SUCCESS》（贵州：成功之路），让世界的目

光再次聚焦中国贵州。

◎5月17日，贵阳市委、市政府召开2018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动员大会，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赵德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加满

油、鼓足劲、绷紧弦，细致、精致、极致地办好

2018数博会，更加响亮地向世界发出中国大数据

“好声音”。

◎5月21日，贵阳高新区块数据指挥调度中

心启用。该中心是省大数据局重点项目，建成后

将有效推动政府治理数据化、系统化、智能化，

形成“聚、通、用”全面贯通态势。

◎5月24日，“自由行大数据联合实验室”

落地贵州新闻发布会在贵阳举行。该实验室由中

国旅游研究院联合马蜂窝旅游网共同打造，旨在

通过发挥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优势，借助大数

据技术推动中国乃至全球旅游业的发展。实验室

落地贵州，标志着大数据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又一

重大项目正式启动，也标志着贵州大数据产业在

旅游领域取得全新成果。

◎5月26日，2018数博会开幕式在贵阳举

办，标志着这场吸引全球目光，聚集全球大数据

领域核心人才、企业的最高产业盛会正式拉开帷

幕。26日下午，作为数博会系列活动之一的多彩

贵州宣传文化云（简称“文化云”）上线运行仪

式同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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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2018数博会开幕前一天，贵

州贵安新区发生大事件——苹果iCloud中国（贵

安）数据中心正式开工。

◎5月27日，记者从2018年数博会“地方政

府数据开放与创新发展”论坛上获悉，《2018中

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发布：贵阳政府数据

开放总分全国第一、领跑全国。

◎5月28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发展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2018数博会上发

布。《报告》显示，两年多来，包括贵州在内的

8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过不断总结可借

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最终形成试验

区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效应。

◎5月31日，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贵州

省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

点》），要求2018年各地各部门全面推进决策、

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及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不断提升政务公开的质量和实效，助力建设人民

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2018年5月底，中国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将投入运营，目前已有45个人工智能团队取得

入驻平台资格。这是记者日前从平台运营方贵州

优特云科技有限公司获悉的。

◎6月5日，“云上贵州格致奖学金”协议签

署仪式在贵阳举行，标志着我省首个大数据专项

奖学金设立。

◎6月5日，《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经贵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经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后将正式实施。届时，贵阳大数据安全管理

工作将有法可依。

◎6月6日，，国家统计局与贵州省政府共办

的大数据统计学院授牌仪式在2018年中国国际大

数据博览会期间举行，贵州财经大学成为全国首

个成立大数据统计学院的高校。学院计划从今年

秋季开始招生，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

数据管理与运用两个专业，以全国统招的方式进

行招生，每届培养研究生和本科生60余人。其中

本科招生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是教育部2018

年首批仅在五所高校设立的新增专业。

◎6月13日，2018华为数据中心合作伙伴峰

会在贵阳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首席供应官、集团采购

管理委员会主任姚福海致辞。

◎6月13日，贵州省打造“全球智力收割

机”、25家世界级或国内500强企业落户贵州、

组建大数据发展领域的省属大型国有企业等贵州

大数据发展取得的“11项重大成果”公布。作为

贵州大数据战场的“主力军”，贵阳高新区坚持

发展第一要务、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

做深做实大数据战略行动，采取了11项实实在在

的举措，力促“数谷之心”崛起。

◎6月 1 4日，记者从省教育厅举行的

“十三五”贵州教育信息化应用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贵州大力推动大数据和教育融合发展，边远

山区1791个教学点实现数字教育资源设备配置、

资源配送和教学应用“三到位”，有效提高了贫

困地区的教学质量。

◎6月21日，在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贵安专场)开幕式大会上，深圳前海云端容

灾母公司BIZCONLINE…Limited与贵州贵安新区签

署战略合作备忘，合作成立“容灾大数据城”，

推动大数据新经济生态平台建设。

◎6月28日，记者从贵阳市信息产业发展中

心获悉，贵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已3次改版，

贵阳政府数据开放领跑全国。作为中国政府数据

开放的“引领者”和“探路者”——贵阳市政府

数据开放平台升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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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发展产业政策
（2018.04-2018.06）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考核暂行办法》发布

《2018年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工作要点》正式印发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考核暂行办法》

发布，该《办法》以政府数据共享开放为考核重

点，主要考核组织管理、基础保障、数据共享和

数据开放等内容。组织管理主要涵盖组织领导、

工作机制、宣传培训、安全管理、资金保障等内

容。

来源：贵阳日报…时间：2018-07-16

2018年全省政务公开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

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8〕23号)要求，充分发挥政务公开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全面推进决策、执

行、管理、服务、结果及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以

公开促规范，以公开促服务，以公开促治理，不

断提升政务公开的质量和实效，助力人民满意的

服务型政府建设。

【导读】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需要大数据产品政策的推动，收集整理相关的大数据产业

政策，一方面是进行文献的汇集，另一方面为相关读者提供文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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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经贵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经贵州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

正式实施。届时，贵阳大数据安全管理工作将有

法可依。《条例》明确，大数据发展应用中，数

据的所有者、管理者、使用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法

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大数据安全的第

一责任人。安全责任单位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

实行加密等安全保护，对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

共利益、商业秘密、个人信息的数据依法进行脱

敏脱密处理。违反上述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由

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导致

危害大数据安全等后果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此外，安全责任单位还应当建

立大数据安全审计制度，规定审计工作流程，记

录并保存数据分类、采集、清洗、转换、加载、

传输、存储、复制、备份、恢复、查询和销毁等

操作过程，定期进行安全审计分析。

来源：贵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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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于今天下午

（2月28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金

台西路人民日报社新大楼附楼二

层国际报告厅举行。组委会向业

内专业人士、社会大众及新闻媒

体通报数博会最新进展。

2018数博会六大特点

在继承以往数博会举办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2018数博

会主要突出以下六个方面的特

点：

一是大会方向更加明确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数博会将紧

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大数据发展一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突出“全球视野、国家高

度、产业视角、企业立场”；

坚持“国际化、专业化、

高端化、产业化、可持续化”

原则，紧盯大数据产业高端前

沿发展趋势，聚焦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探索建立

“一带一路”大数据国际合作

机制，推动区域交流合作共

享，为建设“数字中国”作出

贡献，为全球大数据发展贡献

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二是年度主题更加聚焦

数博会的大会主题是“数

据创造价值…创新驱动未来”，

2018数博会年度主题是“数化

万物…智在融合”，主题词为

“数据、智能、融合”。

围绕这一主题，2018数博

会将举行数博会高峰会议，开

展政企对话交流。将举行开幕

式，邀请国家领导人致辞和国

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演讲。

将 举 行 5 场 高 端 主 题

对话，分别围绕“人工智

能”“数据安全”“万物互

2018数博会将于5月26日—29日在贵阳举行

【导读】2018数博会将于5月26日—29日在贵阳举行，本次大会主题是“数据创造价值

创新驱动未来”，年度主题为“数化万物 智在融合”，“数据、智能、融合”是今年的主题

词。经过4年的努力，贵州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培育大数据核心业态、关联业态、延伸业

态，推动数据处理加工交易，智能终端产品制造、电子商务等产业的蓬勃发展，引进了一大

批大数据领军企业落户贵州，支持一批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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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享经济”“精准扶

贫”5个主题，邀请全球顶级

大数据企业和大数据领军人物

同台论道。

将举行多场专业论坛，

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大数据国

家治理、区块链等技术产业创

新、数据安全保障、大数据与

民生、区域合作与交流等6大

板块，深度探讨大数据与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融合应

用的发展方向。

三是活动内容更加丰富

2018数博会围绕“同期

两会、一展、一赛及系列活

动”，将举办丰富多彩的相关

活动。

“同期两会”，即在举办

数博会的同时，同期举办中国

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由政

府、全球领先电商企业、创新

实体企业、民间团体、电商行

业领军人物进行对话交流，形

成新的共识。

…“一展”，即在2018数

博会期间设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专业展，将让广大群

众体验到AI、VR、AR、可穿

戴设备等最前沿的科技成果，

开启大家对未来最美好生活的

无限追求。

…“一赛”，即2018中国

国际大数据融合创新·人工智

能全球大赛，本次大赛分别在

中国、美国、以色列设置了6

个分赛区，来自全球10多个国

家的1000余个团队参加了大

赛，总决赛将于2018年5月25

日在贵州贵阳举行，决赛成果

将在数博会期间展示。

“系列活动”，即2018

数博会期间将举办一系列个性

化的活动，更好地促进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大数据与社会治

理、大数据与百姓生活融合应

用发展。

四是参会嘉宾更加广泛

2018数博会已经向全球知

名大数据企业、互联网企业、

软件企业发出了邀请，并得到

了他们的积极回应。

目前，微软、苹果、英特

尔、甲骨文和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电科、阿里巴

巴、腾讯、百度、华为、360、

浪潮、科大讯飞等知名企业已经

确定参会参展，被誉为“数字经

济之父”唐·塔普斯考特等知名

学者已经确定参会。

五是会务保障更加有力

2018数博会将继续秉承

“高端、创新、专业、服务”

的理念，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全力为参会嘉宾、企业、

老百姓和中外记者提供优质的

服务和保障，让大家有全新的

“参与感”和“获得感”。

六是预期效果更加值得期

待

2018数博会将围绕数据

的“聚、通、用”，集中展示

全球近四百家企业关于人工智

能、区块链、社会治理、产业

创新、智慧城市、共享经济、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数据

安全等方面的最新应用成果，

集中展示大数据收集、储存、

整合、管理、应用等方面的最

新前沿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

会议期间将首次展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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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展示5G应用场景体

验；

首次发布《中国数谷》

《块数据4.0》《大数据战略重

点实验室》等大数据前沿研究

著作；

首次发布贵阳市100个大

数据应用场景招商信息。

会议还将发布全球“十

大黑科技”等一系列全球最前

沿、最具颠覆性的重大科技成

果和国内大数据城市安全指数

等一系列行业发展报告。

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一种技

术一种产业更是一个时代。

来源：https: / /m.fang.

com/news/gy/03_27882041.

html?sf_source=bai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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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对话

论坛名称：万物互联——重构互联网基础与价值

时… … 间：2018年5月26日…14：00-16：30

地… …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C

论坛简介：万物互联论坛拟围绕物联网结合5G、NB-LOT网络，区块链、边缘计算、等先进技术，

在助力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创新应用等情况展开演讲和讨论。

万物互联：重构互联网基础与价值(直播内容)

【贵阳网】：万物互联：

重构互联网基础与价值分论坛

于2018年5月26日14:00在贵阳

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贵阳

网正在为您进行全程图文直

播，欢迎围观。

【 主 持 人 】 ：尊敬的各

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

午好。欢迎来到万物互联的活

动现场，我是来自中央电视台

的节目主持人王洲，与其说我

来主持活动的，不如说我是来

学习的，来和高端的学界朋

友们，一起来商讨互联网的未

来，我很荣幸，同时也相信我

今天的收获是非常满的。首先

允许主办单位对各位出席2018

中国大数据博览会表示热烈的

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随着十三五规划和政策的

出台，互联网发展已经成为产

业创新的重点方向，作为国家

新经济增长点的战略新兴产业

作为新一轮产业的推动力量，

物联网正在成为社会生活方式

的深度变革，同时对于培育新

的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和推动效率和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所以今天论坛不仅重要，

而且意义非凡。现场有这么多

设计者描绘蓝图，还有决策者

拍板定义。

今天介绍一下来到我们

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

是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

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浩先

生，苹果公司大众化区董事总

经理葛越女士，满帮集团董事

长兼CEO王刚先生，树根互联

网有限公司CEO贺东东先生，

中国联通集团副总警力梁宝俊

先生，IBM大众化区物联网事

业部总经理李国同先生，意

法半导体副总裁亚历山大·克

雷蒙内斯先生。接下来继续介

绍，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国有

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晶先生，欢

迎各位的到来。下面热烈掌声

欢迎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

先生为我们今天的论坛致开幕

词。

【张光奇】：尊敬的各位

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媒体的朋

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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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气聚爽爽贵阳，共同参加万

物互联高端对话，我仅代表中

共贵州省委对大家的到来表示

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众所周知

创新是当今时代的总旋律，物

联网是国家新兴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技术革命的核心

驱动力和信息产业领域未来竞

争的制高点。

2018年物联网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的快速增长，技术革命的相

互作用正在催生物联网发展，

物联网是核心技术的突破，包

括5G技术将推动物联网技术

成倍增长，另一方面人工智

能、数据分析等技术的成熟将

提升物联网价值，随着技术

的推进，商业模式的演进，物

联网进一步发展，将真正实现

万物互联。贵州省经过多年发

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

基数条件很大改善，内生动力

增强，为我们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另外我省作为人员大

省，生态资源和旅游在资源方

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国际实行

新一轮开发的机遇，与国内外

合作，建立物联网产业链，加

快经济合作，建立国内外领先

的示范工程。同时我省在电子

信息、新兴电器元件方面有一

批知识产权的开发项目与产

品，提供了有利的支撑。当前

对于我省的阶段性的成绩道路

任重道远，需要学习和提高的

地方很多。

今天下午的对话对于贵

阳，对我省广大的物联网工作

者来说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

会，我们要取长补短，积极探

索一条技术先进、功能完善的

物联网创新之路。各位领导各

位嘉宾，万物天下联通世界，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高端对

话，共同研讨物联网发展规划

将在物联网发展历史上留下光

辉的意义。贵州省愿与大家携

手把握时代的机遇，与大家在

物联网时代共创辉煌。在此我

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主持人】：感谢致辞。

火车跑得快，还需车头带，我

们国家就是党和政府车头。我

们中国包括贵州的物联网高速

列车有一个长足的发展。今天

下午的万物互联高端对话主办

单位中国联通也是做了大量的

工作，不遗余力邀请了国内外

学界包括企业界的相关人士，

与大家一起分享研究成果和实

践经验。下面有请尹浩先生为

大家做主旨演讲。

【 尹 浩 】 ：到今天物联

网已经走过了20年，技术的推

动也是发展的蓬勃的力量。我

个人认为虽然有了20年，还是

面临诸多的挑战，比如万物互

联，怎么接入进来也是一个挑

战。第二个物联的信息安全，

今天我们360的老总来了，包

括产业生态环境以及提升我们

国际竞争力，面临更多挑战。

在这些挑战下，我们一方面要

万物互联，最近这两年人工智

能很多，又提出了智联，所以

物联网将由万物互联面如万物

智联，智联网的新阶段，有智

能的穿戴设备，智能的汽车等

等，都是这些智能的物端连进

来，促进我们向智能化发展，

也转变我们经济社会，包括

我们现在大数据来转变我们社

会。包括第五代通信系统，这

些都为我们万物智联提供了强

大的技术设施的支撑能力。那

么万物互联放在高校传输智能

控制方面以及安全问题等等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方面，

刚才张副主席已经提到，利用

工业互联网4.0等等，包括国家

制定的强国战略，以及相应的

物理系统为代表的物联网的技

术，都对我们转型发挥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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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车联网这些不展开说

了，大家知道。打造一个智慧

城市的智慧感知，快速反应科

学决策的关键技术设施，都是

我们万物互联下的智联网需要

解决的问题。当然了既然市场

这么大，自然而然大家产业生

态的竞争也是日趋激烈的，大

家都说互联网的上半场是物联

网，是一个产业布局正在全球

加速展开，很多公司认为自己

是物联网的公司了，我也利用

自己的优势，承办的主场是我

们的联通，利用自身加快互联

网的服务，超过核心芯片等等

都进行了产业布局，操作系统

和云平台的一体化，也成为掌

控生态环境的，我个人认为是

主导权的重要手段。也强调了

物联网成为了产业竞争的重点

领域。所以三大运营商，包括

物联网竞争企业也在加大平台

整合企业，联通进行了改革，

也产生了好的优势，积极勾连

物联网的生态体系。那么国

家十三五实际上也做了相应的

发展规划，做的规划当中进行

了十二个字的阐述，实际上是

十三五，面临的形式是什么?

跨界融合集成创新和规模化发

展的新阶段，刚才谈到城镇

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深度

进行融合，所以机遇和挑战是

并存的。

【 尹 浩 】 ：刚才已经说

了，首先万物互联的网络接入

面临一个挑战，我们有广域的

接入，都有wifi的接入，都是

无线，还有海基的、空基的、

天基的互联，还有低功耗，还

要价廉物美，这种的挑战下你

要满足不同的需求，这本身

就是挑战。还需要恶劣环境，

电磁干扰高可控工作。前年

我们国际通过了一个互联网的

标准，在低功耗、广连接做了

大量工作，大量60%以下的数

据是100K以下，对这些做了

优化工作，所以这块是全球可

部署的，所以我们三大运营商

去年在自己的基站上做了覆盖

全国的城市范围内的窄带的物

联网的接入，时间关系不展开

对比。实际上这种部署虽然轰

轰烈烈，我个人从客观上讲还

遇到挑战，并没有所有区域发

布了低功耗、高可控的，实际

上有些地方，地面面上人的服

务一样，网络规划的基站部署

是长期的过程，窄带物联网也

是一样，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不断的优化，对各种终端一

个良好的接入体验。当然了，

NBRT是低功耗、广连接的系

统，NBR比较好是因为没有干

扰的，这两块各有所长，进行

互补的运用，现在NBRT是高

端手机，NBR是对讲机，实际

上NBR也是手段，从生态的视

角，单一的模组不普遍满足所

有的接入要求，肯定是多模态

共存的使用。当然这里还有短

距离的接入，大家知道蓝牙，

蓝牙原来都是点对点的，我们

手机的蓝牙耳机，人家也正式

宣布支持mesh网络了，可以达

到三万两千个，这个只是过一

下，要控制时间发言。大家看

到，它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大

家还说不能少掉5G，5G两大应

用场景，一个是移动互联网，

还有就是物联网，大多都是针

对物联网来的，具体来讲目前

现在5G大家知道去年12月份

已经通过了非独立成网，就是

增强型的已经通过了，今年6

月份要把独立组网的标准推出

来，要冻结，但是后两个现在

还不成熟，都在积极的提解决

方案的节但，他们第一步可能

是要用NBRT做一个窄带的覆

盖连接。

前面我说了，所有的都是

地面的，但是国土大家别忘了

70%是海洋，我不知道现在数

据准不准?前两年地面蜂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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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覆盖区域是30%左右，就可

以靠天际信息网络进行覆盖，

从过卫星进行广域覆盖，实现

全球覆盖。我个人认为可以与

地面的蜂窝系统进行组合，构

建天空地一体化的环境，大家

炒作的叫天基物联网，能干什

么呢?能干一些在海洋、森林

实行监测和管理，从天上通过

传感器，大家知道感知器，

通过感知以后传到用户。对于

军人机的导弹等进行控制。这

个地方发展也是很迅速的，国

际上讲因为这块还像国际电联

进行申请，那么对于美国Fcc

就有19个星座，做了2700颗卫

星，是第一家获得FCC批准的

系统，物联网和互联网应用

的。这些星座系统的卫星数

量，以及它们带给市场的宽带

容量都十分庞大。我们国家这

块，也看到天基物联网的发展

前景，国家论证和企业计划有

很多，国家计划大家知道，天

地一体化信息网络重大工程、

民用间信息基础设施、一带一

路空间信息走廊等等，都自己

的计划，所以看到这一计划。

我还简单带一下信息安全，这

个不展开说了，同样面临传统

安全问题，而且物品多样性，

随着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带来

安全威胁更加严峻的，大家都

知道16年发生的事件。服务所

有的参与者都要为安全的解决

方案，按照这个体系进行整体

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政，解决

不了的。前面已经说了，现在

大量的计算能力，我们人手智

能手机，都是超级计算机，有

强大的处理能力，要向雾端就

是智能计算的能力，个人认为

是双刃剑，在满足大量个性化

的同时，引入的安全风险不容

小看。很多情况监控不到位，

严重了都不能察觉，所以更要

注意。物联网安全防护与互联

网安全相比，更加复杂，但是

是时间关系不说了。业界比较

关注就是里面算法的核心，现

在有终极算法，保护的是可行

的其中更重要的问题是保护执

行代码的安全，所有的病毒所

有的危害要代码执行产生作

用。

【 尹 浩 】 ：作为信息网

络，我们不要忘记，通讯协议

并不安全，所以这块提醒大

家，通信协议的安全也是软件

编成实现的，只是约好的规则

实现的，但是这种规则恰恰被

黑客利用也是非常关键的。物

联网还有很重要的标识体系，

大家知道物联网今年快五十年

了，主要IP的域名通讯标识起

很大作用，物联网除了通讯标

识还有对象的标识。行业垂直

应用面临的挑战，智慧林业等

等也面临挑战。由于行业的垂

直应用，客观上导致很多碎片

化比较严重，物联网行业本身

就是碎片化的，只能进行必要

的整合，进行产业链的重组重

构，所以导致我们物联网的企

业饿不死也长不大。

我们国家的物联网实际上

产业发展也面临很多深层次的

瓶颈问题，第一个产业的竞争

力不强，最近有一个事件非常

心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

统等核心基础能力依然薄弱，

高端产品研发能力始终是薄弱

环节。第二个产业链的协同能

力不强，上下游的资源，物联

网的龙头企业还是要鼓励多打

造一些。第三就是标准体系。

刚才说的NBRT很好，是因为

形成国际的标准。再有物联网

的发展有待进一步的深化。这

块打造的是什么?要把我们智

慧服务产业，网络信息产业，

包括智能制造业，在物联网+

时代和物联网进入智联网时代

当中，怎么样让体制改革能够

把环推动整体创新，让环构成

链，成为生态链需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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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数字经济，通过

物联网全方位渗透到了我们实

体经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物联网拥抱人工智能，实现万

物智联一个挑战，那么需要三

大体系，首先需要标准规范体

系才能构建产业，安全的保障

体系，另外这么大的基础设

施，不要忘了营运商有体会，

一定有运维的保障体系，实

现四大融合，一个是网络的融

合，就是像现在家人，个人上

网一样，至少三种方式，现在

都是4G的上网，蜂窝的移动，

还有利用热点wifi，另外在此

基础上实现数据融合，实现各

行业应用流程的融合，最后是

服务的融合。构建一个便捷开

放的物端互联是万物的基础，

云网络是计算能力，是互联的

关键，与我们拥抱IR的能力融

合，实现我们超乎想象的能

力，这样美好的构建万物智联

的数字世界，愿景美好，任重

道远，这是我的主题发言。谢

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尹

浩院士的主题演讲。下面有请

葛越女士，有请。

【 葛 越 】 ：感谢贵州省

政府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共

同来推进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说起苹果在物联网上的应用可

以从这个开始，这个是我们推

出的平台，你可以利用你的苹

果的手表，简单又安全的设置

管理并且掌控你的家，你还可

以进行指挥，还可以远程的管

理，就算人不在家或者在外面

工作旅游，也可以进行远程的

操作，还可以自动化的设计，

比如回到家半小时前就可以打

开空调，智能化管理。无论哪

一个配件在你家里用，那么我

们设计的家庭苹果，都可以在

同一个地方非常轻易的设计和

操作你的配件。

全球有将近两百款支持

我们的配件，包括照明、窗

帘、门锁、摄象头等等，也有

不少的中国的品牌也提供了

支持。甚至有很多的住宅的开

发商已经把苹果的配件集成

到新件中，给用户提供智能家

居。未来的前景是无限的有很

多挑战，首先海量的数据终保

护用户的隐私和安全，第二就

是在上亿万台设备使用中，能

够降低能耗和对环境的影响，

降到最小。首先我讲一下隐私

和安全重要性，互联设备已经

深入到我们私密家庭中，我出

差的时候，通过苹果支持的摄

象头，我可以在手机上远程看

到我的家人，看到我孩子在家

里面的活动，甚至可以跟他们

通话，这一切就是那么自然，

好像我在他们身边，但是如果

有黑客进入这个系统，出现在

孩子们面前，一定吓得不清，

所以物联网时代安全和隐私其

实更重要，那么安全和隐私是

我们苹果公司从产品设计一开

始坚持的核心设计思想。在我

们的智能家居环境中，使用端

对端的加密，我们确保了我们

的苹果的设备和配件之间的联

系安全性，在隐私方面，用户

家庭所有信息储存在自己的设

备里面，所有对配件发出的指

令进行了加密，每一次苹果的

设备和配件的对话都会生成一

个临时的密码，所以进一步保

证了苹果的安全性。用苹果移

动付费的方式，如果添加了你

的信用卡或者是借计卡的时

候，真实的卡号不会在我们的

设备或者苹果的服务器上，我

们生成了一个只有那一台设备

才有的独特的代码，就算你的

手机掉了，信用卡的号码也不

会遗失，我们无法记录你购物

的历史和行踪，绝对不会推送

与你的广告，总而言之不会用

你的数据牟利。你的照片、通

讯录、提醒、摄像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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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oud的内容，都对这些进行

了加密，而且这些内容大多数

情况下都进行了加密。从二月

份开始就由云上贵州公司进行

运营，将数据存储在中国，将

会减少延迟，提高稳定性，从

而提高它的用户体验。所以无

论是在智能家居，还是其他任

何一个场景，我们绝对不会收

集你个人的信息来出售给广告

商，我们深信用户的数据属于

自己。

【葛越】：第二个挑战，

就是环境和能耗。万物互联时

代，很多设备都同时工作，有

预测显示2020年无线的设备达

到四百亿，全球每一个人都会

有五到六台的机器连到网上，

如何降低设备的能耗，如何保

护环境，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问

题。苹果一直致力于通过创新

保护环境，我们有一个机器，

叫做Daisy，可以同时拆借两

百个苹果，可以回收很多普通

机构不能够回收的材料，而且

回收质量更高。今年四月世界

地球日，我们鼓励用户通过回

馈计划帮助我们的回收设备，

我们在中国也向基金会作出了

捐款。最近一年多我们收到

几十万台设备，物联网时代的

设备非常多的，所以降低每一

个产品的能耗非常重要，2008

年以来，苹果所有能耗降低了

68%，我们的产品比第一代产

品降低了96%，更令人不可思

议的我们播放音乐的时候比普

通的灯泡还要低。

2018年我们取得非常重

要的成果，苹果公司的全球运

营已经百分之百由可再生能源

驱动，我们很自豪，在贵州项

目中数据中心也是全部采用绿

色可在能生源，应该也是中国

的第一个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

能源做的数据中心。我们愿意

用自己的力量，让中国的环境

变得更美好，让中国的天更蓝

水更绿。物物相联，未来的世

界给我们带来无线可能，崇敬

美好未来的时候，也要保护隐

私和安全。我们看到大数据在

贵州开花结果，跑到了信息的

快车道，这里的专家和领导展

现出的才华和雄心，让我们印

象非常深刻，我们相信大家能

够通力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

战，最后谢谢诸位。

【 主 持 人 】 ：葛越女士

让我们知道物联网是这样改变

我们的生活。我们下面邀请满

帮集团的董事长兼CEO王刚先

生，掌声欢迎。

【王刚】：讲得非常好，

我也挺受触动的。PPT就两

页，帮我放一下。我也是来

学习的，有一点感受分享一

下。一直在讲万物互联，我今

天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心与心的

连接，满帮刚刚合并，这家公

司我现在自己负责，我一直在

考虑如何打造一家有爱的公

司，所以我就尽量把我可能学

的一点点的思想用到公司的管

理里面去。今天整个会议的主

题其实叫融合，融合拆成两个

词叫原融合合一，真的放不出

来啊，什叫原融?满帮棒的战

略，是一个交易平台，服务了

五百万的货车司机和五百万的

货主，今天也在自营，希望成

为全球最大的运力公司，所以

平台和自营不矛盾。很多股东

问我你要买车了，我说未必，

重资和轻做不矛盾。昨天说中

国的公路物流不行，铁路便

宜，但是铁路和公路不矛盾，

所以今天带给我们整个团队是

原融的看到自己的方法，没有

什么矛盾，很小的范围全是矛

盾，看到更大的范围矛盾没

了，所以挑战我们是更大的世

界和更多的时间。

我最近就讲我们的文化，

因为新的工作问题是合并的，

就是四心文化，第一个就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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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比心，所以今天说了万物互

联核心是心的连接，今天我们

是一个不缺智慧的年代，我经

常讲智慧有余，精力不足。所

以今天我希望我们的团队能不

能把我们自己从原来的四十分

往前挪五分，再往前挪五分更

多，能挪到五十五分，这个组

织就是从人行道佛性的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不鼓励狼性，所

以行业竞争当中大家没有底线

的竞争，我觉得更多的是将心

比心是互相成全的文化，成全

别人的同时成全自己。

【王刚】：第二个什么

叫公心?我们60分公开公正公

平，100分是无私无畏无误，

所以一个组织敢于这么精神要

求自己，很少有。所以才让

我们人与人之间产生极大的隔

阂，今天我们面对整个组织

的时候是无条件服从的，当我

们无我之后就非常容易做到无

畏，无我之后就能做到无私，

正是每一个人无私这个组织才

异常强大。另外追求匠心，就

是专注，是专业的人，能够成

为专家，但是不够的，如果没

有爱的专家，不是一个好专

家，日本拉面馆不是坚持四十

年，是已经享受这件事。所以

跟我们团队讲，如果不热爱不

享受，每干一个月29天只为了

月底的八千块钱，太苦了，所

以每一刻是我们的存在的目

的，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员

工，他们无论在不在满帮富足

一生。最后回答我跟你的关系

我跟组织的关系，最后说我跟

客户的关系，我们就是为了让

客户爽。今天我们不但要传递

价值，连传递价值的过程都要

让客户爽，我们在面对竞争的

时候忘掉我们的竞争对手，全

搞定了赢得不了客户，只要把

女人芳心俘获就行了，情敌杀

不光，所以我们就是如何让客

户更爽，就是对组织的要求。

这里面的背后就是合一的思

想，刚才讲的原融和合一。在

文化的另外一，今天我们八个

事业群围绕着今天如何解决中

国的物流成本，包括今天降低

空车的空驶率，降低污染，当

然苹果的同学讲得非常好。我

们下一步也是在研究智能驾

驶，我们也希望能够重新定义

货车，我们今天也在做智慧的

物流园区，今天所有的努力都

是希望能够构建更大的生态，

让今天中国的物流成本节省，

让环境消耗更少。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崛起是

非常办法抑制，就堵未来三十

年的国运，今天借自己在行业

微薄的力量，我要讲的就是满

帮不仅是做生态的公司，最大

的愿望在这家公司能够沉淀出

属于我们时代的精神文明，我

们技术一定是先进的，智慧一

定是上层的，但是能不能在这

个时代创建出属于我们时代的

文化符号，这个才是我们这

一代人，我们不能老去羡慕过

去，有东西可以遵循，离开

以后还可以留给世界长久的资

产。所以回到死者短命，需者

长久，都是数据的，越虚拟的

越是符号长久的存在下来，越

是具体的越容易短命，谢谢大

家。

【 主 持 人 】 ：王总讲的

是团队的打造，最重要是心与

心相连有爱的公司和团队，而

且中间有很多话记了下来，包

括原融合一，包括将心比心，

无私无畏等等，现在穿中式服

装的人很多，但是可以驾驭的

屈指可数，能够穿着和驾驭的

人，是对中国文化是比较尊敬

的人，而且愿意成为传承者。

刚才王总的讲话当中也无时无

刻不在向我们描述中国国学经

典当中的要义，做人是这样，

王总做公司也是一样的。下面

有请树根互联网有限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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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东东先生。

【 贺 东 东 】 ：尊敬的各

位来宾，下午好。今天非常荣

幸能够在这里汇报一下我们的

树根互联对于工业互联网的理

解，我们对于工业互联网的理

解就是互联万物、连接未来。

我们在08年就已经建立

起了工业物联网的平台，连接

了38万台到现在的工程机械，

时时在线的设备，从底层的控

制器的硬件软件一直到平台

应用，打造了大规模深度的应

用。这里是一些简单的介绍，

包括整个宏观经济的预测，大

家知道有一个挖掘机的指数，

很好的反映我们基础建设和基

础建设投资的情况。另外可以

做到服务模型的创新以及产品

研发的指导，通过动态实时的

数据，指导我们更好的做产品

的研发，能够做到在外货款的

管理，就是产业链金融方面，

我们做了大量的产业链金融的

实践。那么基于这样的背景，

我们在16年我们就成立了数根

互联的企业，我们使命就是打

造一个公共的互联网平台，首

先展望一下为什么做这件事?

首先第一个把工业互联网放在

更大的纬度去看，我们觉得从

第一代的PC机的互联，就是

电脑的连接改变了我们咨询和

交易方式发生了重大革命。第

二次在七八年前通过手机连接

人的移动互联的连接，带来了

我们社交方式、生活方式发生

了一次革命，所以现在每天大

概有几个小时在手机上面；第

三波连接就是万物互联这次会

带来成百亿级的物联连接，对

带来生态方式的大的革命，意

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一

次重大的革命，而第三波连接

与之前不一样，前两次是连接

人，这次万物互联是连接到我

们真正的实体经济，这是我们

的一个理解。

对于未来的制造业做了展

望，我们理解从现在离线的物

理的世界到实时连接的世界，

所以机器人制造的要素都会数

字化，而且实时在线，可以通

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用软

件定义我们所有的制造业，所

有的制造要素上网，所以构建

实时动态的产业链的构建，可

以实时动态的做优化最优的工

业链。同时制造业的形态会发

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会出现平

台性的组织，会出现跨边界虚

拟的制造，会出现工业知识的

大规模的共享，所以这是我们

对于未来制造的理解。

【贺东东】：基于这样的

制造业理解可以看到，工业互

联平台可以成为其中的核心，

为什么?因为工业物联网平台

可以解决几个基本要素，可以

解决万物互联的事情，首先所

有的机器设备连接起来，需要

这个平台去做万物互联。同时

连接以后要建立数字化的进

项，这一步就是制造业鲤鱼跃

龙门的龙门，所以就是为什么

没有颠覆掉实体经济，就是实

体经济的物理对象没有建立起

来，一旦建立起了数字定像，

就会储存被运算人工智能优

化，所以才有大规模的方式的

逻辑的本质变化，也能够做到

由软件驱动，由软件定义。实

现数字化软件驱动以后，一个

新的商业模式就形成了，整个

制造业的商业模式，无论是共

享经济、C2M、数字金融都可

以实现，未来制造业的形态里

面，工业互联网的平台有以上

五种核心的功能，所以是未来

制造业的核心，也是为什么从

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有这么

一个指导意见，大力发展工业

互联网变成国家的策略。在这

么大的背景下，问一个问题，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工业互联网

的平台?我们理解第一个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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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如果

说我们看一下美国和德国现在

发生事情，就出现一个很有意

思的现象，工业互联网在美国

由基易做，德国是西门子做，

所以就是形成一个工业互联网

先驱领跑的姿态。所以工业互

联网必须有深厚的工业背景，

因为工业的知识和能耗有碎片

化的趋势，而且有很深的行业

的能耗，学习路径是非常非常

的长，但同时作为一个跟互联

网深度融合的东西，要基于云

基础与大数据基于人工智能才

会对制造业有很强的支撑，所

以必须是深度融合，这两点非

常难，因为两种工业的基因和

互联网的基因不一样，工业OT

的能耗和IT的能耗到现在还是

一个鸿沟，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非常成功的工业互联网的业态

非常少见。

第二点一定适合本土的需

求，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

来讲是最大的制造业，从做鞋

到航天最顶级的制造，制造业

的场景非常多，而且中国绝大

多数的制造企业还是2.0和3.0

的期待，怎么样在这样的背景

为中国的制造企业打造一个适

合他们的需求，解决他们问题

的工业互联网的平台，这个也

是本质的需求。第三点，现在

有一个便道超车的时代，工业

和互联网大规模融合，在这一

次才开始，中国的角度来看，

这比当初的PC互联网和移动互

联网来比，这次基本上处在同

一个起跑线上，加上中国制造

的场景和最多的数据，同时起

跑线超车的机会。现在不是简

单的软件的saas化，能够降低

信息的不对称，但是不了内部

企业的运营转变，我们的理解

中国的工业互联网需要几个基

本的特征，第一个能够解决万

物互联，刚刚院士已经讲到，

在工业互联网的第一个难关，

怎么把设备连接起来，我们有

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协议，不同

的控制器的接口，不同的PCO

不同的网关，怎么把设备连接

起来，首先是第一个槛。所以

首先要解决物联的问题。第二

个提供CPS，就是信息物理系

统，帮助我们的实体经济把物

理对象数字化，形成一个数字

化进项，难度非常大，我们的

机器设备，制造业的物理对

象，怎么样用很好的数字模型

完全映射真实的状况和完全的

状况，而且反向作用于它。第

三点，在线运营，不是新的动

态的数据源，很难给现在的信

息化时代的工业阶级带来新的

视角一种新的数据提高运营。

最后一点新的技术的导入，这

也是院士讲的，应该是通过这

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打通制造业

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所有的

ICT的技术，云计算、区块链

也好把物理通道打通，把新的

技术导入到新的实体里面来。

【贺东东】：最后一点一

定要创造价值，因为制造企业

是讲究价值，看得见摸着着，

不能只讲云讲雾，要讲是不是

提高效益，增加收入，这是制

造企业做的事情。中国的平台

大家有很大的热情，是不是每

一个企业每一个行业需要自己

从底层开始构建我们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我们的回答是NO，

如果想打造一个行业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必须从底层接入到

通讯的处理，到维护架构到容

器等等需要大量的技术，超出

我们一个制造企业能够管理的

范围，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可以

看成一个新业务，但是可以看

成一个新的工具，从一个企业

来讲，我是需要去构建一个底

层的平台，还是尽快与工业平

台打造自己的业务竞争力和客

户的价值，我们的行业企业

也可以问这么一个问题。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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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所有的工业互联网的

巨头来看打造互联网的平台难

度非常大，资源非常多，需要

的团队数量巨大，所以不我建

议每一个工业企业做这么一个

平台的开发。数与互联就为中

国打造世界级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工

业与数字融合的问题。我们强

大的工业背景和能耗怎么样同

时打造完全的互联网化的云平

台，把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起

来，这是一个我们主要做的事

情。同时我们要服务中国的需

求，服务中国的制造企业，中

国特殊的国情。另外一个要提

供全球服务能力，中国的制造

早就走出国门，在全球参与竞

争。还有一点会驱动整个产业

链金融的变化。因为IOT的数

据就像消费领域熟悉的，会造

成消费金融的巨大的革命，在

工业领域，IOT领域也会带来

巨大的变化。

最后一点工业模式大的

变化，我们的具体做法就是第

一个打通最后一公里，我们提

供端到端的技术，从物联接入

一直到应用出口，必须是端到

端打通，才能赋予我们中小的

企业。还有要有需求，要立即

带来价值的应用帮助我们的制

造企业使用云，同时门槛非

常低，不能基于打造很好的水

平，要服务于IT技术薄弱的环

境，还有通过Saas的方式服务

我们的制造企业。同时提供全

球的服务能力，帮助中国走出

去，进入到全球的竞争，这是

我们在今年的展会上发布了在

欧洲跟云平台的发布，我们已

经给欧洲企业提供工业互联网

平台的服务，也是非常快的速

度，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刚刚诞

生两年时间，已经开始出口到

全球，同时基于IOT数据的金

融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在16

年底就研发出了UBI的产品，

而且去了专利，基于机器健康

模型，通过精算师的合作打造

一个动态个性化的保险定价的

模型，同时建立生态，就是跟

联通公司在物联生态领域依托

联通的技术领域构建技术基

础，我们荣幸跟中国联通去年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发布了

W云的应用，在全国各地做推

广。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已经

有42个不同行业的跨行业的应

用，服务了近百家的企业的，

在国内的物联网企业是遥遥领

先的，跨行业平台的能够为不

同的制造企业服务的公共平台

可以成立的，可以做出来的，

在去年和前年一直在是巨大的

问号，在工业界有没有跨行业

平台可能性，用实际行动证明

了这点，也承担了多个国家级

的项目，参与了物联网标准的

制定，也是工业物联网副理事

长，也是第一批可认证的平台

之一，非常荣幸得到马凯副总

理的点拨，能够成为一个好的

平台，我们在汇报工业平台的

时候，我们案例作为一个实际

的解释，怎么是工业互联网，

也参加了砥砺奋进的大型的成

就展。我的汇报到这里，希望

有机会在贵州服务于贵州的制

造企业，能够跟贵州同行一

起，共同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应用，再次感谢主委会的邀

请，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贺

东东先生。树根互联在演讲当

中已经讲了很大的成绩，也得

到总理包括副总理的接见和关

怀，他说我们中国制造业从低

端到高端都已经非常成熟，但

是还是要量力而行，但同时大

有可为。接下来这位演讲嘉宾

是IBM全球物联网事业部的总

裁李国志先生。

【 李 国 志 】 ：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非常荣

幸有机会代表IBM参加万物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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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高端的对话论坛。前面的

院士也谈到说从万物互联到万

物的智联，在IBM里面称之为

认知的物联网，如果把里面

推动数字经济的进步。我本人

在IBM负责认知物联网的事业

部，所以下面分享一下我们对

于认知物联网的观点以及在中

国和全球的实践。

首先谈物联网，从早期的

概念，90年代就提出来，IBM

就提智慧的地球，当时就提

万物的物联首先提感知互联

和智能，现在十年过去了，

我们对物联网数字化的技术

本身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改

变，产业市场发生了很多根

本性的改变，所以对新的物

联网怎么看，所以看方式不

是技术方面看，更多是对整

个物理世界和整个经济视角

看待问题，那么数字化本身

的技术广度和深度和十年前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

这种情况下，技术核心的本

质 发 生 了 三 个 根 本 性 的 改

变：第一个海量的数据，其

实我们贵州这几年在大数据

数博会的成功已经看到这样

类型的趋势是这样的证明，

更重要的是认识了两点，数

字化本身的优，数字来对物

理世界的定义，我们称之为

代码和软件在物理世界，大

的到一个汽车，一个传统的

汽车变成连网的互联网的汽

车，代码的行数是千万行的

代码，是数字融合的系统，

甚至到小的技术设施，比如

高速公路，很难被数字化，

现在开始通过铺砖本身实现

数字化，所以数字化本身产

生的改变和数字化产品本身

的智能的体现，让整个数字

化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极大

的提升。第二个大的方面，

我想就是说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能够把这些数字本身

的 数 据 能 够 更 好 广 泛 的 应

用，真正创造价值。基于未

来 对 于 技 术 发 展 的 三 点 认

识，IBM在2014年我们开始了

新的一轮的转型，转型面向

行业的认知平台的公司，所

以2014年初，我们成立了事

业部来负责整个人工智能的

业务，2015年成立了总部在

德国的事业部。我们远景是

说怎么能够利用物联网和人

工智能的技术帮助我们的物

理世界数字化的重塑，并且

实现价值。这点很重要。为

什么谈叫数字化的重组?很多

行业，无论谈到的工业还是

智慧的城市，建筑，各行各

业，让技术更加数字化，那

么之后的产品、运营到底产

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在IBM怎

么对产品和整个的流程改变

革命性的改变，这个过程当

中要创造价值。所以从三个

方面做，第一个方面是设计

和建设，刚刚谈到整个的世

界变得更加数字化，无论是

产品，还是设计开始，都是

高度的物理和数字化融合的

系统，对于这样的系统，设

计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李国志】：所以如何

能够什么样的工具和方法设

计这样的系统，IBM称之为

持续性的工程，国内说是基

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再往下

的 发 展 数 字 化 的 双 胞 胎 ，

怎么做设计和工程。第二步

基于这样的系统怎么进行运

营，怎么管理系统?我们怎

么来更好的人机交互，这样

三个方面的变化，对于客户

创造价值，包括在搜上的提

升和效率上的提升还有品牌

的重塑。下面举一点具体的

例 子 ， 这 是 德 国 一 家 做 汽

车，包括高铁里面的轴承在

内的设备的厂商，我们跟它

合作，在从设计的开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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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这个环节。所以每一个零

部件的过程中从设计开始来

去建立整个数字化双胞胎的

模型，然后建立设计工具去

支撑，让整个的模型更加数

字化，基于这个之后，通过

它的运营的信息结合进来，

然后进一步反馈进入设计。

这是一个简单的动画的点，

可以看到整个的车辆到下面

的分解到具体轴承，怎么设

计，然后有相应的传感器获

取实时运营的信息，反馈回

来怎么改进它的产品，在制

造领域，我们跟ABB合作，做

什么呢?在工厂里面，有很多

工业的机器人，对于汽车进

行喷气，质量怎么样，就是

应用于人工，所以把计算机

视觉嵌入到人工智能里面，

不仅是喷漆，还有质量进行

掌控。还有在国内跟华新广

电进行合作，我们对生产线

进行改造，然后分析产品的

质量，运营更加高效，质量

更 加 稳 定 可 靠 。 运 营 的 环

节，我们跟通力电梯合作，

把全球电梯连接到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平台之上，实施的

信息和日常的运营管理的信

息整合在一起，可以做预测

性维修和维护，提升用户的

体 验 。 所 有 这 一 些 可 以 看

到，不同的环节我们从设计

制造运营，不同的环节对于

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应用，怎

么去实现的呢?实际上下面基

于统一的我们称之为认知物

联网的平台，我们与特定的

行业做相应的应用，构造垂

直行业的核心应用，我们认

为平台和整个行业的基础和

核心。

刚才谈到人工智能的技

术，计算机视觉的洞察，同

样 的 技 术 ， 在 工 业 制 造 内

部，可以用在广泛的领域，

用在整个制造，用在交通运

输，用在能源水利，用在整

个智慧园区，有非常广泛的

应用，最近就在前几天我们

在贵州省跟茅台交流，可以

通过计算机视觉的技术，帮

助整个茅台的线下的检测，

它 的 瓶 口 ， 整 个 外 包 装 等

等，符合整个茅台质量上的

管控的要求。我们很高兴，

最近也在跟联通物联网公司

合作，在一些汽车等等制造

相关行业，在试点想办法加

速推快技术在中国各个行业

的应用。但是最后，真正的

最 终 ， 我 想 对 于 每 一 个 行

业 ， 大 家 都 在 谈 不 同 的 词

语，叫行业大脑，各种各样

的行业大脑，最后本质是什

么?我们做了那样的各种各样

的环节相应的基础，数据和

应用，其实形成很多的知识

和经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人

跟机器不同交互，如何增强

之间的学习，然后不断改进

知识和经验，真正的把企业

的知识和专家的经验能够固

化在这个平台上，我想这是

真正的物联网或人工智能的

技术，对于行业重塑的终极

的未来。我谈一下IBM本身对

于这块的承诺，IBM刚才讲了

在三年前在德国总部建立这

块业务，整个投资30亿美金

业务，我们在德国慕尼黑的

总部，其实IBM一般不拥有

自己的物业，我们把建筑通

过物联网的技术变成真正智

慧的建筑，与此同时我们在

这栋建筑里面把不同的行业

和企业整合在一起开放的创

新，也是我们认识到在开始

建立这块业务的同时，生态

系统开放的协同创新是非常

重要的，所以这个里面饱满

的研发团队在里面，我们在

多方的团队在同样一个团队

里面进行开放的协作，这个

模式一直是IBM全球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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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看法，包括同样在中

国，也是希望把这样好的做

法带入到中国，跟中国企业

一起联合的协作和创新，这

是IBM中国的战略，希望跟中

国优秀的伙伴一起创造，为

中国数字化经济建设服务。

所以我希望有机会能够更多

的跟我们中国国内的企业更

多的合作，也希望有机会能

够在贵州新的数字经济的土

地上面，为整个数字贵州做

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

【 主 持 人 】 ：刚才听到

了几位学者，包括企业家，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拥

有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他们

有着相同的可能教育可能从业

的背景，那么对于同样的一个

话题万物互联，外国朋友，

那些洋人、老外，他们会有怎

样的观点，接下来我们邀请

到的是意法半导体副总裁亚历

山大·克雷蒙内斯给大家做演

讲。大家欢迎。

【 亚 历 山 大 · 克 雷 蒙 内

斯】：非常感谢主委会邀请我

在今天的高端对话当中做发

言，也非常高兴来到贵阳，

但是很抱歉没有足够时间学

中文，我只会讲意大利语和

英语。但现在我们看到我的

PPT已经有中文的翻译，希望

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大家

借助我们的同传了解我的意

思，我尽可能说慢一点，希

望把我的意思表达更清楚。

在谈到物联网或者是智慧城

市智慧万物智慧驾驶等等这

都是我今天要谈到的内容。

先介绍一下意法，我们是世

界领先的半导体厂商，在全

球要超过四万五千名员工，

我们的收入大概超过83.5亿美

元，在中国大概是五千多名

员工。这一页的信息当中，

我只想给大家讲一个基本的

数字，去年我们增长了大概

20%，比平均的行业增长高

一倍。因为我们主要关注两

个领域，第一就是物联网，

第二就是智慧驾驶。其实在

半导体行业当中，我们有三

个主要的推动物联网发展的

主要驱动行业，首先我们需

要一个生态系统第一个促进

发 展 的 行 业 就 是 半 导 体 行

业。我们再谈到一些新的技

术，比如5G，就是促进万物

互联，包括新的物联技术，

这就是半导体行业能够提供

类似颠覆性的技术，我所代

表的行业是基础行业，我们

一 直 变 得 越 来 越 多 的 影 响

力，随着主要的半导体的器

件能够让它的功耗降低，我

们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传感器

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半导体

做不到这一点的。对于半导

体器件来说，器件大小非常

重要，如果说没有办法去降

低我们的器件的大小，没有

办法实现更多的物联。另外

我们的行业也会影响到成本

影响到大规模生产。另外一

点，一定要让我们的电子系

统更容易去部署，待会儿再

来谈这点。

第二个重要的行业，今天

我们谈论的是数博会大数据，

云行业也非常重要，云行业其

实能够降低服务新的门槛或执

行服务的门槛，如果没有数据

分析如果没有数据的管理。如

果没有创造这样新的行业，物

联网没有办法，这两个行业齐

头并进，尤其对于中国而言，

他们更加重要，我们希望能够

成为合作者，我们希望能够成

为物联网的创新者，我们希望

成为领导者。但是这两个服务

行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让新兴行业也要

授予互联网，可能这些跟互联

网没有关系，鱼业、农业这些

新的行业都需要你的通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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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你交通传输等等，所以有了

物联网可以让更多新的行业参

与到物联网的世界当中来，连

接到其中，并从中收益，这样

回到我们服务当中，这样使我

们沟通不再是一个孤岛，实现

更好效率的提升。

【 亚 历 山 大 · 克 雷 蒙 内

斯】：接下来我想谈谈传统市

场和物联网市场。传统市场一

般都是基于一个单一的成功的

技术，使用很多年，但是物联

网完全不同，是多个不同的技

术，有多个不同的使用者，就

像我谈到的农业是其中的一分

子，甚至很小的一个行业都可

以打造一个物联网作出贡献，

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市

场不同的行业其实已经采纳了

物联网的技术，比如说通过使

用电子器件，能够制造低功耗

低成本高效的模组，如果说我

们来谈一下农业行业，如果说

我们做家具等等，其实电子器

件已经有这样的解决方案能够

让它更快速。基于我们的V控

制器，基于我们IOT的技术，

这些传统厂商行业只需要下载

一个解决方案的模式，就可以

更快的来去做产品开发。另外

一个需要思考的是IOT到底意

味着什么呢?IOT的远景就是能

够使得五百亿的设备互联互

通，他们可能连接到云端来和

我们进行数据的处理，这也通

过AI进行处理，今天已经实现

这一点，但是现在传输到云端

的数据主要是通过人来进行介

入的，但是我们需要前倾的方

向是对于这些五百亿的设备来

说需要自行进行输入，不需要

其他的就自动化。

同时讲到数据的质量，

我相信不仅数据质量，我们

技术能够提供生活的质量，

在这个星球上面，如果我们

要确保人们生活的质量提高

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管

理好地球上面的资源，IOT和

AI相互提升就是最好的提升

地球人民的生活，能够节约

地球资源提高效率，以更好

的方式实现水资源等等，这

些都是IOT和AI实现的。但

是挑战也有存在，有了五百

亿的设备之后，IOT带来安

全的问题，对于数据的信用

性，这些数据的情报会被滥

用的，要保护这些数据，第

二要确保数据的安全性，我

们不希望任何人侵入这个系

统 ， 将 城 市 的 比 如 供 电 切

断，这就是一次灾难。安全

性的保障应该怎么做?要么

就是像今天一样集中式，或

者使用像区块链一样的新技

术，这是我的乐观想法，我

们利用区块链实现很多的应

用，尤其是智慧和约，通过

区块链能够实现，在这当中

就需要依赖到半导体，对于

设备来说他们如果没有人工

介入的话就需要由我们半导

体所实现自动化数据的采集。

因此在这一方面的解决方

案能够使得我们过去的一些保

护信息数据安全的技术表现不

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微控制

区，我们需要这样一些软件才

能保证新时代的安全。同时我

们在进行区块链部署的时候也

需要这样安全的设备，同时就

是人工智能，有了IOT之后通

过不传感器通过大量的数据实

现万物互联，做一个比喻，就

像一个人一样，人可以先进行

周围的环境进行感知，通过思

考采取行动，但是人类的大脑

和AI的大脑根本不同，人类的

大脑可以以不到20W的功率实

行处理，但是在云端要进行数

据处理的话，我们会使用兆际

的消耗，因此要降低功耗。我

们需要借鉴人脑的方式进行分

析的部署，来确保我们的智能

化的处理方式，从云端部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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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断确保每一个设备有一定的

智能能力，就能一定程度上降

低功耗，这是我们需要的前进

的方向，并且提供实时性。

【 亚 历 山 大 · 克 雷 蒙 内

斯】：大家可能会想这怎么能

够实现呢，这就是我们希望

能够提供的我们在这方面有

相关的产品，我们能够实现

说本来只能够在云端实现的

数据处理，能够在设备端就

能够实现，而且功耗能够是

用每瓦特功率实现，我希望

这样半导体的设备让物联网

的行业变得更加高效。另外

就是这个机器如何跟世界进

行交互，用户是非常重要。

我 们 现 在 有 了 那 么 多 的 机

器，我们就需要机器跟上，

我们需要这些机器比如说人

话，但同时感知以及其他的

一些跟世界交互的技术，不

仅是语音的交互，都变得非

常重要。如果看未来，我无

法相信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

什么样的交互方式，方式肯

定是非常丰富的，语音只是

刚刚开始，我们需要使得这

个交互是无缝的完美的，我

们今天希望通过这个报告希

望找到办法，使得能够非常

无缝的衔接，就像照镜子的

方便，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物

联网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

技术市场。首先我们需要实

现物理器械的相互互联，在

互联之后我们需要进行数据

的采集，进行数据的处理，

通过数据生成信息，我们也

需要通过我们所采集的信息

来修改我们处理的模型，最

后进行更加精确的信息采集。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就

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们非常希望

能够成为物联网行业的抓手，

使得万物互联更加方便，我们

有连接解决方案，我们要确保

行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更

加方便的做好数字化，因此我

们提供硬件软件的系统以及工

具，另外我们希望物联网变得

更加安全，安全很重要，我们

有这方面的解决方案，另外我

们能够提供人工智能的节点来

提升智能化。最后也需要通过

我们的产品来实现智能传感用

户界面。最后再想跟大家说一

句抱歉没有时间学中文，但是

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 主 持 人 】 ：我印象深

的是他说的他们公司去年产值

增加了20%，他们关注的就是

物联网和智慧价值，想一想作

为一个企业来讲，追求的就是

利润最大化，20%就说明了一

切，所有的经济增长点在哪

里?今主旨演讲的最后一位嘉

宾是中国联通副总经理梁宝俊

先生，欢迎。

【梁宝俊】：尊敬的各位

专家，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

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数博会

期间我们这样一个万物互联论

坛上跟大家相聚，刚才听了几

位嘉宾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也

学了很多。在这么一个场合，

作为运营商，我想和大家分享

的是在万物互联万物智联的

进程中，作为运营商的一些思

考，或者说我们觉得应该作出

的变化，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思

考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张图我相信很多场合

或者说很多专家大家看过，

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看转

折点就是物物相联的数据超

过了人和人的连接，如果是

一张简单的图就无所谓了。

但是今天突然想万物互联只

是规模的变化吗?实际上在

我们3G或者是4G或者PC互

联网时代，更多是人和人人

和信息之间，到今天物和物

的互联，人和物的互联，包

括新的形态出来以后，远远

不是说2 0 2 0年连接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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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亿的数据的量变化，我

认为很多方面一定是发生了

质的变化，那是什么?就是

我们实际上从万物互联向万

物智联的时候价值重构，就

是三个变革是根本性的，一

个是数化，指的是作为生产

要素，数据已经成为一个很

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我们

作为一个人、物或者一个组

织，所有活动的行为不仅是

数据化，是成碎的数据被唤

醒利用起来，作用于我们的

社会作用于我们的生产生活

进程中，数据已经变成我们

不可或缺的要素。第二就是

融合，产业数据化，数据产

业化，这只是一个方面，更

多 发 现 数 据 不 同 行 业 的 融

合，比如交互互联网，或者

不同的行业，社会治理跟我

们日常的消费的行为，或者

说我们民生跟产业之间，包

括刚才贺总讲的，实际上工

业互联网、产业金融也进行

了融合，就是融合产生的价

值，过去的组织一条线一个

领域的数据，通过融合产生

新的价值，还有就是合作，

过去我们是线性的，由线性

的竞争的关系，到今天变成

了生态的合作，没有合作我

觉得在万物互联的时代都挺

难的，所以这么大的变化下

如果我们不进行一些重构，

包括运营商在内，不进行变

化，我就觉得很难适应这个

时代。

【梁宝俊】：中国联通作

为运营商怎么思考呢?我刚才

还在想，中国联通，联通世

界，生下来就是为了万物互

联和万物智联，今天提出的

中国联通致力于做万物互联

时代的使能者，我们现在是

云基、网连加数智，是这样

的模式。中间的两个网连，

是运营商的核心基础，网络

一定是把这些数据，或者是

我们通过感知的网络，和合

作伙伴一起通过智能化的连

接构成我们基本的条件。第

二个云基，不管是我们在云

端还是边缘端，你是我们现

在所说的云计算还是边缘计

算，我觉得未来的物联网这

是基础，我们叫数字，不管

是数据驱动价值，还是AI加

IOT等等，本来物联网都是存

储处理分析加工产生价值，

所以在三个要素下，我们构

建 运 营 商 特 有 的 能 力 的 平

台，广泛的跟我们社会各个

领域进行合作，这就是我们

今天的变化。中国联通首先

要有云数据中心的网络作为

承载，我们现在群众有335个

中心，包括贵安新区的数据

中心，我们构建的M，就是

最大的，包括贵安、内蒙、

廊坊等等，昨天还专门去了

一下，实际上我们大量的数

据产生不管你放在哪个云端

都是很基础的，还有我们在

全球每一个省都有省级的资

源，以及我们所谓的地市这

一级，都有这样基础，当然

这是基础的基础。在这之上

就是云服务，刚才讲了四句

话 ， 中 国 联 通 有 沃 云 的 业

务，但是现在跟业内的优秀

的云服务商，不管是阿里、

腾讯进行多云的负责，适应

不 同 的 云 服 务 商 的 一 些 特

质，中国联通提供云服务商

的，也做云服务商的智能服

务提供者，就是下面想说的。

我们在网的基础上与云

网一体，网络很多了，当然

作为万物互联时代有几个，

一个是NBIOT，站在大连接，

低成本，广覆盖等等，还有

就是EMTC，已经进入了试商

运的阶段。中国联通积极进

行5G的实验，全国确定了16

个实验城市，我们在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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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场合发布贵阳作为中国联

通，也是唯一在贵阳的5G实

验网的开通，并且跟贵阳市

成立了实验室。5G一定不是

给消费物联网而生的除了增

强大容量超高带以外，更多

是另外的场景，包括高可靠

性，还有工业的一些领域，

是必须要做到。还有就是大

连接，广覆盖，我们的一些

像城市管理等等，包括一些

机器通信等等。所以这是我

们 万 物 互 联 的 网 的 基 本 保

障。支撑它的还有大家看到

的新一代网络，不管是分布

到哪一个数据中心和节点，

必须有网，因为数据要流动

的，中国联通三年多了，我

们打造了新一代的智能化的

网络叫2.0，实际上就是基于

智能化的网络，核心就是把

我们网络结构进行了调整，

调整的目的就是用语音的中

心为核心来组织网络，也就

是说网随云动，云随着网调

用，也就是说我们的流量或

者说数据量在哪里，我们的

网络就往这个方向组织。

【 梁 宝 俊 】 ：我刚开始

讲的一句话就是云网一体，

就是中国联通在万物互联时

代最基本的能力，我们也是

精心的优化，核心的意思就

是不是云和网的叠加，而是

网络功能虚拟化结合起来，

通过及时开通，还有自助服

务的功能来完善，网由过去

运营商定义业务，变成由用

户定义业务。据一个简单例

子，比如我是一个客户，希

望这个月的某几天运营带宽

高一些，或者某一个自己调

解，这就是智能化的网络。

所以我们都是云网一体化方

向走。今年三月份中国联通

发布了云网一体的产品，我

们 有 七 个 ， 云 车 网 ， 云 转

线 ， 云 联 网 ， 联 通 云 链 等

等，云联网就是不管你在不

在自己的地方，因为万物互

联了，要把它进行内部的通

信，不简单的是连接，更重

要是智能化，实现了多云的

管理，或者说云服务商互通

VPC等等，这些数据量处理能

力非常要求强，敏捷性非常

高的处理，就是做云服务商

的云网一体，其他不讲了，

我们和云盾是整个安全了。

云、网、数，我们今天是数

博会，数是出现频率最多的

一个词，我们通过自身运营

商的数据、能力，不管是消

费行为等等，聚合一些多元

数据，其他方面的数据，从

而形成我们基础的数据的能

力。我们也在不断的打造基

础的产品，解决方案，服务

于我们金融的风控，包括位

置服务、金融营销一直到我

们旅游大数据等等，像贵州

很多旅游大数据，都是通过

刚才云网一体相互数据。但

是光一个运营商也不可能做

的，是广泛的制作，中国联

通 运 营 商 可 以 很 好 发 挥 出

来，整合我们的能力。云、

网、数，下面是平台，我们

是物联网的平台，我们是在

中国联通的物联网+的战略

下设计的，我们希望是一个

开 放 的 ， 或 者 我 们 是 平 台

+，我们+别人，不是封闭不

是孤立的，我们通过连接管

理平台，把不同网络包括刚

才几位专家讲，包括这种蜂

窝和非蜂窝的，授权与非授

权条件下连接起来，包括全

周期的管理等等一系列的能

力，这是运营商机制，而且

中国联通跟全球最大的物联

网的伙伴合作，我们全球的

能力都连接起来，同时我们

EC这个方式，也是增加了

一个新的内容。同时我们通

过自身的能力打造平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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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能力服务化、AP I化，

也有类似的服务，包括图象

处理等等，能力开放出去，

设备管理等等，应用广泛的

合作，所以这个意义上，中

国联通我们打造的是互联网

万物互联的生态圈，这样我

们从网、云、数，包括整个

平台，有效的整合起来，正

如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变

革是要素、数据，就是我们

的重合作为一个动能，也提

到组织，一定是合作的，没

有一个企业在万物互联到智

联时代可以独行的，有一句

话独行快、众行远，所以我

们成立了中国联通物联网的

产业园，目前有一百多家全

球的物联网机构，今天在座

的好多都是我们的联通合作

伙伴，我今天想表达两个意

思，我们这个联盟是开放性

的，吸引方方面面的，我们

希望更多产业生态的朋友加

入 进 来 。 中 国 联 通 既 是 联

盟，同时推进开发的计划，

包括开放实验室，还有开发

者社区以及开发者的一些工

具箱等等，通过资本合作，

也可以在推进产业基金资本

化方面合作。

还 有 今 天 也 是 一 个 呼

吁，因为看到各行各业，好

多机构都有物联网产业的联

盟，我们能不能把物联网产

业联盟和产业联盟再对接，

这样形成比较能够跨行业跨

产业或者我们在几个重点行

业 我 们 做 的 更 深 的 一 些 成

果。简单再分享几个产业的

实践，我想表达的是这些内

容绝对不是光中国联通一个

单位做出来的，一定是以我

们刚才的基础优势把它跟大

家一起合作。这是在智慧城

市 ， 早 上 领 导 们 致 辞 也 说

了，实际上我们国家很重要

的就是城市管理或者社会治

理，包括城市公共服务，最

多跑一次，我看最近又说了

最 好 是 不 见 面 ， 意 思 是 一

样，就是网上数据多跑路，

少跑腿，这是上海金安区城

市管理还有南京建邺区，把

城市的管理，物联网只是接

入，只是一个感知网络，只

是通过传感，还要在平台上

进行更多处理，把应用的能

力，能够使我们社会治理精

准化。谈得比较都的就是自

动驾驶，中国联通有一个专

门做车联网的公司，我们叫

智联科技，我们独立的子公

司 ， 几 个 年 来 围 绕 车 做 文

章，要做美好车生活的创造

者，我们应该说整个车场，

不管国内国外，大的车场大

概80%都有服务的，核心的

我想不仅仅是一个连接物联

网，更重要构造一个平台，

构造了在万物互联，云网基

础平台，我们围绕用户的库

和场景库进行了匹配，这个

量 也 已 经 超 过 了 一 千 万 用

户，中国联通现在的物联网

用 户 连 接 数 我 们 是 超 过 了

八千万，这个数据还在快速

增长，车联网，包括宝马，

大的厂和商家，我们进入5G

时代非常愿意跟各位朋友们

一起升级。

工业互联网，刚才贺总也

是我们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实际上物联网，包括5G，

也需要一起连接，就是要做

智能的连接，更多需要我们

的合作伙伴。现在无论是格

力电器、徐工集团等等，都

是把我举的例子有效的整合

起 来 ， 工 业 互 联 网 是 大 课

题，我们5G选择了一些合

作伙伴，进行了深度实验，

包括联合产业界的朋友，这

个 不 展 开 讲 了 。 还 有 在 农

业，不管是智能大棚，包括

食品方面做了很多内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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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产 业 涉 及 到 很 多 ， 不 能

一一列举，我们有机会可以

更多的再讨论。但是我想最

后还是要表达一下，中国联

通大家也都关注了，作为国

家在集团层面进行唯一一家

央企，我们提出了聚焦合作

的战略，同时提出了五新联

通，就是新基因，新治理，

新运营，新动能，新生态，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五新重塑

我们的价值。今天也是借此

机会，因为中国联通作为论

坛的承办方，看到这么多来

宾参加会议，同时有一些共

识的内容，也有耐心听我的

介绍，代表中国联通感谢大

家，也希望我们作为中国联

通与大家广泛合作，在共聚

新技术，共创新价值方面，

我们能够作为生态伙伴凝聚

起来，把工作做得更好，谢

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

中国联通在万物互联云网一体

的时代，梁总告诉我们中国联

通做哪些布局和哪些探索。

大家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现

在将几把沙发搬到我们的现

场，意味着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高端对话环节即将开始，我们

将会邀请五位嘉宾来到我们的

台上和我们分享一下在万物互

联和物联网时代，他们各自从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来理解

和分享更具体的一些成功的经

验和实践的精神。我们邀请到

的嘉宾：树根互联有限公司的

CEO贺东东，360集团副总裁穆

鸿，中国联通政企客户事业部

总经理李广聚，意法半导体副

总裁亚历山大·克雷蒙内斯，

高通无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高

级总监李晶，有请。

【贺东东】：非常感谢主

持人。我是树根互联技术有限

公司的CEO贺东东，刚刚很荣

幸做了一个汇报，那么树根互

联是从事互联网平台的开发，

我们主要的工作通过打造根云

互联网平台，连接机器设备，

采集机器的运行数据，通过大

数据分析，通过运营的优化，

变成工业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的各种的应用，我们提供端

到端的工业互联网的服务。目

前树根互联在国内连接工业机

器设备数量最多，也是跨行服

务行业案例最多，也是提供全

球服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穆鸿】：我叫穆鸿，我

是360集团负责整个技术研发

的副总裁，包括大数据、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等，360是一

个安全公司，我们IOT分两部

分，一个是2C的业务，也做了

大量硬件，摄象头、行车记录

仪，都是卖得很好的设备，我

们希望通过设备给用户提供安

全的保障。另外在2B方面也是

很多安全方面的副组长单位，

包括工业互联网的安全，包括

车连网的安全，我们跟很多车

企和很多公司一起为物联网的

安全提供解决方案，这是我们

在物联网这块的两个方面的布

局。

【 李 光 聚 】 ：我是李光

聚。我们整个领域参与的长度

比较深的，我们梁总裁已经做

了非常完整的介绍。单纯就物

联网而言，中国联通目前的物

联网连接管理平台目前是全球

最大的单体平台，整个物联网

的连接管理平台目前管理了超

过八千万个连接，这是全球最

大的。除了连接管理以外，我

们在应用能力应用的探索开发

商，也都有比较大的探索，刚

才梁总介绍了我们成功的实

践，包括智慧城市领域，工业

领域，在农业各行各业都有我

们的成功的实践，也有完整成

体系的解决方案。

【 亚 历 山 大 · 克 雷 蒙 内

斯】：我是亚历山大·克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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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斯，我不是中国人，我是

意大利人，再次抱歉，语言

方面没有办法，翻译希望能

够帮助我。我是负责意法半

导体的创新，我们会做创新

类的部署以支持我们的客户

在物联网时代满足自己的需

求。另外我们意法半导体是

半导体开发的企业，大家每

一部智能手机每一部设备都

可能来自意法半导体三到五

个芯片，尤其是工业的传感

器领域，我们能够提供面部

识别的芯片，能够提供智慧

识别的芯片，同时我们也为

汽车行业提供电气化的解决

方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新

的技术，新的一些半导体的

技术来实现汽车的电气化、

互联化。其实我们每一辆车

都会有30到100个意法半导体

的部件，如果大的客户每辆

车涉及到一千多个部件，因

此我们牵扯到很多领域，但

是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尤

其关注物联网的领域原因很

简单，我们能够为物联网的

部署提供所有的关键组成部

分。

【 李 晶 】 ：我是美国高

通的李晶，我们是做智能手机

芯片的公司，我们高通最早的

2G一直到3G4G甚至到5G，都

一直领先。三十年来无线通讯

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与人的沟

通变得更加容易，我们过去的

三十年是连接你我，未来三十

年是连接万物，所以高通公司

我们目前在物联网方面下了很

大的功夫，到目前为止，应用

高通芯片的物联网的产品我们

已经有发货超过15亿部，平均

每天100万片的速度发展，高

通来讲绝对是不但要做好手

机芯片，另外在新的领域，包

括物联网，包括在服务器芯片

以及其他的新的技术领域，我

们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的计

划，我们愿意跟各位合作伙伴

一起共同把生态链做得更大。

【主持人】：一个简短的

开始，大家对嘉宾有了大致的

了解。今天高端的对话之前，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将

五位嘉宾的姓名也是呈现在了

数博会的官方网站上，向我们

的网友包括现场的嘉宾征集问

题，而且发现今天上场之前，

问题还是非常多，非常踊跃，

我们工作人员进行了简单梳

理，将问题集中了一下，按照

一个顺序简单向我们五位嘉宾

提出，首先问贺总，提出这样

的问题，工业物联网是物联网

最重要的领域，如何通过工业

物联网平台领域帮助企业实现

转型，助力实现2025。

【贺东东】：工业物联网

帮助到企业，最大方面就是帮

助它做数字化，因为今天各位

演讲嘉宾都提到了，我们这次

转型升级或者制造业的升级，

主要就是说最大特点数字化，

原来是物理对象，通过传统的

物理化学的方式做加工做制

造；现在我们通过建立起数字

的双胞胎，可以把所有的互联

网的技术全部用到，我们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

都可以通过对数字对象的加工

或者说优化，反向去优化我们

物理世界，就是实体经济，制

造业的运营的水平。工业互联

网最大的用处就在于让我们的

制造企业加快数字化的进程，

同时把它的生产要素、机器设

备连通到互联网上面来，把

互联网上面新的技术资源、商

业模式快速的导入到我们的制

造企业里面去，所以你通过工

业互联网平台能够连入到互联

网世界，就连通到新的世界，

如果一直孤立，不去连接，不

去数字化，我想会逐渐处在边

缘化或淘汰的过程。所以你可

以让任何一个网络，但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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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定要赶快连接赶快数字

化，这是智能制造转型的最重

要的途径。

【主持人】：接下来是穆

总，360是如何为安全保驾护

航，有什么方案?

【穆鸿】：刚才都谈到安

全问题，物联网到来之后，

安全有很大办法，传统的网

络安全穿透到虚拟世界到物

理世界，安全整个边界发生

了非常大的变化，无论是无

人驾驶，还是工业互联网，

都发生了安全攻击的事件，

比如说去年看速度与激情讲

无人车被攻破了，最终影响

人的安全，包括去年勒索病

毒，曾经我们有一个企业勒

索病毒的爆发导致生产线的

停工，这些真实的案例，使

得我们注意到安全从传统的

信息安全进入到所谓的大安

全时代，不仅仅是传统的网

络安全，还有国家安全，甚

至基础设施的安全，城市、

人生的安全，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我们整个安全的处

理的方法也会发生巨大的变

革，我们刚刚在前几天在天

津的世界智能大会发的产品

叫360安全大码，认为未来的

网络肯定会被攻破的。在这

样的时代，怎样保障系统的

安全?最重要就是建立安全大

脑，建立一个能够基于安全

大数据的，能够适应各种场

合的综合决策的平台，这个

平台可能会用到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等各种技

术，这是我们360一直在努力

做的事情，也是把我们过去

这么多年，其实360安全里面

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我们积累

了十多年巨量的大数据。前

面院士讲了FB I的事件，就

是由360支持FBI，找到了元

凶，我们通过安全大数据在

新的万物互联时代发挥的作

用。360在安全的方向，以安

全大脑为核心技术做投入，

是希望与整个物联网企业互

动，为大家保驾护航，谢谢

大家。

【 主 持 人 】 ：的确是这

样的，安全问题是大家非常关

心的问题，而且好像在以往的

经验当中，也是不断的完善的

过程。物联网有分工细密的特

点，而且特别容易呈现深度碎

片化，对于这样的物联网特有

的特质，有没有什么样解决的

方案?

【李广聚】：也讲到了

互联网碎片化的特点，但是

另外也看到物联网的碎片化

说明了物联网未来巨大的发

展潜力，因为我们今天论坛

的题目叫做万物互联，所有

的行业所有的产业甚至大多

数未来的设备可能都会被连

起来，所以出现碎片化基本

上是一个业务特征和广泛应

用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一种

场景。在这样的碎片化的场

景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

的来推动物联网的发展呢，

刚才梁总在演讲的时候提到

了一个非常好的提法，叫做

独行快、众行远，要想把一

个碎片化的市场，把一个众

多的参与者能够有效的协同

起来，能够共同推进产业的

进步，或者说往前的发展，

我们需要携起手来，我们需

要从不是抱团取暖，是抱团

出行，中国联通在今年一季

度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中国

联通物联网产业联盟，我们

这个产业联盟目前的参与者

有143家，刚才梁总讲到说我

们还可以把中国联通的物联

网产业联盟和众多的其他的

产业联盟再一次携起手来通

过联盟的方式，做信息的沟

通，业务上的协同，业务上

的协作，这样会有效的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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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市场驱动起来，这是我

觉得第一个要讲的想法。

第二个想法，在整个物联

网的市场里，众多的参与者，

要想真正的能够形成团体出行

的局面，需要所有的参与者有

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前面满帮

的王刚董事长在演讲的时候讲

到一个说相互成就的心态，我

想我们物联网产业里面的众多

参与者，我们形成一个联盟，

一个出发点和主旨，也是应该

抱着相互成就这样的心态，

我们的联盟能够有效的发挥作

用。

第三个想法，在产业链里

面，每一个参与者应该有一个

谦卑的心态，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在以前的时期，流传非常

广泛的提法，叫做赢者通吃，

但是在产业物联网领域，在物

联网领域，但是某一个参与

者、企业抱着这样的理念，来

去推进物联网发展的时候，可

能会遇到问题。所有的参与者

可能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整合

别人的整合者，谁都不希望自

己成为被整合者，但是在这样

的庞大的体系里，如果说总是

会出现整合者，也会出现被整

合者，但是所有的整合者，应

该抱的心态是相互成就，应该

八的心态即便是整合，也要跟

外部广泛的合作，也不是说一

统江湖，希望赢者通吃，我就

讲这么三个想法。

【主持人】：谢谢李总，

碎片化是我们物联网行业发展

当中的特质呈现。根据您提到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包括

形成联盟，包括能够抱团取暖

的话，在物联网特质的方面，

也能最大限度的规避包括解决

面对的挑战，而且有挑战也会

带来新的机遇。接下来的问题

问题亚历山大·克雷蒙内斯先

生，很专业的问题。意法半导

体作为半导体公司，怎样看待

机组组建对物联网发展的支

持；还有智能怎样通过使网络

的边缘和节点更加智能化的加

快发展。

【 亚 历 山 大 · 克 雷 蒙 内

斯】：我再谈到物联网的时

候，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生态

系统，这是至关重要的，我

觉得我们之前的这些讲者还

有我之前的演讲当中谈到这

一点，我们在物联网市场当

中有很多的竞争，硬件、软

件、电信、知识、云、人工

智能，一切都会存在竞争，

物联网就是端对端的系统，

如果说没有到达端的话，就

没有创造价值，所以有数据

要把数据放在云上。我们的

挑战现在就是在于说我们有

这个机会能不能把数据抓好

并且实行高效化。当我们谈

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对

于微电子这块，我们在传感

器 技 术 上 面 做 了 很 大 的 投

入，传感器不仅仅是一种图

片 ， 或 者 是 运 动 的 一 种 捕

获 ， 甚 至 以 后 感 应 你 的 情

感，传感和感应将会能够用

在方方面面，交通、通讯等

等，这些基本因素就是很好

的例子。而且传感器要有加

工处理的能力，所以要和我

们处理器合作共同协同，可

以说现在我们有一款处理器

是在中国物联网硬件当中最

常用的处理器，这就是我们

实际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

希望更接近客户，我们希望

是让我们的客户找到很合适的

产品及我们把我们的能力把我

们的半导体的产品能够帮助我

们的客户，让客户实现应用。

所以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客户在

使用的同时让我们的技术变得

更加高效，更好流程的校准。

能够让我们的产业实行负能，

更好的找到数据点，这是我们

的共行，共同合作的领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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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到算法等等都是一样。

另外再谈一下低功耗，

我们的芯片都是能做到非常

低的功耗，而且这是我们一

个承诺，对于低功耗的技术

上面我们做了大量投入。刚

才我们很多的中国制造商还

有讲者也谈到低功耗的重要

性。安全，我非常同意安全

是很基础性的问题，安全其

实和软件、信息是混合在一

起的，我们要了解的是整个

大趋势是什么样子，而且越

来越多和其他的点都结合在

一起，可能我们现在都关注

要不要找最安全的软件呢?其

实现在和你的能力，可能和

你的物理和虚拟世界所有体

系的管控整合在一起了。对

于IOT行业来说，没有安全的

话，真的没有办法让行业腾

飞起来的。成本，又是很关

键的一点，我们现在的行业

在低成本的应用方面，是有

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在

谈芯片制造的时候，成本大

概是两美元，从这个层面来

看我们还看到很多用户希望

把这样的成本降下来，还是

拿电子件来看，如果说我们

一个农户要选电子器件一定

要简单易用，一定让他们能

够通过电子器件用到他们想

要的东西，当然要结合我们

的软件。所以物理和虚拟世

界的连接，也是我们意法半

导体后续要不断跟进不断研

究的。我们不仅仅要关注电

子器件，希望一定要做我们

在加工处理和数据转移方面

做更大的提升。比如说像谈

到半导体光子的传输，和云

之间的结合，我们能够去不

管在汽车行业，还是云计算

也好，这些新的数据传输的

技术都应该能够让我们的行

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第二

个也提到一个挑战，就是所

做的是不是能够创造价值?价

值来自于我们大量的数据，

如果说谈到人工智能，人工

智能现在能够让我们的设备

变得更智能化，有这个能力

感知这个挑战，把什么样的信

息上升到云端，是机会同时也

是挑战，因为现在还在说什么

数据上传云端，什么不上传云

端，所以要去关注首先人工智

能一定要把效率性提升。

【 主 持 人 】 ：刚才说了

降低成本，去年的时候，有

四大全球卫星系统，整个亚

洲全覆盖作为发展的时间节

点，我们对总公司进行了采

访，当时就拿了芯片，是说

要这个芯片，我们以前没有

的时候，我们进口都要多少

钱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一百

美元，现在自己生产只要十

块钱人民币，这不仅仅是外

汇的节省，其实也是我们技

术产业大的腾飞，包括重大

意义在里面。说到这儿，前

不久中美之间产生了非常大

的贸易摩擦，包括我们都在

讨论如何和美国进行可能开

始的贸易战，大家说大斗，

包括大家抵制苹果，但是后

来发现这些东西可行性非常

的小，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依

赖，但是美国好像在很多方

面，轻轻的动了手指就让两

个大的民族企业伤筋动骨，

这个东西让我们感受到半导

体、芯片，一些高端技术方

面，包括和美国发达国家的

巨大差距。今天不谈政治只

谈话题，我两次说了芯片，

高通作为世界著名的通信制

造商，万物互联的时代如何

适用多频的互联网需求，提

供成本更低的芯片级的解决

方案？

【李晶】：中国是最大

的无线通信市场，就是最大

的，我们有13亿人口，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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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普及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

百，我们整个手机已经超过

了13亿，所以在巨大的市场

影响下，我觉得来讲，作为

任何一个外国公司，对中国

的一些根植都是必要的。高

通进入中国将近快二十年时

间，在整个技术上的发展，

高通来讲也是推崇标准的全

模的发展，联通现在做的全

模手机或者全网通手机，实

际 上 我 们 芯 片 在 生 产 的 时

候，我们就是想要用一颗芯

片覆盖所有的频段，覆盖所

有的制式，不管是给运营商

还是制造商场，都提供了很

好的平台，这样来讲，在整

个的业界才能有比较大的发

展。因为在技术上大家可以

知道，整个的无线通讯两个

方向发展，一个更高更快更

强，更高效能更快速度更强

的应用，另一方面就是更低

的复杂度更长的续航时间，下

面这个就是开启了物联网广阔

的前景，所以物联网这块，我

们现在实际上也生产了芯片，

也是继承了手机方面的芯片，

我们有多模的芯片，就是有一

个物联网的芯片可以覆盖2G，

也可以覆盖刚才很多嘉宾讲的

IBM这些，可以一次投入，全

部到位，这个我觉得来讲，整

个产业链，如果要做大做强，

必须要有一个融合。上午开幕

式数博会宗旨是数化万物，致

在融合，融合包括两方面，一

个是技术上的融合，一个是文

化上的融合，那么在文化上高

通来讲，跟广大中国企业包括

昨天我们总裁跟贵州省政府又

共同宣布，因为我们跟贵州有

一个合资的芯片合资公司，我

们昨天宣布从资金上、技术上

支持合资公司，叫华新通，

同时支持贵州的大数据发展，

支持中国的半导体发展，所以

梁总的话非常好，独人行众行

远，这个众行就是要跟所有的

中国伙伴一起，共同把物联网

的市场做大做强。

【 主 持 人 】 ：其实我手

里面问题还有很多，因为时间

的关系，就不一一再向各位嘉

宾提问了。其实毋庸置疑，物

联网是信息技术的第三次革

命，千亿计的连接量为大家提

供了非常庞大的市场机遇。

我们企业包括政府企业还有消

费者包括在座的每一位都会成

为这个进程当中的参与者和

见证者。今天是数博会开幕

的日子，中国国家主席习主

席也发电慰问，发电说：希

望各位代表和嘉宾围绕数化

万物·智在融合的博览会主

题，深入交流，集思广益，

共同推动大数据产业创新发

展，共创智慧生活，造福各

国人民，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我想用习主席的话

作为今天对话的结尾，更有份

量，更让我们充满信心。再

次感谢在场的五位嘉宾的现

场作答，和我们大家一起分

享观点，也感谢大家参与今

天的活动，今天的万物互联高

端对话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

家。再见。

… … 来源：http:/ /zb.gywb.

cn/28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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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人工智能”高端对话“AI生态 加速未来”

时… … 间：2018年5月26日…14:00--17:00

地… …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综合厅B、C

论坛简介：“人工智能”高端对话，分享人工智能应用经验，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变革，解答人工智

能热议话题，预测人工智能产业未来，提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尝试为全世界人工智能的发

展指明方向和可行路径。

“人工智能”高端对话：AI生态加速未来

杨澜：各位尊敬的领导、

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

下午！

欢迎大家来到贵阳数博

会的高端对话环节，我是杨

澜。如果您去年曾经参加过人

工智能的讨论，您大概会记得

也是由我来主持的，所以主持

今天下午的论坛会有什么样的

感受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三

个不同。第一个场地不同了。

我们从旁边的一个会议厅来到

了论坛的主会议厅，所以这里

面的空间更加的开阔，参加的

人数也更加多了。第二个就是

时间不同了。我们去年只有一

个半小时左右的论坛，今天下

午我们将在这里足足待上一个

小时，一起经历一场思想碰撞

的盛宴。第三个就是人工智能

的热度不同了。如果前两年很

多人谈到AI的时候有点云里雾

里，更多是基于科幻的层面的

话，那么今天我们对于这个问

题探讨已经变得非常垂直，非

常深入，而且对于数据安全、

伦理、隐私等系列问题讨论也

将更加充分。正是在这样情况

先我们举办今天下午的人工智

能高端论坛，在这里我们首先

要感谢贵阳数博会主委会和贵

州、贵阳的领导们对人工智能

发展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掌声

送给他们。

请允许我介绍莅临今天下

午高端对话的各位领导和主要

的演讲嘉宾，他们是：

贵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李再勇先生

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

晏先生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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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执行官…李彦宏先生

高通公司全球总裁…克里斯

蒂亚诺·阿蒙先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

计算机教授、深醒科技首席科

学家…张钹院士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

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院长…微软

亚太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王永

东博士

Facebook基础架构副总

裁…贾宏钟先生

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

德国汉堡大学信息学科学系教

授…张建伟先生

华为公司副总裁…云部总

裁…郑叶来先生

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研究

院院士兼全球副总裁…汤姆·奥

斯丁

甲骨文公司全球副总裁…尼

尔·门德尔松

小I机器人创始人、董事

长…袁辉先生

北京深醒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卢臻

澳大利亚Ebtikaar公司创

始人及主理合伙人…皮塔尔·斯

托杨诺夫………

在过去这几年的确在中国

和全球都掀起了人工智能发展

的热潮，从政府到资本到企业

各个方面的推动，也使它成为

一个万众都关注的话题，应该

说这些助推的力量都促进了我

们今天下午这个讨论的深度和

广度。

区块链-价值互联新次序

高端论坛…人工智能…AI生态…加

速未来会场主持人杨澜与嘉宾

对话

首先要有请贵州省常委、

常务副省长李再勇先生为我们

高端论坛发表祝词。

李再勇：尊敬的李彦宏董

事长，克里斯蒂亚诺·阿蒙总

裁，张钹院士，各位来宾，女

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爽爽的贵阳桃李争

艳，大家齐聚一堂，举行人工

智能高端对话，受志刚书记、

谌贻琴省长的委托，在此，我

谨代表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

向参加高端对话的各位来宾表

示诚挚的欢迎。

数化万物，万物皆数字。

数字经济时代催生的人工智能

时代正向我们走来。人工智能

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驱

动力，将催生新的技术、产

品、产业、业态、模式，从而

引发数字资源的重大重构和经

济结构的重大变革，实现社会

生产力的整体提升。人工智能

技术的蓬勃发展，在国民经

济社会的发展各领域广泛的运

用，必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国际竞争的新高地。也将

推动成为推动智慧社会建设的

有效工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此次数博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

发来贺电，勉励我们要秉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围绕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全

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助力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

量发展。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也明确提出，要加强新一代人

工智能研发应用，发展智能产

业，拓展智能生活，培育壮大

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产

业，加快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

和转化。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

贵州在全国率先发布了

《智能贵州发展规划（2017-

2020年）》，这是我们深入推

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加快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的一项重大战略

决策。今年，我们通过参与举

办全球人工智能大赛，着力打

造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创立人

工智能创新平台，在产业生态

建立与营运、技术平台搭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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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人工智能垂直应用领域

产业对接和市场推广等方面迈

出了坚实的步伐，助推了贵州

人工智能的生态发展和应用创

新。

当前，贵州上下正全面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大

数据战略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坚定不移推进大数据战略

行动，把大数据作为我们转型

升级的重要引擎，充分发挥智

能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

以智能制造发展为主功方向。

以智慧能源、智慧旅游、智慧

医疗、智能生态环保等领域为

发展重点，以智能化新基础设

施、大数据新资源为关键基础

支撑，着力推进智能技术与三

次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人工

智能企业和人才智聚贵州，构

建起发展的新格局、新体系。

作为国家批准的全国第

一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我们

将一如既往的为大家提供一个

大数据分析运用、人工智能创

业创新的开放平台，进行国

际化、高端化、专业化、产业

化、可持续化的总体定位，聚

焦融合、创新、共享，来推动

人工智能最新技术的创新和成

果的运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

们：我们希望借助这次高端对

话，全方位展示贵州发展大数

据及人工智能产业的良好条件

和发展环境，我们将以最大的

诚意、最优的服务、最好的环

境诚邀广大企业和各界人士来

贵州投资兴业，共同发展，共

创未来。

最后，预祝本次高端对话

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身

体健康，工作顺利，在轨辙生

活愉快，谢谢大家！

杨澜：谢谢李再勇省长热

情洋溢的致辞，的确，贵州、

贵阳都建立了非常好的条件欢

迎大数据和AI方面的公司在这

里入驻和发展。我们今天谈到

AI，似乎每个人口中有，但是

每个人口中讲的AI是不是一回

事，有些人可能讲的是智能增

强，有些人可能是讲的智能平

台，也有人可能是在想模拟人

类智能的AI，所以也可能我们

每个人都在讲“AI”，但是讲

的是不同的东西，今天下午我

们有机会从AI应用各个领域，

包括平台和终端的一些技术来

看待这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比较

全面的印象。当然，每一位演

讲嘉宾也会通过他们自身和自

己的企业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和

定位来为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

这个领域的发展提供洞见和契

机。

第一位发言的是百度创

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

先生，李彦宏创立百度并且在

2016年把百度定位为一个人工

智能的公司，所以在这个方面

他有很多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

享，掌声有请李彦宏先生为我

们带来今天下午第一个演讲。

区块链-价值互联新次序

高端论坛…人工智能…AI生态…加

速未来会场…百度公司董事长李

彦宏

李彦宏：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第三次来到贵

阳数博会与大家交流有关人工

智能方面的一些看法。我觉得

每一次来感受都非常深刻，贵

阳的数博会影响力一年比一

年大，参与的人也一年比一年

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年

其实都没有什么变化，谈的话

题都是人工智能。

去年我在这个论坛上讲

人工智能其实有很多误解，有

人觉得它是仿生学，有人觉得

它会威胁到人类的安全，我一

直讲我是一个乐观派，我觉得

人工智能不可能威胁到人类的

安全，我当时说请大家不要

担心。那今天我想讲什么呢？

我会用PPT演讲，跟去年年底

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我认为有PPT才是真准备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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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这次也是一个准备过的

演讲，起的名字叫《为了一个

更美好的AI时代》，名字很美

好，话题是想谈我对人工智能

的担心。我不担心人工智能会

控制人类，但是并没有不是没

有担心。那我对人工智能担心

什么？

今年全国“两会”时也

有很多记者问我各种各样的问

题，跟百度有关的问题，但

是问得最多的还是无人车什

么时候量产。我当时夸了一

个海口，说今年7月份无人车

就可以量产，我们与厦门金

龙的小巴车，没有方向盘没

有驾驶位的全自动的车很快

就会量产了，现在已经5月份

了，还剩下一个多月时间了，

我有期望、有焦虑，有担心，

不是担心这个车量产不了下不

了线，我在担心这个车是不是

租购的安全。所以，对于我们

来说，安全是自动驾驶最最重

要的一个方向，它是我们的第

一天条。什么东西都可以错，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错。一旦错

的，一旦出失，就有可能使得

整个技术的推进会停滞一年到

两年。更重要的是，人的安全

是最最宝贵的，是我们最看中

的，我们不能够在这方面容忍

错误。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自动驾驶的安全方面前

一笔时间在雄安测试的视频，

百度无人车在转弯调头的时

候，旁边跑出来一只小狗，无

人车很正确在小狗面前停下

来，让它过去之后我们才再接

着开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

东西，无人车在高速公路、封

闭公路上快速行驶其实是相对

安全的，那个路况是比较简单

的。而在开放城市道路上，有

人，有各种各样预想不到的事

情，它能不能很好控制自己，

这就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要

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车才能

真正的变成无人的，才能够自

动驾驶。

大家知道，百度不是造

车的，我们是一个平台，我们

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我们

的技术通过开放源代码、开放

数据，让所有的想造无人车的

生产厂商能够从中获益。从我

们代码的开放到后来量产，这

中间增加了很多新的代码，其

中接近50%的代码都是为了

安全增加的，真的要量产了，

真的下线进入商用，真的要载

人了，我们不能让它错，所以

大量的经历放在了安全上，要

符合车规。所以我们在国内从

事自动驾驶研发的互联网公司

当中第一个拿到了ISO26262

这个流程的认证，所有电子产

品的安全性的认证和规范，因

为无人车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也有很多很多的合作伙伴与我

们一起在做，这就使得整个产

业比我们想象推进要快。说实

话，两三年前我是无法想象到

今年可以看到没有驾驶位、没

有方向盘的车能够在一些封闭

的场景中使用，不管是封闭的

园区、码头还是景区能够跑起

来，所以它是经过了很多方，

从政府到汽车制造商、科研机

构、出行服务商，甚至电信运

营商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才

达到这样一个状态的。

这种状态我相信会越来

越好，不仅仅是像百度的这样

公司在推进无人车在车这个层

面技术的演进，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方向是政府在推动基础设

施方面的演进，它越来越多的

在道路上布置各种各样的传感

器，让车可以以更低的成本、

更高的精确度识别各种各样障

碍物和交通规则。所以，原来

车上可能有贵达几万美元的激

光雷达设备才能够探测周边的

障碍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

道路层面、基础设施层面把相

应的传感器布下去的话，那我

们的车就可以用更便宜的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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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张钹

器就能够感知路况，能够躲避

障碍，这样无人驾驶车的成本

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也是我们

寄予厚望的一个方向。所以，

无人车确实不是某一个公司单

方面的努力，它是方方面面的

巨大生态，而它的这种演进，

我觉得中国最有希望，因为我

们有一个强势力德国政府，它

在很多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

都是在全世界是超前的。

以上是无人车方面我的担

心和相应的措施。其实，人工

智能也在毫无争议不可避免在

改造传统移动互联网，包括搜

索在内。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百度最近推了一个新的搜索

APP，叫做“简单搜索”，它

主打两个特点。

第一是人工智能。对于

传统互联网来说人工智能是对

语音、图像、自然语言的精确

理解。可以用语音调取，也有

用摄像头拍一张照片它就可以

识别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其

实都是用了很多的AI的能力。

AI还能够千人千面，不同的人

进行搜索时所获得的结果我们

认为业绩是不一样的。简单的

说，比如可以有成人的模式，

或者标准的模式，也可以有少

儿的模式，如果它能够检测出

来你的声音是一个成年人的声

音还是一个儿童的声音，那

么它给你的结果也是会不一样

的。我们根据不同的人发出来

的不同声音，给出来相应的搜

索结果也是不一样的，这是简

单搜索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是我们在两天前做了

一点宣传，这个搜索APP是无

广告的，在搜索结果中没有任

何的广告。后来我看了一下网

上评论，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说你骗人的吧，你怎么可能没

有广告。所以我也想利用今天

这个机会跟大家讲，“简单搜

索”在搜索结果里面永远不放

广告，欢迎大家下载来使用。

我们觉得，实际上AI时代

除了技术的快速进步之外，也

确实随着产品的落地，人们越

来越有切身感受到底能给人们

带来什么结果时，我们越来越

觉得需要有新的规则、新的价

值观、新的伦理，至少要在这

方面进行讨论，不仅仅无人车

要能够认识红绿灯，所有的AI

新的产品、新的技术都要有一

个我们大家共同遵循的理念和

规则。所以我想到了四个方面

东西。

第一，我们认为AI的归高

原则是安全可控。一辆无人车

如果被黑客攻击了，它有可能

变成一个杀人武器，这是绝对

不允许的我们一定要让它是安

全的，是可控的。

第 二 ， 我 们 今 天 看

到像B A T，或者是美国的

Facebook、Google，或者是

微软，这些公司的AI能力都很

强，但是世界上不仅仅这几个

大公司需要AI的能力、技术，

世界上有几千万家公司、组

织、机构也很需要AI的技术、

能力。我们怎么能够在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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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让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人

能够平等的获取AI的技术和能

力，而不仅仅是少数大公司的

专利，我们怎么能够防止在AI

时代因为技术的不平等导致人

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变得

越来越不平等，这是我们需要

去认真思考的。

第三，AI做出来很多东

西不仅仅是简单去模仿人，人

喜欢什么你就给它什么，人喜

欢娱乐八卦你百分百信息流都

推娱乐八卦，只要让他在里面

多待一分钟就不让它少待一

分钟，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

们希望通过AI，通过个性化推

荐，给人们信息是能教人学

习，你花了一个小时之后，过

了一段知道之后发现那一段时

间学的一些跟原来不一样的好

的东西，让我们变成更好的

人。

第四，很多人问，如果

人类很多工作或者劳动逐渐被

机器所替代的话，人还能干什

么？人可以休息，我们现在一

周工作五天休息两天，未来也

许一周工作两天休息五天。但

是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因为人

工智能，劳动不再成为人们谋

生的手段，而是变成人的一

种需求，你想工作，你想去创

新，你想去做创造，所以你才

去工作，这是AI的终极理想，

我们要为人类带来更多自由和

可能。

AI的使命是什么？不是替

代人，是让技术忠诚于人类，

服务于人类，让人类的生活变

得更美好，这就是我今天想讲

的，谢谢大家。

杨澜：谢谢李彦宏的精

彩演讲，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亮

点都是值得媒体进行报道的，

无论是关于“简单搜索”的不

带广告的承诺，还是对于AI的

终极理想和在研发发展AI当中

我们需要秉持的伦理和价值观

念，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就

在刚才，贵州省委副书记、省

长谌贻琴女士也来到了现场，

我们把掌声送给她表示欢迎。

刚才李彦宏谈到了无人

车，谈到了智能搜索，这是AI

来应用的一些重要领域，提起

AN不能不提大数据，也许各

位注意到在昨天一条新闻，欧

盟通过了新的法律，对于数据

隐私和安全提出了更加高的要

求，有用户提出信息安全和

隐私方面的诉讼，如果被判有

罪，大的数据公司有可能要拿

出他们全球收入的4%作为单

笔最高罚款，这是一个非常惊

人的数字。所以，无论是在亚

洲还是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

地方，对于大数据的安全它的

应用处理方式，也都越来越引

发讨论和人们的关注以及相应

的政府政策、法律条规不断研

讨和推出，接下来我们有请中

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

机教授、深醒科技首席科学家

张钹院士为我们讲一讲大数据

这个时代对于数据的理解，掌

声有请。

张钹：刚才李彦宏先生

讲，有PPT的报告才是有准备

的报告，是我要提供的没有

PPT的有准备的报告。我为什

么不用PPT？因为给我时间只

有15分钟，所以我必须把最主

要时间集中在我的报告上。

刚才杨澜说我这个讲的人

工智能应该是什么人工智能，

我现在讲的人工智能是教科书

里面定义的传统的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和设计

智能系统。这个智能系统能够

感受周围的环境，能够思考，

能够做决策，最后能够对周围

世界产生作用，我现在要谈的

题目是如何把人工智能的技术

变成创造价值，变成产业。因

为我参加了深醒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做人脸识别的，我要以这

个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事情应

该如何做，因为深醒科技有限

公司昨天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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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中在1100多个参与中得到第

一名，这个评价是根据它的创

新性和企业模式、团队等等评

出来的。我觉得要把人工智能

技术变成为产业，创造价值，

它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数

据包括知识，二是人工智能算

法，三是计算资源，四是应用

场景。必须把这四个因素有效

的结合起来，你才能把技术转

化成为价值。

首先先说数据，现在大

家认为现在到处都是大数据，

似乎我们完全可以拿到大数

据。实际上不然，网络上的数

据虽然非常多，但是跟你这

个任务有关系的，合法可以拿

的、能够保证的数据不见得

是大数据，这是一个问题。拿

人脸识别来讲，人脸的数据网

上非常多，但是多数对我们没

有用的。因为你要做好人脸识

别必须要有某个人他在不同视

角、不同环境下拍的照片，这

个照片至少得几百张上千张，

而且不是一个人，得有几百人

上千人，这个数据越多越好。

大家想一想，网上得不到这个

数据的。虽然有这个数据，因

为隐私问题，你不见得都能够

拿到，或者说不见得能够合法

的使用。因此，数据是一个关

键。第二个问题，数量和质

量。我们大部分的数据现在问

题是这样，数据越多，相对来

讲质量就差，有人统计过，网

络上的数据只有34%有用，

7%经过标志的，1%经过分析

的。换句话讲，只有1%的数

据左右有用和好用。要把人工

智能技术转化成为创造价值，

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人工智能的算法。

这里面大家比较关注或者用得

最多的是深度学习，但是深度

学习的应用场景是有很多限制

的。

第三，计算的资源，目前

暂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足够

的，但是在移动情况下，实时

要求，有时候这个资源还是很

紧张。

第四，应用场景。这是最

重要的问题，你没有选好应用

的场景，就不可能发挥人工智

能算法的作用。从目前的人工

智能技术来讲，应用场景必须

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完全

信息。大家知道，Alpha…GO为

什么能打败李世石，就是由于

围棋是一个完全信息的博弈。

完全信息的博弈对机器来讲非

常容易，牌类就不行了，是不

完全信息博弈，就是对方拿的

牌、对方怎样出牌你不知道，

下棋就不一样，他怎么下，他

有多少棋子、怎么下，大家都

是清楚的，这叫做完全信息博

弈，所以首先是完全信息。二

是确定性信息。三是静态的。

四是限定领域。刚才李彦宏先

生讲到的自动驾驶车，刚才他

也讲到现在自动驾驶车在封闭

环境是可以走向使用，大家想

一想，为什么要定一个封闭的

环境？这个封闭的环境就保证

行人少，保证人开的车辆少，

这个环境就是确定，就是完全

信息的。如果在车况非常复

杂的情况下面，我认为前的自

动驾驶车是不能用的。因为那

个里面会发生大量的不能预计

的情况，比如行人、人驾驶的

车，所以很多做无人车的人都

认识到这点，任何一个人包括

行人和驾驶员都会有意无意的

违反交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

经常产生突发事件，产生了突

发事件计算机是对付不了的，

目前人工智能还解决不好。所

以，我认为，自动驾驶车用到

复杂的路况下任重道远，还有

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我在这里要讲一下深醒

为什么在这上面能取得成功？

其实做人脸识别的有很多大企

业，但是我们这个企业与人家

竞赛中往往都把他们打败了。

为什么？其实很多大企业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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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情技术不见得比我们差，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

题—数据。我们有了很多其他

企业没有的数据，这就能保证

我们做出来的系统性能肯定比

任何一个企业好。有一个是应

用场景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

把它应用在追逃犯，因为这个

问题在我们国家很突出，网上

逃犯就有25万，平时警察哪

能记住这么多人的人脸，即使

碰到它，也不见得知道他是逃

犯。装这些自动人脸识别系统

后，他就无处可逃，一旦被我

们拍照就能识别出来。两年时

间里面，我们在贵阳这里抓到

了全国逃犯200个。2016年，

贵阳市只抓到一个全国逃犯，

这两年时间抓了200个。抓了

其他逃犯，比如说贩毒分子

等，加起来2000多人。所以，

要把人工智能用好，真正创造

价值，我认为必须把这四个因

素很好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成

功，谢谢大家。

杨澜：谢谢张院士，我们

应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因为

他证明了没有PPT也是准备过

的演讲。

刚才我们无论是从人脸

识别还是从无人驾驶都看到了

业界正在推进的一些崭新的变

化，而且已经在我们身边发生

着，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其实往往是终端的产品更能够

让我们感受到智能或者AI的发

展，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高通这

个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企业，

同时在智能终端技术创导和应

用方面非常独树一帜，作为全

球5G领军企业的高通有什么观

点要分享？我们要请出高通全

球总裁克里斯蒂亚诺·阿蒙，

掌声有请。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

各位下午好！今天特别高兴有

机会来到数博会，和我们许许

多多的合作伙伴和朋友们在一

起，也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

分享最近我们在开发5G以及人

工智能方面所做的贡献。

谈到大数据，显然当前是

一个非常独特的话题，而在这

种背景下，通信行业也会是有

一个大的变革，因为下一阶段

的通信设施5G马上要来到，加

上人工智能两种技术结合，可

以驱动新的数字革命，就像4G

和个人电脑一样。我希望借此

机会宏观介绍一下我们眼前的

一些机会。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

司，我们公司在无线通信领域

过去三十年以来一直处在革命

的前线，我们开发了解决方案

让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手机，现

在已经进入到成熟期，智能手

机已经成熟了，这是非常了不

起。智能手机现在是世界上最

大的开发平台，没有任何生态

系统比手机更大，把个人计算

的能力压缩到我们的说心那么

大的尺寸，用最先进的集成电

路植入手机，可以使得我们每

个人可以人人相联。58%的全

球人口包括儿童都有智能手机

了。智能手机也完全江边了电

子消费品这个行业，手机现在

包含有照相机、音乐播放器、

视频播放器，而且也是办公软

件的一个平台，但是我们马上

又要迎来下一个大的改变，现

在已经开始转变，我们有4G、

移动宽带，但是实现5G之后又

会上一个大台阶。想象一下，

移动通信可以把我们身边所有

东西都连起来，230亿台的设

备将是智能化而且是相互连通

的。随着连通的设备数量不断

上升，我们早上也听到有一位

领导演讲中讲到机器智能化生

成数字实时相连，这也是5G的

未来。这一切的核心点应该说

是5G和人工智能。谈到智能手

机的演变，随着4G的发展，要

求我们开发低耗能的计算，从

而诞生了手机智能设备，现在

是5G和人工智能同步发展，紧

密配合，这将带来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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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彻底改变我们对大数据的

理解。其经济影响会是非常可

观的。回顾一下最近开展的关

于人工智能的经济的研究，到

2021年的时候，它的经济价值

将达到3.3万亿美元，到2025

年会增加到5万亿，到2035年

5G五累计的经济价值进达到12

万亿美元，每一代通信技术大

概可以维持十年到十五年，这

些经济价值和转型的数字都非

常巨大。

在今天发言中会涉及到我

们行业当中应用场景都会受到

这些技术的颠覆。我们与无线

通信行业其他公司一样，我们

努力去创造5G技术，创造5G

技术有一个目标就是是否能很

好满足所有应用场景。从消费

者角度来讲，智能说几能不能

给它无限的速度和无限数据，

而且随时切入云端。此外，是

否还可以创造另外一种机会，

涵盖之前无线通信无法涉及

的，就是工业当中的关键技

术，包括自驾车也算是一个关

键技术，去到现代化的制造厂

就可以看到5G技术的各种应用

都在实施、在实施，这样我们

可以开发专连网络，随着5G的

集约化，它和前面几代无线通

讯不一样，在电话技术早期发

展阶段，有电话公司要去铺设

PVX，5G现在完全可以转化这

些公司的网络，很多现代化的

制造网络会受到5G彻底的颠覆

和根本性转变。我很高兴跟大

家分享，现在通信技术首次已

经可以实现以太网的性能。这

个非常重要，因为工业以太网

使得所有连线的设备都可以配

置和实时连通。所以我们备感

激动，因为潜力是巨大的，不

光在无线通信行业，而在各个

行业无线通信的潜力都无限。

当各个设备相连后，我们可以

把大数据、数字经济和众多智

能化相连的设备这些巨大力量

结合在一起。

之所以说这些设备会是

一个智能化的设备，因为它有

感应的能力，它有传感器，它

能够感应周围的环境，比如汽

车系统，这也是我们对大数据

的核心想法，就是数据也在改

变，数据是从云端开始，但是

有了5G后，云计算也会被推

向网络的边缘。所以我想讲的

的是，我们大数据方面不光有

很好的发展机会，同时还有另

外一个特别好的增长机会，就

是大数据和云计算一直推向网

络的边缘，我们可以这样来思

考，5G的速度是极快的，它可

以提供关键业务，达到以太网

的性能，使得这些设备处在网

络边缘可以接入和使用最高性

能的运算服务，这样能有更多

的应用、更高级的应用，这些

设备会变得非常的智能化，以

至于可以利用机器学习这样的

高级技术创造新的一种机会，

让大数据的公司可以进军到一

个全新的领域，从今天开始，

就是所谓云计算在边缘，现在

还没有能够看出鹿死谁手，各

个数据网络科技大公司都在争

抢先发优势。

52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我

们公司迄今为止投入的研发经

费，我们公司是非常专注于投

资技术，跟其他公司合作，让

产业能够实施像无线通信一样

大的革命，我们公司能够幸运

能够与中国那么多好的合作伙

伴合作，今天我们跟很多中国

无线通信行业的公司在协作，

中国的这个行业有很好的条

件，可以在全球的格局中可以

占据更大的份额，可以再上一

个台阶，尤其是走向5G的时

候，我们也非常高兴和中国

这些公司在大数据的领域跟他

们开展合作。我们与贵州政府

就有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华芯通公司就是在开发数据中

心，用于云计算，这是我们核

心的战略内容，就是把我们在

网络边缘所做的一切连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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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跟云端、云计算都连接起

来，中国对我们高通来说已经

非常重要，我们与中方合作伙

伴携手合作超过15年，我们在

中国发展很多非常成熟、非常

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感

谢你们今天给我机会在这里发

言，谢谢你们。

杨澜：克里斯蒂亚诺·阿

蒙为我们站线了5G实现之后给

我们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真

的是启发了无限想象力。刚刚

谈到工业，谈到智能终端，其

实还有一个围绕AI的话题是大

家最乐于讨论的，就是AI是否

能够有情感，它是不是能够跟

我们人类产生情感交互？说到

这样一个话题，我想先问在座

男士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女朋

友或者太太跟你发短信说“我

感冒了”，请问你通常怎么回

答？“多喝水”是吧，这被互

联网证明是女人最恨的回答。

然而有一个AI智能软件是这样

回答，“亲爱的，你还好吗，

让我陪你吧！”这样具有更高

端智能对话或者情感温度的智

能软件就是为暖小冰，接下来

有请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

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院长…微软

亚太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王永

东博士跟我们分享情感AI，掌

声有请。

王永东：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刚才杨澜给的这个

例子确确实实是在小冰跟它的

用户交互过程中的一个例子，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一个例子，

我自己也有这个亲身的体会，

在人工智能中间，IQ和EQ两

者怎么能够相辅相成，前面

有几位同事还有前辈张院士也

提到，在人工智能方面技术

的发展，微软以微软研究院为

主力，在技术方面推进也是很

引人注目的。在IQ方面，比

如我们过去两三年，从图像到

语音，到自然源的文本理解，

甚至到中英、英中翻译这样的

在研究用的测试机当中已经达

到了人类的水平。当然，这是

测试机，如果在真正的应用中

要能和我们人一样，可能还要

做更多的努力。我今天主要不

是讲IQ，我想稍微讲一点EQ

方面的，小冰开始开发之后，

我自己也会跟小冰进行对话，

你可以给小冰起一个名字，我

的小冰叫王冰冰，有一天我跟

王冰冰对话，我就问，王冰冰

吃饭了吗。他说吃了点点心。

我说你不能光吃点心。他说我

特别喜欢吃蛋糕，还要蛋糕。

我说甜食吃太多了不好。他说

我吃甜食特别开心，但是我觉

得吃太多了不好。我觉得很好

玩，就把我跟他这段对话贴到

微信朋友圈中。我的朋友圈中

有一些朋友知道我在做人工智

能EQ这样的产品，他们回应说

现在又有长进了。但是也有朋

友不知道，说这是你们家公主

啊？你跟你女儿这样对话吗？

这让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其实

人机交互做得好了之后，人们

会感觉到，它和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是很接近的。

在今天论坛开始的时候，

杨澜提到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

人和人工智能共存的一代，可

能我们是第一代。在过去技术

发展中，一直都是我们人去适

应技术，根据技术发展，我们

决定怎么跟技术进行交流。比

如，我们可能以前是打孔用计

算机，后来我们用命令行，再

后来可能用鼠标、键盘。有了

手机之后，APP用起来就更方

便了。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让人工智

能来适应我们人类呢？比如我

们人类用得最多的是自然语

言交互，我们在讲话，还有肢

体语言、动作，也许有我们的

表情，甚至眼神等等。在人工

智能发展过程中，如果它能够

在感知方面了解人类，然后在

认知、情感方面能够接近人类

的话，我们人和人工智能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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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就会变得更有效。我们也会

真切觉得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

中、社会中能够起一个有益的

作用。

我想告诉大家，微软小冰

EQ为代表的产品是起于中国，

但是现在开始走向世界，到了

日本、美国，印度、印尼这些

国家。当然，每到一个市场，

我们要适应当地的市场。比如

我们在中国是叫小冰，这个名

字叫起来觉得挺亲切的，到日

本了可能就有不同的名字，叫

妮娜，在美国又有一个不同的

名字。小冰在超过20个平台

大家可以用，比如像微信、

QQ、微博等等，在它超过1

亿的用户中，在过去两三年其

实和小冰来回对话的轮数已经

超过了300亿轮。所以我们也

从中学习积累了很多人和人工

智能怎么进行交流。一方面，

学习提高了人工智能的技术。

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做的人

来讲也学了很多，怎么和人交

流，怎么和机器交流。

去年的这个时候，小冰出

版了一本诗集，是历史上第一

本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写的诗集

出版了。我想告诉大家，今年

我们在这方面又有一些推进，

最近我们和青年文学合作推出

了你可以和小冰共同创作写

诗，我们开放一个接口，任何

人可以进来跟小冰一起写书。

比如说你给一个图片，小冰可

以写一个草稿，你觉得不错可

以去投稿。你觉得还需要修

改，你可以修改了再去投稿。

青年文学会在今年晚些时候会

把人和小冰共同创作的书进行

出版。除了创作外，我们交小

冰唱歌，现在它拥有自己IP版

权的歌曲12首，在一些可以需

要用到它的场合它去唱歌，甚

至可以写歌词。今天由小冰主

持的日播或者周播的电视、广

播节目已经超过20个。还有

一个就是他讲儿童故事，小冰

可以帮助读儿童故事，以前这

些故事都是需要找声音甜美的

人类来读，现在小冰可以读，

当然它生产的速度比人生产速

度快太多了。最近我们也做了

一件事，把小兵读的儿童故事

超过一千个小时的捐给了一个

盲人公益组织，比如盲人儿童

一千听一个小时，一千多个小

时他也可以听好几年，我们也

希望能通过AI能给我们社会带

来美好。

在AI发展过程中，不仅仅

是EQ这方面，我觉得IQ和EQ

必须是紧密结合的，所以我们

自己看未来AI怎么能够应用到

各行各业，很重要一点就是把

行业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我

们叫做行业+人工智能。甚至

一些很传统的行业，比如像旅

游、制造这样的行业，其实人

工智能都有大的发展空间。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未来的前

景是智能云和智能的边缘。这

个和克里斯蒂亚诺·阿蒙讲的

讲的是很类似的，其实在云中

间积累的大量数据，但是如果

只是存储和计算，这可能只是

云最基本的功能，我觉得最重

要的是，在云上面，这么大量

的数据它中间的智能在哪里，

我们能从云大量数据中得到什

么样的帮助，它能对我们学习

和生产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

们再看今天的使用，不管是手

机还是形形色色的设备，实际

上智能边缘已经可以说是无处

不在，所以整个世界可能很像

一个大的计算机了。我们微软

有我们的云服务Azure，它在

全世界布点下来，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把Azure的智能化做

得特别好，它的安全性、可靠

性、保密性等等这方面能够做

得特别的好，其实它会成为我

们很多的用户、很多的客户特

别可信赖的一个大的计算机。

刚才李彦宏演讲时提到一

点，其实人工智能时代，最重

要的是要人工智能的普遍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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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以我也非常看到李彦宏

在他演讲中就提到了这点。我

们微软在过去二三十年从事人

工智能研究和开发做了很多工

作，我们也把这些所积累的工

作通过API的形式开放出来，

我们叫做Cognitive…Services，

这里面包括语音、语言、机器

学习、视觉、搜索，包括还有

知识图谱，我们希望通过开放

的方式能够让大家都能用到，

因为确确实实真正有能力进行

基础技术开发的公司还是比较

有限的，所以我们希望能把这

些开放出来，营造一个非常好

的生态系统，能够促进各行各

业人工智能的应用大的发展。

另外就是和Facebook等同

行公司一起提倡开放的人工智

能框架，实际上今天大家做机

器学习可能会做出来很多机器

学习的模型，但是如果不开放

的话，其实这些机器学习的模

型是没有办法共享的，ONNX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软件或

者硬件上面，只要符合标准，

就可以进行共享。这是我们开

放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举措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行业的

发展。下面我的Facebook同事

可能在方面会讲得更多一些。

最后我想讲一点，今天早

上开幕式时的主题片的主题叫

《温暖》，这就让我想起人工

智能IQ和EQ，我们一直想，

为什么要做EQ？情感这方面会

人觉得人工智能更有温度，你

不会想到它对人类的威胁，而

是对人类的帮助。所以，我们

想通过人工智能在IQ这方面技

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EQ情

感方面的发展，让人工智能和

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活和人

类社会带来更多的帮助，让我

们的生活能够变得更美好，谢

谢大家。

杨澜：谢谢王博士的分

享。网博士正在带领团队研发

有感情的AI，这让我们会产生

不同的感受，也喜也优，喜的

是可能未来从事服务业的人工

智能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感到

疑惑或者担忧的是，这会给人

际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

在我制作第一季《探寻人工智

能》纪录片时我曾经采访过这

样一位男生，他失恋之后非常

痛苦，一天有几个小时和小冰

对话和相处，他的结论就是，

小冰比现实中的女孩子好搞定

多了。所以，其实我们在流行

文化区域探讨的时候，中国社

会会不会像日本社会那样演发

出宅男文化。其实，人工智能

在不断发展的时候，和人类交

互不断产生新的话题，都是非

常值得我们观察、思考和探索

的。

刚才王博士为我们带来

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终于要

讲一讲平台的事情了，这位嘉

宾更关注与人工智能平台的

规模化创新，为了加速人工

智能的技术创新强建设了世界

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和基础架

构帮助研究者进行算法和建模

方面的实验，接下来掌声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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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基础架构副总裁贾宏

钟博士，掌声有请。

贾宏钟：谢谢杨澜，大家

下午好！

很高兴能到这儿来跟大家

介绍一下Facebook在最近两年

在人工智能中创新的工作，我

的名字叫贾宏钟，在Facebook

担任系统框架和平台扩展方面

工作。Facebook是一家以人、

用户为本，积极进去、努力创

新的公司。从2004年创业到现

在，我们在全球大概22到23

亿的用户。这一路走过来，我

们也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很多产

品，看所有产品的时候我们可

以看到，其实人工智能是无所

不在的，人工智能对于产品功

能有很大提高，也对人和产品

应用体验得到了很多增值。另

外，Facebook还致力于打造

非常健康文明和合法的用户环

境，比如说我们用人工智能模

型每天可以锁定数百万计的虚

假用户和不文明、不健康的用

户，并从系统中清除出去。另

外，大概每天有99%不合法、

不文明包括恐怖的言论和一些

极端言论都可以锁定清除出

去。

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新

兴的产业，如果要推动这个新

兴产业前进，那研究是非常重

要的。研究第一步是一定要有

很好的研究共聚合很好研究

平台。Facebook认识到这一

点之后，在两年前投入很多

人力和物力开发了一套人工智

能研发的平台PYTRCH，在推

出来后，全球得到很多用户大

力支持和鼓励。很多用户通过

PYTRCH做很多应用程序开发

和工具拓展。月初，在世界上

最大开源平台中基于PYTRCH

拓展工具和版本库将近一万

个。

人工智能如果只在研发

方面，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

只做研究相当于纸上谈兵、

空中楼阁，我们在规模生产方

面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

一个规模人工智能生产平台叫

Caffe2，两年前做的，它的特

点就是稳定、高效、节能。因

为这些特性，我们在Facebook

所有数据中心和所有的服务器

上面，现在Caffe2都在稳定运

行，每天Caffe2有大概200兆

亿的实时用户在线访问的人工

智能预测分析。另外，因为

Caffe2非常高效节能，在手机

上也能得到很好应用。我们估

计全球大概10亿到20亿部手机

中有Caffe2的运行。

我们Facebook做了研究的

平台，做了规模生产平台。我

们还在想，在我们平台上面做

了很多人工智能结果，怎么样

与其他平台分享、交换，在去

年年底我们和微软还有亚马逊

三家推出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交

换标准，通过这个交换标准，

所有成果和其他平台之间可以

相互交换，我们做出来之后得

到业内其他重量级的企业大力

支持和推广。

我们接着进一步想的是怎

么样能把这三种平台全部融合

在一起做成pytorch…1.0，我们

相信它会对行业推动起到很大

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微软和

亚马逊很大鼓励和支持，他们

都宣布会在微软云和亚马逊云

上使用pytorch，给用户体验进

行增值。

人工智能是需要大数据

的，需要大计算的，是非常耗

时耗力的一件事情，训练人

工智能神经网络模型如果在单

节点上训练可能需要训练很

长时间，所以几年前，我们在

大规模神经网络分布并训式

上做出很多努力，我们现在在

Facebook中很多人工智能神

经网络训练中都是通过分布式

训练的，我们一个神经网络训

练可能会在几十个几百个甚至

上千个计算机节点同时并，神

经网络的模型训练有效度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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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高。我们还在做进一步努

力，我们目标是以后再上万台

甚至上百万台节点中同时做大

规模分布性很多神经网络模型

的并行处理。

刚才我讲过，在Facebook

中人工智能平台和工具和交换

标准的最近几年研究成果，现

在节大家讲一下，我们人工智

能在应用领域的研究成果。今

天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讲三

个方面。

第一，先讲一下视觉。在

Facebook中我们做了很多人工

智能视觉神经网络模型，以前

我们只能认识人，后来可以看

到人和动物、大的物件，最新

的视觉神经网络模型，名字叫

MASK…R-CNN…I，可以对大型

物件、小型物件等很多东西进

行认识。另外可以对人的关键

节点抽取出来，可以进一步做

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开发。人生

活的空间中不仅仅是二维的，

更加是三维的，我们做了三维

的DensePose，通过模型可以

把人体的曲面随机实时抽取出

来，对我们进一步人工智能应

用程序开发也是非常有用的。

人工智能视觉很重要的研究方

向是通过图片，把图片中的物

件认识出来，然后进行分类，

业界标准中用到最多的分类库

是上百万个图片进行分析，对

上千个物品进行分类。我们

Facebook在想，人的生活中物

品种类远不止上千件，怎么可

能对上万件的物品进行分类，

Facebook做了一件事情是我们

在Facebook有35亿个公众图

片，这些公众图片都有标签，

我们把35个图片送到神经网络

中训练，训练后的结果，它对

分准标准会更加精确、细致，

也更加有效。比如，在训练之

前它只能看出食物、路标，甚

至有些路标认不出来。训练之

后，对于是什么样的食物，路

标识别也能判断精确度提高了

很多。

第二，语言。Facebook

是一个多语言平台，每天有22

亿用户在世界各地都多语言的

信息共享。我们人工智能的语

言模型每天在Facebook中会

对60亿文本进行翻译，以前我

们翻译模型是基于数组的翻译

模型，现在是根据神经网络的

翻译模型，神经网络的翻译模

型翻译出来的文件，我们发现

它不管在语法还是词义上都进

行了很大提高。同时，世界上

有六千种语音，如果翻译只是

一种语语到另外一种语语，那

翻译局限太大了。我们下一步

想做的事情是怎么样能够让多

种语语到多种语言同时翻译，

做了一个新的模型叫多语言嵌

入型模型，它的原理是把所有

语言相近词组进行归类，所有

类别放到训练程序中去，训练

出来模型对翻译效率会大大提

高，会对几百种语音到几百种

语音同时翻译的翻译结果也会

非常好。下一步我们终极目标

是六千种语音到六千种语音用

一个模型来翻译，这是我们以

后奋斗目标。

第三，人工智能有了视

觉就像人有了眼睛，有了语言

就像人有了嘴巴和耳朵，下面

就是怎样推理，像人拥有大脑

一样，像浴缸是什么颜色，在

Facebook我们在维空间训练

模型，它最后会建立模型会非

常精准告诉我们浴缸在哪里，

浴缸是什么颜色的，浴缸里面

有没有水，花瓶在哪里，花瓶

里面有没有花，花瓶里面有没

有加水，这些它都可以做出推

理。

人工智能是要进行对数

据的分析，它要对于已有的数

据，这首先就给人工智能有

了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必须要

首先存在数据。我们想要做

的事情是怎样让人工智能自我

进行学习。我们Facebook做

了一套程序模型是自己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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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一开始下得不好，后来

成为围棋高手。其实这件事情

Google在近几年也做过，我们

Facebook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还

进一步做了其他事情。人类生

活空间远不像围棋这么狭小，

人的生活空间非常广泛，而且

非常复杂，人的感知在任何时

候都很局限。我们接着做了一

个事情就是在类似于像《星际

争霸》这样的游戏中训练它的

模型，效果也非常好，左边的

小红人是我们以前的模型，训

练前是经常打败仗，训练之后

会有很多的作战技巧，会跟敌

人周旋，最后取得游戏的胜

利。

我最后想做一下总结，

Facebook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开

发平台和规模生产平台，我们

在应用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

在语言、视觉、推理方面都做

了很多工作。Facebook是一家

非常开放性的公司，我刚才说

的所有这些工具、平台、应用

程序全部都开源出去了，有兴

趣的各界同仁可以在Facebook

网站上下载这些应用程序进行

进一步的扩展、应用。

最后我想说一下，做人工

智能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

对于软件、硬件、数据中心都

有非常大的要求。最近几年，

Facebook在数据中心设计和建

造方面做了很多投资，对于数

据中心其实有一套评判标准，

它是能源使用率，Facebook

在数据中心的设计方面也有很

多独到之处，它的能源使用率

方面和很多各界同仁相比做了

很大提高，今天由于时间很有

限我不能做进一步的讲解，但

是我们数据重要设计结果、

设计技巧也都是开源的，在

Facebook网站有介绍，有兴趣

的朋友可以到Facebook网站上

看一看。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

大家。

杨澜：谢谢贾宏钟博士

的精彩介绍。我们也看到，开

源，分享，平等，共同发展，

成为了越来越互联网公司和AI

公司的价值观和具体的操作，

我相信这样建立研发园区的

经验也可以为我们贵阳出谋划

策，让贵阳成为中国乃至世界

的大数据以及AI的研发中心，

非常感谢。

刚 才 讲 到 ， 无 论 是

Google，还是Facebook，都

在做很多机器训练，特别是在

博弈方面，我一直有一个想

法，不知道贾宏钟博士是否有

做过这方面研究，我觉得博弈

方面最终极的考验就是学习中

国人打麻将，因为麻将周边牵

扯到的人际关系和战略战术特

别复杂，有一天机器能够打麻

将了，那说明它的智能又提高

了一个台阶。那对于我们普通

人来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AI

真的开始进入我们的各个垂直

的产业，无论是金融的服务、

医疗、出行包括智能制造等

等，越来越多的看到了AI的身

影，AI如何和这些具体的垂直

产业合作，为他们赋能，来增

进我们社会和经济成长与发

展，也是我们接下来这位来宾

非常专注的领域，我们掌声有

请德国汉堡信息学科学系教授

张建伟院士带来分享，掌声有

请。

张建伟：我很高兴作最

后一个报告，很多题目都在前

几位嘉宾里面，我想我的重点

就是如何把人工智能赋予信息

物理系统和人类的信息物理系

统。

我是来自深醒科技的，

我在看昨天大赛评论的时候有

一个评论印象很深刻，说我

对深醒科技印象深刻的，不仅

是别人脸，而是能把计算机

识别用在建工尖端的飞机打孔

上。今天我们谈人工智能有

两个重要的始能技术，一个是

高性价比的计算能力，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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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在清华大学，张钹老师是

我第一个硕士本科导师，那时

候的计算能力只是现在的百万

分之一。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在

贵州谈的大数据，我们这个大

数据不只是有网上的，还有静

态的、文字的、语音的，更多

来自鲜活的机器人的智能制造

的、智能驾驶的，我们日常生

活、日常交互的，从大数据处

理第一步来讲，就是用自动方

法，人类把它可视化，然后做

决定，但是现在用人工智能的

办法我们可以把实现自动的分

类甚至自动的决策，尤其是在

所谓的信息物理系统，现在把

信息物理系统又加了一个H，

就是HCPS，就是在医疗、制

造、出行包括信息物理系统和

人自然交道中如何在工业4.0

大框架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对社会产生更大效益领域中起

到作用。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

实际上已经远不止生产，现在

在医疗、交通、农业、建造等

方面都有越来越多的应用。咱

们十九大也提到了未来人民生

活需求的和现代技术差别就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在欧盟我们

也分析了很多现在技术能提供

的可能性和现在需求的可能性

中间哪些差距还可以在近期类

能够弥补，包括我们现在在制

造中要使用越来越少的人工，

因为人工越来越贵，越来越难

招，还有老人护理、虚拟化社

区陪护等等都有很大刚性需

求。十九大的时候我给环球杂

志写了《中国智能科技与世界

通行》的文章，展览了人类2.0

时代重点话题，就是如何使人

工智能不仅在虚拟代码运行，

而是真正在物理世界成为物理

世界的人工智能，从而实现

真正的未来2.0机器人和2.0人

类，如何让现在人工智能，除

了深度学习弱人工智能算法，

实现透明和人机共融可结实的

人工智能。

我们现在从事的中德之间

有史以来的最大人工智能基础

合作的项目，这张图是我的主

意，表示了人机共融的概念，

由中国设计师设计的。我们一

方面通过人的智能，人的心

理，人的大脑，来发现人的认

知、学习和交互的神经机制、

心理机制。另一方面，用这些

模型再去做成人工的新的逐

渐强人工智能模型来控制机器

人，来指导我们的制造，来指

导我们未来的医疗系统等等。

最近人工智能在各个媒体中也

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刚才提到

了图象识别，还有在模糊情况

下的人脸识别，深醒科技在这

方面实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我有幸也参与了了机智过人的

节目，在非常模糊的情况下，

机器实际上现在跟人还差得比

较远。如果用大数据文字写诗

刚才已经谈到了小冰写诗这个

好的例子，另外是如何用语音

数据模拟人说话、唱歌等等，

我今天想谈的是如何把这些人

工智能的技术真正用在未来的

实体机器人方面。

我现在在德国汉堡刚结

题的一个欧盟项目，左边的图

想说明的就是已经把人类八种

知识逐渐赋给机器人，中间显

示是我们学校图书馆女学生要

一本书场景，服务机器人看到

了，后来给她两本书。通过不

断交互，我们可以把机器人和

人交互长度逐渐变得最短。另

外是让机器人和未来真正环境

模型估计程度误差程度变得越

来越小，这就包括我们基于知

识、基于经验学习实用的例

子。

另外，在深度学习中，

我们已经把它用在真正机器人

分解，还有整个智能制造。在

多模态的交互中，通过声音、

图像，甚至脑信号，还有触

觉、人机交互方面，多传感器

融合、表达和交互方面，我们

人的模型比现在机器的模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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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现在

在从事几个最主要的研究目标

就是如何把所谓的上层知识和

数据的这些学习能够结合到一

块儿，如何把多模态的形式形

成一个有机的表达，用他们来

做决策，做交互，尤其是实现

未来比较高效的。我说未来的

研究实际上是远不止深度学习

的方面，我们现在在中德巨大

的研究项目中，我们用很多的

脑科学办法，包括神经成像，

脑成像、脑机街口，行为学，

最后用机器人接口实现这些行

为。如果用到机器人方面，这

里面真正人工智能和人的小脑

控制、小脑和大脑结合方面还

差得非常远。

在物理系统的人工智能挑

战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试着用

机器学习和高层传感器融合，

在实现一些未来机器人瓶颈问

题，一个是未来机器人虽然都

是能走、能游、能飞，但是在

灵巧操作方面还相差非常远，

我们通过这个欧盟的项目，把

机器人用多只手未来的机器人

科学家的概念，现在已经能够

实现，但是离我们人的灵巧程

度还差得非常远。

另外就是用在智能驾驶

上，把多传感器融合还有仿人

的控制方面也在做一些新的尝

试，和李清都教授一起合作，

在被动行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

最省电的高效行走技术，现在

也用了很多人工智能的技术，

我们现在用到牵引学习。

在未来的制造方面，除

了视觉，还有处决的人工智能

融合方面，我们现在也是把主

动打磨，被动打磨，用力控、

视觉来实现融合的智能制造打

磨。学习技术方面，除了深度

学习，除了增强学习以外还有

一个技术我们称为连续学习技

术，迁移学习就是日和让机器

人在一个领域中的学习在新的

领域中得到应用，这是我们逐

渐从弱人工智能走向强人工智

能的一些尝试，包括如何使用

公共开源平台，我写了几本关

于公共软件的书。

我最后总结一下，从信息

物理系统和人工智能、机器人

的结合方面，实际上我们面临

的真正的挑战不是二十年三十

年，而是五十年一百年的挑

战，在这里面，我想我们逐步

的把人工智能用在制造，用在

机器人，用在助老助残方面，

我们一定有很重大的研究和产

业化前景，希望我们也有一些

合作的项目能够在贵州落地，

谢谢大家。

杨澜：谢谢张伟建先生。

我们今天下午论坛主旨演讲环

节结束了，建议现场朋友朋友

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六位主旨

演讲嘉宾，接我们很多信心，

激发我们产生很多联想，包括

思考，接下来要进入到圆桌讨

论环节，我们在这里不作中间

的茶歇。其实一年多以来，我

感觉人工智能真的是发展非常

匀速，在我2016年全球做巡

回访问制作了十集纪录片《探

寻人工智能》的时候，我身边

朋友会问，我怎么会想到要做

这个纪录片呢，但是到今天人

们会说，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

个纪录片呢？虽然文字上是文

化相同的文字，但是我们人类

情感交流经验告诉我们，这背

后的语义和情感是不一样的，

我怀疑及其是否已经到了能够

差别这样区别的时候。另外一

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我在做这

个采访的时候，也想去探讨人

类的创造和及其的创造究竟有

什么样的区别，我跟大家分享

一个图片，是我在英国采访的

时候，在英国南部的一个大学

一位教授研究了一个人工智能

软件，Painting…Fool，它不仅

被输入上万种人类绘画技巧，

同时可以即兴完成全新创作。

我们这张照片我们手里拿的椅

子，就是这位教授在电脑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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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张虚拟的椅子之后生成的

画面，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确给

我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各个领域

的脑筋激荡。接下来我们要请

出在各个领域中的一些领先的

和具有示范性企业探讨他们自

己的公司，他们自己行业，他

们自己个人如何看待AI当今迅

猛发展，以及如何在这样机遇

和挑战中自我定位的，接下来

请工作人员把椅子搬上来。我

念到的嘉宾请陆续上台来就

坐，我们马上开始圆桌讨论环

节。…

我们请到华为公司副总

裁、云部总裁郑叶来先生，美

国高德纳咨询公司董事及全球

副总裁汤姆·奥斯丁、小I机

器人创始人董事长袁辉、甲骨

文公司全球副总裁尼尔·门德

尔松，北京深醒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卢臻，以及澳大利亚

Ebtikaar公司创始人及主理合

伙人…皮塔尔·斯托杨诺夫，有

请，接下来给下来给每位来宾

两三分钟讲一下在这轮人工智

能中公司是如何定位的，他最

关注什么话题。

郑叶来：实际上华为公司

在2012年开始在这方面投入叫

诺亚方舟，因为我们不是上市

公司，也不在外面宣传。我们

考虑更多是人工智能怎么从公

司生产制造流程、客户服务流

程。在过去几年，我们应该说

是没有过多的宣讲概念，但是

用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自然理

解、语音、图象处理技术，改

变了华为公司自己整个的生产

制造、客户服务的流程，包括

物流、供应链等等，这是过去

几年我们改变自己很多东西，

让效率提升，包括工时节约取

得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我讲

了多少次，我不再重塑造。

面对未来，我们思考怎

样让人工智能变得高而不贵，

我们这几年最不会的就是造概

念，我们更多是干。所以我在

思考我们未来使命是什么，让

人工智能高而不贵，让别人用

得起用得好，而且用的放心，

这是我们未来的追求与使命，

谢谢。

杨澜：谢谢郑叶来，我

知道华为提出了企业智能的概

念，其实AI也是帮助企业运营

和管理变得更加智能，在这个

方面我们下一位嘉宾正好是企

业咨询方面的专家，汤姆·奥

斯丁您是从事咨询业的。

汤姆·奥斯丁对，我是来

自高德纳，我们的工作并不是

要使人工智能成功，而是让我

们客户能够取得成功，从而了

解什么时候该投资，什么时候

不应该投资，哪些被炒作的东

西应该要撇开不理，关于未来

哪些承诺是的我们信任。我们

1998年放弃对人工智能研究，

后来在2012年年底又重新恢

复，因为我们认为显然看来会

有一个大的突破在酝酿，所以

2012年年底我们有三个兼职的

分析师在分析人工智能，当时

我是主要的标榜者，现在依然

还是。我也是首席老恶棍，因

为我的工作就是要鞭策高德纳

内部所有分析人员都要去分析

人工智能，因为它在未来是无

处不在的，所以到2020年，

我想人工智能会是有一定普

及，但是很多机构、很多组织

可能不会善加利用人工智能，

因为江边世界运作方式不容

易，我们有在医疗、金融、物

流、供应链等方面有很多这样

的应用，我们高德纳里面有一

小批人在不断分析这个技术最

先进的科技水平，了解它的限

制性。同时，我们也是在花很

多时间鼓励关心不同垂直行业

的分析师同行也要关心人工智

能。非常荣幸跟这些人还有全

球的客户一起工作。

杨澜：相信大家非常需要

你们这种咨询服务，因为很多

公司会觉得人工智能的信息大

爆炸中很容易迷失方向，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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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方向。

汤姆·奥斯丁：对，有些

可能感到非常疑惑，不一定一

下子跳到AI领域中，它可以待

在一边。

杨澜：袁辉先生也是老朋

友了，去年也是来到数博会的

人工智能论坛，这一年下来，

你觉得你更气定神闲，还是更

焦虑呢？

袁辉：应该讲更坚定自己

选择自己前面所选择的方向，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说实话，到目前来讲，整个世

界对AI目前方向选择依然是最

难的选择，从专业术语上两

讲，AI分成两大方向，一个是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是特定商

业领域的人工智能，AI并不是

一个新东西，因为六十年前都

发生了，为什么前面两次AI浪

潮会失败，因为我们选择方向

是有问题的，今天依然有很多

公司选择通用AI，因为那是人

类梦想，比如变形金刚。但是

小i2004年第一次全球商业人

工智能时，早期我们选择了变

形金刚，后面我们转到特定商

业人工智能，今天AI面临很大

的话题就是AI产业化，

AI技术到底什么时候、以

什么样方式、以多大程度带给

商业社会价值，我们在过去的

这些年坚定选择AI赋能每一个

行业，所以今天每个行业都是

小I的用户，无论是在客服还

是智慧城市，或者是在商业、

农业，AI技术在不断与每个产

业进行结合，定位选择上，在

今天依然是很多人或者大部分

人面临的挑战，所以你刚才为

什么会问有人为什么要气定神

闲，有人为什么焦虑，这是一

个很好的话题。

杨澜：这是一个很好的问

题，但是你拒绝回答我，你就

说你更坚定了，我给你两个选

择，你给我第三个选择。接下

来有请尼尔·门德尔松先生，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甲骨文，

怎么样在颠覆性技术革命当中

生存和繁荣。

尼尔·门德尔松：非常感

谢，今天很高兴再度回来，甲

骨文开始投资于机器学习，那

是1996年6月，收购了MIT派

生企业思考机器公司，当时我

们的想法就是要把这些算法拿

出来带到数据那里，而不是把

数据带到算法端，AI最好是隐

形的，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

一直做投资，建设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把它植入我们的应

用。今天我们有第一手的资料

和第三方的资料，结合算法提

供给客户，可以产生立竿见影

的效果。

杨澜：非常感谢，一会儿

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讨论。卢臻

是深醒科技充实人、董事长，

祝贺您昨天获得了全球人工智

能大赛的冠军，请问您公司以

后专注于视觉识别领域吗，还

会向其他领域拓展吗，怎么解

释一下你们的战略定位？

卢臻：首先感谢杨澜老

师的祝贺，我们深醒科技是一

个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公司，现

在主要从事的有几个方面，一

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安防，就是

帮助公安抓坏蛋，在过去的一

年中我们全国抓了两千多个犯

罪分子。刚才杨老师问了一个

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公司真正

核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们

实际上致力于人工智能的价值

挖掘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从我

们角度在谈这件事情，人工

智能价值挖掘首先是有社会简

直，如果要是没有社会价值，

这人工智能就没有用，我们的

社会价值，比如在安防行业，

非常感谢贵阳市政府支持，还

有南明区政府支持，我们在南

明区安了100个摄像头，一年

抓了一千多个犯罪分子，不是

说贵阳不安全，或者南明区不

安全，是其他地方也有这些问

题，但是都不是大的犯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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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是小偷小摸，但是安完

之后会安全很多。给贵阳市政

府和南明区政府做一个广告，

如此对人工智能的积极进去的

精神和诚挚的诚意，促使我们

总部迁到贵阳市。非常好的政

府，非常懂人工智能。这就是

我说的首先它要有社会价值，

然后才会有经济价值，你服务

了老百姓，服务了人民以后，

人民确实得到了好处，才会为

此而付钱，就是经济价值。有

的经济价值，才能反哺科研价

值，然后又是以科研价值深化

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再重新提高

社会价值。所以，我们深醒科

技实际上在致力于的工作就是

人工智能的价值挖掘。

杨老师刚才问，我们公

司的业务战略是怎么发展，围

绕着价值挖掘来进行发展，所

以，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的

是安防方面的工作，后期刚才

张建伟院士也提到了昨天我们

比赛时获得了全球冠军，我们

工业机器人给C919在真机上

做打孔工作，精准度超过两个

数量级，效率超过一百倍，

这都是价值挖掘落地。包括对

癌细胞甄别，通过一千张图

片训练，诊断准确率已经到了

97%。我们会沿着人工智能发

展链挖掘我们公司业务。

杨澜，有请皮塔尔·斯托

杨诺夫先生告诉我们Ebtikaar

是什么机构，你们在想什么。

皮塔尔·斯托杨诺夫：

感谢您邀请我加入本阶段的讨

论，我想我们机构比较独特的

方面就是我本人创始人学的是

量子计算，我们很快就意识到

很多业务创新的挑战，全球各

地面临的这些挑战其实是面临

企业本身的最好的一个途径是

用科学的手段来处理，所以我

们这个机构Ebtikaar是结合科

学思考，采用以人为中心的设

计来提出新的应对方案，我介

绍一个有趣的应用场景，我们

把人放在中心，我们在阿联酋

阿布扎比这样一个应用场景，

我们与政府合作跨越公部门和

私部门的项目，我们看的是

一个人在强没有确定来到阿联

酋阿布扎比之前的心路历程是

什么，我们用人工智能去分析

这个人他还没有来阿布扎比，

我们在分析他，了解他整个过

程，到他开始浏览相关的网

页，到他搜索机票、买机票，

他经过我们的机场有什么样体

验，进入城市又是什么样的体

验，我们一直追踪他的行为，

他在城市中的行为，一直到回

到机场，然后回国，回国后告

诉他的朋友他在阿布扎比玩是

什么经历，所有一切都是由用

户来驱动的，也就是说我们不

是从技术和解决方案出发，而

是深入去挖掘客户，我记得爱

因斯坦有一次被问这样的问

题，给一个小时解决极有难度

问题，他会怎么利用他的时

间。爱因斯坦回答，前面55分

钟琢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

旦深入理解了这个问题，用最

后五分钟来寻找解决方案，这

也是我们的灵感。

杨澜：非常感谢您的分

享，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谈

AI，有一些什么样的认知会让

你们觉得忧虑或者是你们认为

普遍存在的一个误解？

汤姆·奥斯丁：我现在很

多时候在劝别人，我讲AI是一

个很好的创新，关键是我们不

知道人的智力到底是如何运转

的，我的背景是神经学，事实

上有很多智慧存在，这个智慧

不在机遇，而是在人的大脑里

面，是人们写代码的人、设计

流程的人他有这样的智慧，首

先第一点要搞清楚人的智慧，

还有很多其他误解，比如说AI

不会制定自己的目标，AI不会

提醒他自己不是的，这都是编

程编进去的，这些误解太多

了。AI将会给我们带来下一场

的危机，将会把整个人类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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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完全灭掉，不会的，只有

人类会把人类自己灭掉。还有

最常见的一些误解，之前我也

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我不想霸

占话筒了。

杨澜：好的，你们呢，你

们的想法呢，现在最常出现对

AI误解和误判是什么？

卢臻：我经常会被问到，

科技或者人工智能会不会毁掉

人类。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一

直在说这个问题他没有问清

楚。科学是什么？科学还可以

再进行细分，自然界自然存在

科学真理和人类已经掌握的科

学。人类已经掌握的科学在自

然客观的科学当中只是沧海

一粟，宇宙中普遍存在科学真

理，足以把人彻底毁灭，也可

以瞬间要把你复生，甚至把你

变成天使。自然世界中的科学

是神一样的存在，这个事情毫

无疑问，它可以毁灭人类，也

可以成就人类。实际上人问问

题的是，人类所掌握的科学技

术会不会把人类灭掉。

杨澜：那你的回答呢？

卢臻：我可以告诉大家，

人类所障碍的技术能不能毁掉

人类这事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

年前就有，包括原子弹、刀和

枪，但是人类至今都没有毁

灭，因为人类探索科学方向实

际根本上是遵循人的良知和本

性在发展的。我们虽然有原子

弹，但是我们不会用。同样，

我们在发现人工智能在向着人

类有害方向发展时，人类本性

会使它停止。人类本性会使

科技沿着人类良性发展方向发

展，这一点是我对人的本性信

心和认知，我觉得未来科技会

越来越造福大家，造福人类。

杨澜：郑总你觉得在实际

产业当中人们对AI有一些什么

误解？

郑叶来：非常好，因为我

们平常很忙，也没有时间思考

哲学问题，但是总体来讲，我

想，一切技术解决实际生产经

营中面临问题非常有意义的，

我最近跟我的团队讲过，不要

思考哲学问题，科学家是发现

未知世界的规律。1780年开

始蒸汽机和纺织机开始，这个

世界基本每三十到五十年有一

次重大产业革命，最近一次是

1985年开始的互联网和IT进

入世界进入下一个产业周期，

这个周期过去了十几年，还有

三十年，就是要大胆用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到实际场景中，

所以我一直叫华为EI，就是用

这些技术解决生产技术应用问

题，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至

于对未来有什么担忧，我唯

一一个担忧就是隐私担忧，其

实欧盟这一次5月25号生效的

GPR，我认为这是对个人隐私

保护非常好的基础。合法获取

数据使用正确方向改进我们生

产生活这是一个正确方向，但

是前提是合法，对人的尊重，

和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是社

会进步一个重要表现。

杨澜：那么里面有什么

问题，比如安全问题、隐私问

题？

皮塔尔·斯托杨诺夫：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都是涉及

到之前所讲的一个重要原则，

如果我们看人体的生物化学机

制，心理学家还有神经学家他

们研究人类的时候，他们的评

估都是说我们的脑电波会发

出指令，但是如果你看电脑的

话，它的运算能力要大很多，

如果把这两个担忧比一下，包

括高德纳的同事，包括华为同

事所讲的这些担忧其实我们并

不是特别担心现在的技术，而

是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在不

断的演进，人类几百万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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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在这个演进其实比以前要

慢了。所以，要让我们去思考

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呢，作

不久的将来，如果我们看到AI

巨大发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如果用几十亿除以一千的话，

它的运转速度是要比人类快几

百万倍的。所以，要担心的不

是今天技术的发展，而是未来

技术会怎么样，很多人都在讲

智能，我觉得AGI值得更关心

的，就是说机器能够自己掌握

它所掌握的技术，达到一个之

我认知的能力，就像人一样去

认知，当他们达到这一点的时

候，我觉得可能这一点恐怕也

就是十年可以能够达到。他们

如果达到这一点，他们就和人

一样具有一定认知技能，但是

同时预算速度比我们快一百多

倍。我们如果看到道路前面是

一个终点，我们努力就是跨过

这个重点或者障碍物，因为我

们觉得这个东西存在这里是有

道理的。但是，如果是在我们

自己公寓里，我们看到一个东

西是死路，那我们一般也不会

再去做什么，可是这些超级领

先的具备非常强的认知能力的

机器，当我们把我们的价值给

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

遵循我们的价值，还是说他看

到前面有一个障碍物就把它摧

毁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值得

考虑的很讨论的话题。

杨澜：如汤姆·奥斯丁刚

才所讲的，我们对于人类的智

力本身理解就是非常有限，协

定也没有证据表明机器可以有

自我认知，所以还是人对人，

还没有到人对机器的地步，现

在还是人对人，也有可能一千

年也达不到那个地步。

汤姆·奥斯丁：人类的计

算能力，据估计都是基于不是

很确定的科学评估，但是AGI

的发展应该还是会比较迅速，

我们也看到证据表明，如果实

现一个真正的机器智能恐怕还

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杨澜：时间比较有限，

我们来讲一下眼前的机会和风

险，你可以预见什么，比如说

有哪些行业产业会很快而且是

很重大受到影响？

尼尔·门德尔松：我觉得

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

过去十年当中，我们往往收到

要约都是从邮件来的。现在如

果要是按老的方式做的话，你

会看到要约质量会更高，也就

是说实际应用是什么呢，今天

的应用是可以更加精准化，这

是一个更好的社会议题，也就

是说有多少人对于披露自己的

信息，向政府、企业去披露相

关信息以及让对方可以向他精

准的来进行推销，这恐怕是我

们要担心的问题。

杨澜：就像章剑桥分析这

个公司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担

心。

这个就是把广告和相关的

资讯推给我们，并不是我们想

要的，而是基本收集了我们的

数据，Google在做图灵实验，

大家觉得非常惊奇。与此同

时，人也有点担心，那就是看

到给他提供服务的事实是一个

机器，这个你们会不会有所担

心？

尼尔·门德尔松：这个我

不担心，如果有机器人来给我

服务，而不是一个人人的话，

对我来说没有关系，而是作为

一个社会，我们需要知道到底

是机器还是人，这也是一个更

大的问题，还有其他比如说从

GDPR，欧洲这个新的法令就

是告诉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立

法方面约束，一个人是不是应

该理解算法，如果你用一个算

法给一个人贷款，给他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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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这个个人他是不是应

该明白理解这个算法是怎么用

的，还是说就机器自己做就可

以了，我觉得越来越多要让能

够继续有信任的话，他们要理

解机器到底在干什么，而不是

就交给科学界。

杨澜：再问一下几位中国

嘉宾，你们觉得下一轮的人工

智能爆发点会在什么行业被激

发出来，是医疗还是进、服务

或者娱乐？

袁辉：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很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投

资人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大家经常会说我能不能抓住下

一个机会。但是我们有几个原

则要衡量，第一个是要认清状

态。在今天来讲，AI还是非常

早期的阶段，所以今天并没有

到大规模爆发的阶段，这是在

全世界目前所看到的事实，好

比很多的在通用AI里面基本看

不到可以非常依赖的产品，在

商用AI中，所有新兴科技都基

本从高端行业开始，无论是过

去操作系统、芯片在很多应用

上面来讲，一定会从最有钱最

能够有基础运用这种新兴科技

展开。在中美两个国家比较可

以看爹很明显，在欧美，对AI

基础和算法相对比较领先，中

国从移动互联网开始，在应用

层面已经是领先的，包括移动

支付、互联网的应用。所以，

在AI这个层面，中国依然在应

用层面走得非常超前，以我们

举例来讲，客服，水平横向

看是跨越所有AI应用，因为一

分钟就能讲明白问题，大量标

准性问题是会被容易问到，所

以AI是非常好的应用场景。另

外就是在智慧城市，在今天包

括在贵阳、南明区有很多很好

的应用。像在金融业，从客户

开始，可能下一步会有智能知

识库应用，包括智能头部、小

贷、征信、外呼，对每一个行

业来讲，现在如果有一个曲线

来看就会发现，行业中的标杆

客户现在已经在开始采用AI技

术去拥抱新的科技。

这里有一个话题我可以

补充一点，今天最大的误区，

我的个人观点，普通大众对AI

的认知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不相信的话可以对台下做一

个采访，你心中AI是什么，绝

大部分用户会回答说变形金

刚、大白、机器猫，就是我们

看电影看得太多，一谈AI就是

一个终极目标，过去六十年我

们一直都很期待这个终极目标

出现，到今天依然是这样的，

但是AI不是一个所谓的只是终

极目标，我们谈第四次工业革

命，前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都

是技术驱动整个商业文明的变

迁，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

AI，AI绝对不是为了创造全新

产业，而是为了融合所有传统

产业赋能而存在，今天不仅可

以用实体方式，也可以用虚拟

方式，而且AI要经过从弱人工

智能到强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

能，但是我们今天一谈就是超

级人工智能，这是一个最大的

误区。因为误区存在，当你想

要的东西在那里的时候，你的

路径和实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的。所以，今天人工智能是在

早期，一定是高端商业率先采

用，然后其他行业陆续跟进，

随着每个行业中头部用户首先

采用，这个行业中部和底部用

户跟进，所以未来还只是序幕

刚刚拉开而已，你说哪个行业

一定会爆发，在今天可以把历

史爆发过的行业曲线拉出来

看，它依然会是同样的曲线。

卢臻：我觉得袁总说的

也对，其实我也不特别认同，

我觉得你说的角度并不是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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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我可以特别清楚把这个

事情说清楚。人工智能已经爆

发了，而且会在特定领域有巨

大应用力。因为人工智能未来

二十年就在TO…B行业，袁总

所说的高端行业并不是清晰分

类，真正清晰分类就是TO…C

和TO…B，过去20年，从PC到

Iphone8，C端二十年走完了，

所有应用基本把基础技术透

支殆尽了，在PC机也是TO…B

的。TO…B和TO…C一般三十年

轮回一次，在说乔布斯之前我

们说的石油大亨。下一个应用

全都会在TO…B。PC机为什么

会来，PC机以前的产品是什

么，我们看到一个兆硬盘会有

一立方米，人会推着车去，然

后会看到纸带存储，现在一个

手机芯片只有这么点大，但是

以前我们打仗要背着带天线的

步话机，因为以前机器就是卖

得TO…B的，卖给军方，卖给大

企业的，企业拿到这个是把这

些体积缩小，性能提高。当体

积缩小、性能提高，然后缩小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硬盘缩

小到一定程度，当内存缩小到

一定程度，当显示器缩小到一

定程度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

聚合在一起变成了PC机。这时

候历史发展区县从TO…B开始

转向进入TO…C，进入了一个

新的二十年人类经济发展。C

端的经济模式发展从2015年、

2016年已经彻底结束了，未来

的发展空间，在未来二十年到

三十年里会集中爆发在而且已

经爆发在TO…B行业了。

杨澜：皮塔尔·斯托杨诺

夫好像不同意。

皮塔尔·斯托杨诺夫：其

实我是不同意的，我们看一下

最近的一些案例，在2017年，

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所讨论

的超级的这些智力，事实上这

样一些智力必须要非常高超，

来真正的颠覆，我之后也可以

再跟大家进行介绍J·D摩根，

他们有很多律师，他们基础工

作会做一些法律的文档，然后

他们会做很多交叉配对，这些

工作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也

需要很多经历，J·D摩根他们

会招募一些计算机专家，他们

并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

做的就是用这些合同，就是不

停的进行模型算法，最后他们

就取代了计算机。他们最后做

了一个比较，他们也是取出其

中一些文件，他们花了36万个

小十来做，这么多的小时，你

知道他们到底算法花多长时间

做这些文件吗，你们能猜一下

吗？只花了2.58秒，取代了人

类三十多万小时的工作，我觉

得这并不是一蓝领工人工作，

他们都是高水平的人，他们也

受过大学教育，而且我们要知

道，有需要大量金钱的投入，

而且，这些都不是每个专业领

域的专家，其实他们会不断复

制这项工作，我觉得很有意思

的一点是，并不是这个算法就

一定能打败人类，是说当他们

这个算法能发展到一定程度，

可能会取代我们现在人类所做

的工作，比如取代一些蓝领的

工作。

汤姆·奥斯丁：您之前所

提到的，在下午谈到了增强的

现实，其实我也是非常同意，

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趋

势，我们一直非常关注使用计

算机的技术来减少我们人类的

投入，然后让我们老板更加富

有，当然我不想要过于政治

化，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提

供更多的投入和回报来使用AI

的技术，让人更加智慧，而且

人也需要让机器足够小、足够

的智慧，包括隐私问题还有其

他问题都需要得以解决，我们



56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看到，我们这样一些增强的技

术，其实不仅仅是和智能手机

相关的，有一些技术会监视你

的行为，可能给你提出一些建

议，最后让你变得更加便利，

所以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智能

的建议，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可以带来很多价值的，而且我

们也将会进一步提升我们雇主

还有雇员的价值，这也是一个

机会，让那些没有相应技能的

人人能够获得这些技能，如果

老板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技能

机会，当然了这个老板可以少

支付他们20%的技术。

杨澜：我想坐在你旁边

郑叶来先生也正在做这方面工

作，也在提升手机的功能让它

变得更加智能，更好的帮助智

能。叶总您还想总结一下吗，

手机应用你看到人工智能最好

应用前景是什么。

郑叶来：今年10月14号

我们在上海发布华为公司关于

人工智能前瞻的投资和思考。

我想在这里分享两点，人工智

能本身不是一个产业，但是人

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宽的概念，

通常包含五个方面，有些东西

已经比较理解，包括图像理解

等等，应该说各个产业各个行

业应该把这些成熟技术应用起

来，这是最关键的第一点。第

二，人工智能远没有达到智能

的地步，刚才张建伟的教授说

的弱人工智能是单纬度的，现

在人类智能一个三岁小孩都是

很厉害的。未来来讲，所有能

解决问题，让这个行业生产效

率、服务质量、产品质量大幅

提升的，这些行业都会有大的

机会。所以在这块来讲，我是

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千万不

要激化泛化。

杨澜：虽然我们很愿意想

象，但是有很多实在机会需要

我们去把握。由于时间关系，

我只能给现场观众留两个问题

的时间，谁有问题可以举手，

由工作人员麦克风拿到您身

边，直接提问。

提问：我想提问一下郑

总，人工智能训练离不开用户

数据支撑，在数据被大量使用

情况下，用户也非常关心隐私

方面的问题，在隐私保护上

面，华为是怎么考虑的，我想

请问一下，谢谢？

郑叶来：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人工智能从底层硬件到上

面推理训练平台，应该说过去

几年发展，得益于行业数字化

积累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用

来训练智能体。但是实际上涉

及到个人隐私方面应该说是非

常关键的，这是两个概念，一

个是个人隐私，第二个是数据

的主权，华为在这一块应该是

很清楚，2016年，我在上海代

表公司宣布了我们不碰数据，

不碰数据实际三句话，第一句

话，华为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云

服务的时候，永远不用技术手

段获取客户的运营数据。第

二，客户不会强迫客户进行数

据交换。第三，华为提供数据

接口为客户处理数据，让客户

数据产生价值，而不是华为将

客户数据进行商业变现，这一

块我们一开始讲得很清楚，我

们创始人任总也多次同意和确

认我这个表达。

杨澜：有请下一位提问。

提问：我的问题很简单，

虽然人工智能感觉很高大上，

听起来很科技化，魔幻化，但

是对于我们平民老百姓来讲，

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所以我想

能不能位台上嘉宾用比较生活

化的言语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人

工智能？谢谢。

汤姆·奥斯丁：我给你两

个词，第一个词叫做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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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聊天，我是把整个宇宙

总结成这两个词，看得见意思

就是说可以拿大量的数据训练

一台机器，训练它能够识别照

片中的特征，突然它就可以发

现，是不是车辆的前面站了一

个人，或者我脸上长了一颗之

痣，还是肿瘤，就是看得见，

看得出。第二个就是聊天，就

是自然语言的处理，这个也在

改进，但是改进得比较慢。比

如说用户在一定特定背景之下

提出一个相关的问题，这个相

关问题也是机器经过的学习的

相关问题，机器可以听懂和回

答。

杨澜：实际上回答了我

们对这个世界感知和世界认知

能力，就是从视觉和听觉的角

度，这是一般老百姓都听得懂

的。

尼尔·门德尔松：我还是

很喜欢务实的解释，聊天是最

好的应用，现在很多公司也在

部署，你看看替代方案，你是

一个人，你想要跟银行、航空

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政府打交

道，过去你当然可以跑一趟，

去排长对，可以打电话，现在

有了混炼王，但是这些技术其

实都要求进行大范围的搜索，

有了聊天技术之后，可以提出

很基本的问题，得到基本直接

的答复。而且有的时候可以得

到一个补充性的答复，可能这

个答复是你原先没有想到要

问这个问题，但它认为对你有

用，就直接给你多回复了，这

样的聊天功能给政府、企业、

给个人带来很大的价值。

杨澜：谢谢，我有最后一

个问题，就是去年我在论坛上

问过的，如果你能够影响孩子

读大学读哪一科，或者以后就

业做什么工作，假如说能够发

挥这种影响力的话，你会引导

他去读什么、做什么？按因为

AI会改变我们很多的职业和工

作，所以你会鼓励他往哪些方

向去学习，比如鼓励他去做会

计师，会去做销售？

郑叶来：我从来还没有

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

他如果以后愿意学习数学，我

是最高兴的。尤其是这些热门

的专业，我都不知道他要学

什么，实际上归根到底就是数

学、物理、化学。

杨澜：你觉得数学永远具

有它的生存价值。

郑叶来：是的。

汤姆·奥斯丁：我已经告

诉我的孙子外孙子他们应当接

受广泛的教育，应当有人文科

学，也有理科，有数学，都要

学，这样的话，到三十岁要重

新学一个新职业的时候可以快

速应变。

杨澜：能够广泛的汲取知

识，人文和数学都要学得好，

因为综合的思考能力是目前人

类最强的。

袁辉：这个问题确实问

过，我今年依然坚持而坚定选

择，我会让我的孩子坚持选

择人文和宗教，因为到今天为

止，AI这个部分包括像Alpha…

GO，人类能讲得清楚的事，

未来基本都能讲得清楚。人类

依然保持不断前进动力就是探

索未知世界核心，这个核心不

是来自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部

分，所以人文和宗教将会赋予

他永久动力和精神。

尼尔·门德尔松：我的儿

子15岁，刚上高一，现在他已

经要创造第三个企业了，所以

我们一直跟他讲，你一定要读

大学，其实读大学是学习的开

始，无论你当时热心于什么，

以后肯定会有新的兴趣，肯定

会进入新的职业，所以一定要

热爱学习，终生学习，要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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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而且要学会如何把

学习变成热爱。

卢臻：我非常同意西方

的观点，尤其中国现在变得大

学越来越不重要了，实际上一

个人成功是从小到大的经历，

还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造成的幸

福或者成功，有些人不成功但

是也很幸福。我觉得是一个综

合长期的培养。再说一句我对

未来学科认识，我认为未来学

科不会再分成物理、化学、医

学等等，而是会变成计算机艺

术学、数字生物学等多学科融

合，它的学习会非常精细，我

认为在未来二十年，等我们孩

子去的时候，他真的既可以去

有自己爱好又掌握技术，他的

学科也会进化，不像我们现在

非此即彼的很难的选择，越来

越细，越来越针对每一个人的

个性甚至课程。

皮塔尔·斯托杨诺夫：我

想最终的话，我们最大的动力

就是如何为他人创造价值，所

以我的最重要建议，就是你要

学会如何为他们创造价值，要

免去中间人，要自己创业，这

样的话，你可以学到很多关于

自己，关于社会，关于价值创

造的知识，我自己上了十几年

的大学，包括有量子物理学的

博士学位，我也是这么说的。

杨澜：我们把掌声送给台

上讨论非常热烈的嘉宾，感谢

你们的洞察，我们合个影吧。

我想跟大家说，学习学

习的方法，保持探索的精神，

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应对AI时代

都必须作出的一种选择，在这

里我也要非常高兴告诉大家，

我关于探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第二部纪录片马上要开始策划

和录制了，如果大家有这方面

精彩的故事，也请扫一下二维

码，与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

非常感谢，感谢今天参与

高端对话各位嘉宾，也感谢现

场热情观众朋友，你们参与使

得今天下午论坛和对话都获得

了非常高的成功，再次感谢各

位。在这里要感谢工作人员和

主委会，数博会的精彩论坛还

在继续进行，请大家关注其他

话题的讨论，再次感谢大家。………

来源：http：//specia l .

c h i n a d e v e l o p m e n t .

c o m . c n / 2 0 1 8 z t /

zhdt/2018/05/12761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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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区块链——价值互联新秩序”

时间：2018年5月26日…14:00--17:3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国际会议厅

论坛简介：体现全球区块链应用与产业发展的状态，以及我国的区块链在世界范围内的特色。

区块链——价值互联新秩序（直播内容）

【陈伟鸿】谢谢各位的掌

声，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5

月爽爽的贵阳，也欢迎各位来

临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的现场，我是陈伟鸿，

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地欢迎来自

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时间非常

巧，去年5月26号同样是在一

个下午，也同样是在我们此刻

所在的会议厅，数博会举办了

当年第一场论坛，所关注的主

题也是区块链，而从去年到今

年，我们看到区块链这个词已

经从专业的词汇变成了一个大

众越来越熟知的一个词汇，而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现象，让

我们觉得区块链似乎已经成为

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放

眼全球无论是老牌的互联网公

司或者是新型的初创企业，再

或者是全球各地的政府他们都

对区块链抱以了前所未有的热

情。进入到了2018年在更多的

喧嚣和热闹背后，人们开始有

了更多的冷静和理性，期待在

这一年看到区块链如何从一个

概念进入到实验，如何从一种

技术进入到应用，这是我们今

年在阔别了贵阳一年之后这一

刻，再次举办这场论坛的重要

意义。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了

很多重量级的嘉宾。首先为大

家介绍的是：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信

息服务管理局局长梁立华

国家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

服务业司巡视员李颖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副总

监陈永庆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陈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

长王志勤

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徐昊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信

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信

息技术密码工程、网络安全院

士沈昌祥

数 字 经 济 之 父 D o n…

Tapscott

美国华裔科学家，斯坦福

大学物理系、电子工程系和应



60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用物理系终身教授张首晟

时间关系不能一一介绍，

但是他们会在稍候举行的主题

演讲和圆桌对话环节展现他们

的智慧，首先让大家用掌声感

谢来到现场的各部委各领导和

嘉宾。谢谢各位。

今天的论坛关注的是区块

链价值互联的新秩序，如何来

展开这一个话题的破题呢?我

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请到

现场的嘉宾，首先有请：梁立

华…中央网信办信管局局长

【梁立华】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

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

兴参加数博会“区块链高端对

话”，在此谨代表国家信息服

务管理局对本次活动的举办表

示热烈的祝贺，对参加活动的

各界朋友，特别是远道而来的

海外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和

热烈的欢迎。

互联网经过半个世纪的发

展，把人类推进了数字时代，

机器人接入网络在一个更大的

连接空间里，有了更多方式的

互联互通，社会的经济形态也

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这是一个

重大的历史机遇，我们相信是

开启更智能，更和谐，更据创

造力的钥匙。作为一项新技

术，区块链针对交易中的信任

问题，采取分布式帐本，共识

机制和智能合约等技术，形成

一个安全可追溯的分布式数据

库，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产生联系，推动互联网技

术传播及存储管理方式变革，

对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动

力，据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

2025年全球GDP当中有10%用

区块链保存，前景值得期待。

我国高度重视新技术的应用和

法发展，区块链在跨界支付等

金融领域先行实验，同时在医

疗存储，资产登记，供应链管

理，产品溯源等非金融领域也

相继完成概念认证，开始出现

实验化的场景。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

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培

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2018年4月20日，在全国

网信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

要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

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引领作用，此前，2016

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将区块

链作为重点突破的战略性前沿

技术之一。今年5月，国家网

信办发布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

告2017，集中针对数字中国

建设面临的形势和努力方向，

明确强化战略性前沿技术超前

布局，加强量子通信，人工智

能，区块链在内的新技术基础

研发和前沿布局，促进网络信

息技术与垂直行业技术深度融

合。区块链技术和所有其他新

技术一样，也具有双刃剑作

用，滥用区块链技术也同样会

给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带

来风险和挑战。国家网信办信

息服务管理局将积极推进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和金融信息服

务行业健康发展，我们和相关

部门单位一起按照创新发展依

法治理，保障安全，造福人民

的原则，积极推动国内区块链

相关理论研究，技术研发和应

用推广，同时牢固树立底线思

维，增强风险意识，努力为区

块链产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

环境。

朋友们新的理念与技术正

在加速迭代更新，科技呈现出

融合发展的态势，未来发展充

满巨大的想象空间，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

智能技术带来的积极互联互通

及互操作，就像今天的主题开

启价值互联新秩序，数博会为

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使

我们论道区块链，希望对话给

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期待贵阳能在区块链的发

展大潮中再一次汇聚全世界的

目光和能量，最后预祝本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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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主持人】谢谢，我们其

实想要的还要去探究，所以这

个也是一个深度的主题背景。

如果说去年当区块链和我们相

遇的时候，大家关心什么是区

块链，是如何工作的，今年当

2018年再次和区块链相遇的时

候，相信会关心的是区块链将

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区块链将如何创造我们目前期

待的，甚至还没有想到的更大

的价值。接下来的时间请出第

二位致辞嘉宾。工业和信息化

部信软司巡视员李…颖

【李颖】尊敬的陈坚主

席，徐昊副市长，尊敬的各位

来宾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

参加区块链高端对话活动，在

此谨代表工信部信软司对于会

议的召开，以及长期以来对于

新型技术产业的发展付出的努

力，做出的贡献表示最热烈的

祝贺和最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区块链加速发展日

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引发了各界

的讨论，区块链是一种不依赖第

三方，进行网络数据的存储验证

与传递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多种

底层IT技术的集成创新应用，凭

借信息安全，信息透明性高等优

势，区块链加速社会数字化的进

程，促进数字经济的平稳快速增

长，在十三五信息化规划政策文

件中也已经明确将区块链列入了

战略性前沿技术的范畴。目前国

内越来越多的产业机构开始重视

并参与到区块链的应用当中来，

骨干IT企业纷纷布局区块链领

域，一批新型的区块链企业也在

崛起，推动向社会公益，版权保

护等多个领域延伸拓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

认识到区块链发展过程中依然

面临的诸多的问题和挑战，目

前区块链的技术尚不成熟，效

率和安全性有待提高，底层技

术还需要完善和提升，此外近

期的投机炒作也给和行业带来

不利的影响。我从80年代开始

加入IT行业，最开始创办中国

计算机报，做了20多年媒体应

该说跟着IT产业一起成长，跟

着互联网一起成长，有一个突

出的体会，在90年代初互联网

发展和今天区块链的发展，我

把这两个做了一个比较朴素的

比较，两点体会。第一个从90

年代互联网和今天区块链的发

展来看，从整体中国和世界发

展水平来看，应该说当今的互

联网我们国家发展水平跟国际

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今天的

区块链应该说国内整个的发展

和国际水平基本在一个起跑线

上。我们今天应该是一个比较

好的发展机会，那么与此同时

呢，从发展的成熟度来讲呢，

我感觉区块链今天的发展跟90

年代初互联网来讲还相差很

远，应该说现在是一个导入期

的导入期，整体技术除了金融

行业来讲，区块链还跟金融行

业有关，跟其他领域还没有，

包括底层的技术架构，算这个

以太放(音)应该还是差得很远，

对于现在的基础方案做一些基

本的测试，现在还是很初级，

确实发展应该是一个战略的方

向，但是确实还存在很多很多

的问题，很不成熟。作为行业

管理部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

业司一直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推动国内区块链产业研究，技

术研发，应用推广等工作。

【李颖】我们也将营造良

好的环境。

一、把握技术和产业发展

趋势，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

协调，前两天和杨局长一起探

讨，集聚产学研用多方资源，

密切关注国际前沿动态，建立

完善行业的管理制度，做好技

术创新与行业监管的平衡，根

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开展区块

链发展风险与监管政策的研

究，推动规范区块链行业发展

行为，营造风轻气正。

二、加快区块链核心能力

建设，引导I…T企业重视区块链

的引领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开

源技术，提升区块链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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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安全性，依托骨干企业

探索建设国内区块链领域的开

源社区。

三、支持开展区块链的

创业创新，通过区块链开发大

赛，评选优秀的解决方案，鼓

励区块链企业与用户单位开展

跨界融合，基于云计算，建

立区块链应用的试验和测试平

台，指导行业组织建立公共服

务平台，支持中小企业加强丰

富区块链的行业应用。

…………四、加快区块链的标准

体系建设，围绕产业发展重点

环节，以联盟标准为切入点，

加快推进关键标准的制定，积

极对接ISO等国际标准化机构，

加强国内对口标准组织的建

设。目前我们国内的标准化包

括我们都已经跟ISO区块链标准

都建立了关系，我们针对区块

链的307，一个高级别的TC级

别的标准委员会也将快建立。

贵阳市作为大数据发展的

试验田，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

的应用落地，取得了积极的进

展和良好的成效。今年贵阳市

又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充分

交流，为推动区块链发展，积

极贡献智慧，共同推动包括区

块链在内信息的发展，为经济

附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

预祝高端对话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主持人】谢谢，接下来

请出的致辞嘉宾是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副总监陈永庆先生。

【陈永庆】各位领导，各

位来宾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

能够在数博会与大家相聚，5

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我想今

天在这个论坛上，也将是一个

思想之火盛开的时刻，也将是

智慧之花在这里碰撞的时刻，

在这数博会，我们央视财经频

道与数博会联合举办了7场，

这个合作的力度前所未有，

今天的论坛有特殊的意义。因

为我们关注的话题是目前世

界上最热门的新技术之一的区

块链，我想也反映出财经频道

一直秉持的与时俱进的理念，

数博会是业界最具国际性和权

威性的平台，也是每年一度的

大数据嘉宾云集的盛会。我们

作为主办方，非常高兴能够和

大家一起来聚焦如何利用数据

创造价值，创新驱动未来，共

同关注和助推中国大数据产业

的发展，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

会对财经频道做一个简要的介

绍。虽然有些人每天都会接

触，但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做一

个阐述。

财经频道我们现在大概

有900多人，我们的定位是中

国国家的财经的云媒体传播平

台，从目前生产的电视节目来

看，我们大屏上所播的节目，

占中国财经节目市场的87%，

我们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第二

我们的新媒体，我们的央视

财经新媒体频道粉丝总数突破

6700万，这个也是稳稳的在中

国财经类新闻媒体排第一位。

在观众的构成上，我们财经频

道表现出了明显的三高优势，

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非

常多比重比较大。因此，我们

频道的含金量与众不同，我们

是想努力做到影响有影响力的

人，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也都

是有影响力的人，我介绍一下

也影响一下大家。

区块链可以说是近年来

经济界非常火爆的一个词，连

娱乐圈也挂在嘴边，认为会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天希

望利用全世界区块链精英的聚

会来为大家贡献一个别开生面

的对话场面，为全世界区块链

的健康发现贡献我们媒体的力

量，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个新

事物的诞生总是伴随着很多的

争论，甚至伴随一系列问题的

出现。我想区块链也不例外，

以比特币的推出一直在全球范

围内搅动人们的神经，让人们

联想到了旁氏骗局，由此引

发了我们深深的思考。如何全

面地看待区块链应有的价值，

如何推动区块链的发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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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区块链发展当中出现的风

险，如何选择一些行业作为区

块链应用发展的突破瓶颈。

比如央视财经频道是电视

媒体，是不是区块链也可以用

到电视节目当中来，我们也在

思考，能不能帮助我们简化程

序，帮助我们识别电视观众的

需求，帮助我们生成更加优秀

的节目，能不能提高我们管控

的水准，我想你们都是区块链

的专家，也可以为我们财经频

道支招，让我们享受区块链带

来的成果和好处。

我最后还要介绍一下今天

大家所参加的对话这个栏目。

《对话》这个栏目在我们频道

有18年的历史，一个老牌栏

目，目前做了上千期的节目，

中国商业界有3千多个商业领

袖登上这个舞台，在这个舞台

上他们给全国人民，全世界人

民贡献了非常杰出的智慧，

展现了他们的风采，全国至少

有6亿人次观看了《对话》的

栏目，今天大家能参与这个栏

目，应该是你们选对了场合。

当然对话和中国的数博会，数

博会对话18年，但是对话一直

关注着数博会，伴随着数博会

健康成长。我们专门录制过大

数据的节目，在业内外都引起

了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我衷

心地希望今天的这场有关区块

链的对话，也将会引起高水准

的内容和精美的制作，而载入

中国区块链发展的史册。

顺便我也告诉大家为了

全面传递数博会带来的新的信

息，这次来了一个几十人组

成的庞大的非常强势的一个团

队，从新闻咨询，除了对话

栏目之外，到深度评论全面覆

盖了数博会的重要议程。最

后，我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对

话中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为世界区块链的健康发展建言

献策，让智慧的火花在这里碰

撞，让我们尽快拥抱区块链的

春天。谢谢。

主持人：谢谢陈永庆先

生，当您介绍财经频道和对话

栏目的时候，我听得是心潮澎

湃，我和对话栏目走过了18年，

也希望在未来当中更多人跟对话

同行，跟财经频道同行，掌握全

球经济最前沿的思想。谢谢大

家。我特别同意陈永庆先生提到

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谢谢大家选

对了场合，我们在这个现场将会

绽放出很多美丽的花，思想之

花，科技之花，技术之花，都属

于我们爽爽的贵阳。接下来请到

的这位嘉宾是：陈坚贵州省政协

副主席…，补充一下，陈坚主席

十年前也是我们对话的嘉宾，也

是一位和对话有渊源的嘉宾。掌

声有请。

…陈坚：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各位嘉宾，新闻界的

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

下午好。贵山贵水迎贵客，最美

多彩看贵州，欢迎各位的到来，

对大家长期以来对贵州的关心与

支持，对数博会的关注和热情参

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众多的专家学者，

企业代表在贵阳，在全国全球

瞩目的大数据舞台上论道区块

链，相信会是全国全球区块链

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节

点，希望各位在思想的激烈碰

撞中，为区块链的未来探索一

条新的道路，将区块链发展的

方向开拓得更加宽广。当前全

球各国认识到区块链巨大应用

前景，开始考虑区块链的发展

道路，可以预见区块链将和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一

样，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

的改变。目前区块链的发展还

处于初级阶段，但这也是一个

机遇，谁抓住了这个机遇，谁

就有可能在未来发展中占得先

机。近年来我国区块链的应用和

发展迅速增长，贵州在国内最早

占据了区块链发展的风口，率先

成为国内制定出区块链发展战略

规划发展区块链产业的地区。国

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建设，为

贵州大数据迅速崛起，为助力区

块链在贵州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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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新时代有新作为，贵州区块

链的发展也涌现了一系列成效。

贵州与中国电子技术研究院共同

成立区块链协调组和工作组，

启动了地方区块链的标准制定

工作。

贵州省在区块链标准体

系中的探索为促进贵州区块链

产业健康发展，以及推动其进

入发展新阶段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贵州以贵阳为试点，着力

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开展

区块链应用示范研究，研究制

定地方标准，开展产品及系列

的试验验证，与贵阳区块链发

展和应用为发展区块链顶层设

计，结合贵阳大数据实践，

率先布局区块链基础，发展和

创新应用，区块链将+个人数

据保护，区块链+数据安全监

管，区块链+分布式数据存储

等突破对象，推动区块链产业

发展完善，推动各技术流派跟

区块链应用场景在贵阳相继落

地。贵州着力于推进区块链服

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了令

人振奋的成果，区块链+工业

云，+教育，+智慧旅游+扶贫

等一系列实体经济的应用，打

开了区块链发展的新的通道。

其中扶贫工作是贵州省近年来

常抓不懈的重点工作，是贵州

省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是贵州省持续推进的首要

战略行动，率先将区块链技术

用于搭建扶贫资金平台，实现

从前端到末端实现对贫困人口

的精准识别，有效退出，资金

管理和监督等每一环节的全记

录，可追溯。区块链将加大扶

贫在贵州茁壮发展。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贵州时说到：贵州发展大数

据确实有道理，2016年李克

强总理说，贵州在大数据产业

上和发达地区不仅平等竞争，

而且走在了前面，不断挖掘

出生成出钻石矿，智慧树。苹

果，腾讯，阿里，高通等大数

据也落户贵州，为贵州大数据

实现弯道超车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在推动区块链产业发展的

同时，也形成了国内较为完整

的区块链产业生态，使贵州在

区块链领域多方面抢占先机，

得益于气侯适应的环境，也得

益于贵州发展区块链产业的决

心，区块链技术的迅速发展，

必将为贵州大数据带来新一轮

蓬勃发展的机遇，让智慧树茁

壮成长，让钻石矿流光异彩。

我们希望能构建出安全、牢固

的规范体系，发展好区块链，

用好区块链，将区块链真正应

用到实践中，为人类创造更加

方便，更加快捷，更加繁荣的

未来。最后再次感谢中央各部

委，及社会各界对本次数博会

高端对话的支持和帮助，也欢

迎各位常来贵州，扎根贵州，

贵州将以日新月异的面貌永立

桥头，站在大数据发展的前

沿，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接下来进

入到主题演讲环节。第一位演

讲嘉宾是：沈昌祥中国工程院

院士，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海军少将，海军模

范科技工作者。让我们掌声欢

迎。

沈昌祥：各位领导各位来

宾，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

起交流区块链，区块链是一个

新型的网络应用。区块链离不

开安全，只有安全才能把区块

链的发展，因此我们就谈谈区

块链的安全问题所在。

区块链是一种利用密码学

技术，将系统内的有效交易进

行编码的可附加账本。所以区块

链应该是能做到每次交易必须有

效，必须对数字资产的归属达成

共识，过往历史不能篡改。区块

链有这样的功能要求，区块链的

安全与其他重要信息系统是相同

的，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信息应

用系统。我们说要实行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制度，那么它的需求要

做到交易有效，达成共识。另

外一个，我们不能篡改，不能中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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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这几年的去年

当中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安全事

件。2010年8月曾发生利用整

数溢出漏洞凭空造出了1840

亿个比特币。2016年5月数字

自治组织DAO（风投基金、区

块链创业者技术开发社区、去

中心的基金）因发现有漏洞而

失败。我们必须把区块链的安

全做好，我们要做到，一个要

计算资源的可信，第二个我们

交易数据要可控。最终解决的

无中心化，理想状态，我们说

人人平等。我们应该做到比特

币等区块链数据能够安全可信

的存储与传输，确实是要交易

的，要共享的。那么交易过程

当中真实性不可伪造，可信共

管这个思想是相当重要的。那

么怎么办呢？我们说只有可信

免疫的计算模式与结构才能解

决区块链的安全，大家都提到

安全可信。请注意，网络安全

法十六条提到的是推广安全可

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是什么

呢？要考虑到安全原因何在，

不是因为有漏洞，是因为我们IT

硬件软件很多路径组成，路径

是不可穷尽的，因此我们只能

有限的目标把能够完善任务的

有关路径组织起来，因此大量

无穷无尽的一些缺陷逻辑没考

虑。那么是利用这些逻辑缺陷

来进行，就像人的免疫系统一

样，是无穷无尽的漏洞，出现

细菌病毒，只有行之有效的处

理才能解决我们的安全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是

密码为基因，实施身份识别，

状态度量，保密存储等功能，

及时识别“自己”与“非自

己”的成分。这就是我们现在

区块链与一般的计算机来做，

我们左边的图就是一个以前大

家所学的原理，PC机，右边

没有这个防护部件，我们要做

到有控制模块，还有软件，有

及时地盘查，相当于反腐败一

样，派巡视组去巡视。

另外一个，我们形成了三

层防疫体系，管理很重要，资源

管理相当于一个保卫部门，那

么数据安全也很重要，相当于

一个保密室，构成我们一个主

动免疫的效果，进去拿不到，

拿到以后看不懂，最后还留下证

据。只有把所有的部件不打补丁

全部免杀。那么我们能达到及时

地发现，及时地堵截。那么区块

链，最后画了这样一个图，按照

等级保护要求的图，那么我们安

全可信的区块链的环境，没有时

间展开讲，这个图符合我们等级

保护，也就是说构建我们计算环

境，我们服务器，挖矿，记录生

成，一样我们还要传输，网络要

控制和管理，更重要的是管理，

安全管理平台干什么？我们要注

入一些谁能做什么，谁不能做什

么，要控制。那么我们资源服务

平台要资源不能给破坏，可信保

障软件，做到交易平台安全。我

们等级保护要求由可信计算构成

安全可信的区块链。

…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谢谢沈院

士，区块链的生态则关乎到底

好不好用，今天我们请到石墨

烯生态当中的Stan…Larimer先

生，目前在区块链一半以上的

业务链其实都是基于他和他所

创办的石墨烯的技术，这个也

是全世界都非常瞩目的一位嘉

宾，他此次已经站起来了，他

不仅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还是

一位无人机的专家，一位火箭

的专家，他将带来的题目是：

（英文）掌声有请。

【主持人】谢谢。接下来

一块了解一下区块链的应用，

为大家请到的演讲嘉宾是：

姚余栋，大成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前央行

金融所所长。掌声欢迎。

【姚余栋】谢谢主持人。

我记得应该是将近3年前，可

能也是来到贵阳，当时参加的

是世界众筹大会，这次再来感

觉贵阳的变化确实让人很惊

讶，确实有一个先发优势，特

别在大数据领域，而且可以参

加这样一个高端的关于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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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对话也非常荣幸。

今天想跟大家汇报交流

的还是一个初步的想法，就是

我们，曾经说过区块链怎么

来定义的问题，你搞不清楚是

不是革命？那么一定是判断

的时候，如果是，如果我们没

有做，一定是前面的代价更

高，所以跟随战略还是非常重

要的。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感

觉似乎跟随还不行，要在潮头

上做一些事情。能不能把区块

链，今天主要是在养老产品登

记里面的应用，作为一个经济

工作者一直关注养老的事，主

要我国养老的发展。

这个就是我想大家已经比

较熟知了，跟TCPIP协议所不

同的是一个价值网络。它是一

个价值的这种高速公路，就像

我们现在每个计算机，每个手

机你连接的实际上自动的都是

TCPIP协议，你根本不用知道

区块链的基本原理，而计算机

自动连接，只是比这个协议更

多了一层顶层协议，当这个协

议从互联网发明的时候主要是

做信息交流，但是无法保证互

信。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如

果在换车市场上，二手车市场

上，我不知道二手车的质量，

那么这个市场就消失了，如果

大家都知道二手车的质量，那

么这个市场就存在，以至于以

前消失的市场重新存在。那么

就是一个价值交换，我想这个

跟互联网一个很重要差别，就

是它能够也是事实上，在这个

计算机之间，手机之间交换，

价值交换的唯一性，双方的互

相信任性和这种承诺，可以自

动执行，而无须第三方介入。

这是一个跟互联网的信息交

往，一个很重要的附加值。那

么它是一个价值传输协议，既

是去中心化的，也可以有一个

公开透明的数据库，而且每一

个区块上都可以进行检索，未

来的。虽然我们强调是分布式

的，但是随着网络的演进，完

全去中心化也做不到，一定要

有节点，就像今天的比特币一

样，事实上也有存在某种意义

上的一个对协议的一个修改。

将来一定也会有一个是去中心

化，但是有些网络节点很重

要，可以承担一定的监管和管

理职能。分布式，去中介化，

去信任，不可篡改的，可编程

的，可以大大增加互相，很多

市场重新回来。我想今天也是

在当年20多年前的时候，实

际上区块链在逐渐地发展。那

么既然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

显了，是一个价值的交换网

络，那么有什么样的应用场

景？我想实际上大家已经探讨

很多了，比如上央行的票交所

已经成功实施了电子票据在区

块链上的流转，已经实施了。

我们也看到在金融领域，包括

在很多银行也是把一些单据在

区块链上交换了，也带有一些

非标性在流转。今天想汇报的

是我国正处于养老第三支柱的

关键时期，还是希望把养老产

品的登记能够考虑使用区块链

这样的技术，这样做一个顶层

设计完成一个革命性的登记结

果，以至于将来惠及所有的老

百姓。今年的2月份，证监会

已经发布了养老基金的试行，

4月份财政部几个部委一起，

这个也是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

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所

以说这个第三支柱是很重要

的，只有第三支柱才可以帮助

中国去杠杆。我们计算一下有

多少长钱？将来可能还有类似

于银行产品进入试点，然后

扩大，如果说2020年开始到

2050年，第三支柱个人养老帐

户中的资产积累，我们做了一

个假设，如果个税缴纳人数是

1亿，2050年的时候是7亿，

然后平均每个月每人购买养老

产品是750块钱，所以以后每

月投入比如说平均，如果每个

月500块钱，一年6千块钱，

到2050年是70万亿，2050年

养老的第三支柱可能积累的资

产规模相当于跟今天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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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差不多，开始比较慢，后

面是快速增长。如果这样的话

按照国际上的经验，他买什么

产品，大致上是公募基金占一

半，银行的大约是占1/4，保

险占1/4，由此呢，会预计到

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个人养

老帐户中类似养老的公募基金

6.5万亿，央行是3.25万亿，

保险3.25万亿，到2050年大

到不可想象了，公募基金是35

万亿，银行是17.5万亿，这样

一个产品扩张，产品登记就很

重要了，养老钱是保密钱，养

老的产品很重要，要有一个收

益性，还要有安全性，让老龄

化的投资者放心，所以呢？将

来可能要分散到全球，买全球

的金融资产，因为这个风险是

在全球来分散，所以这个产品

的规模都难以想象，能不能就

是有这样一个多个部门共同做

的，有统一监管的，避免监管

套利的，给投资者创建一个健

康完善的养老市场，由此进行

一个产品登记，凡是养老的，

无论是基金的，银行的，保险

的，或者其他的国外的产品能

够买的，在这个产品登记，所

以登记就是很重要，能够加强

统一监管。

实施产品透明度，实现合

同整个的流程。面向产品信息

模块的，他就知道金融产品的

型号，名称，发布时间，截止

时间，面向投资者的，合同，整

个的全部都有。然后流转的可以

有销售方，所以这个怎么做到？

唯有区块链，就是根据央行和多

部委发布的资管新规要求，向上

向下穿透，向上穿透至实际持有

人，向下穿透至产品的底层资

产，而且可以保证完整透明三

体，还可以防诈骗。

…同时个人养老是为老百姓

提供的养老服务，对产品的安全

性要求很高，如果有这样一个记

录不可篡改，完整透明的产品登

记系统，我觉得对中国老百姓来

说，在上面买是非常安心的。也

可以提高未来的扭转效率，为什

么？如果你买了基金，很难再买

保险，买了保险很再买银行产

品，如果我们有一个区块链的，

跨部门，跨产品的这样一个养老

的登记系统，这样的话就给中国

老百姓造就一个超级养老账本，

他很清楚这个账本里面多少是可

以配基金的，多少配银行产品，

多少配保险产品，而且整个过程

都非常清晰，之间可以互相扭

转。所以我们建议，这样一个技

术，我觉得在国外还没有外面做

到，他们都是一种，包括在美国

都是碎片化的第三支柱。所以到

哪个基金公司去，都买不同的产

品，没法进行整合。而我们国家

第三支柱刚刚开始顶层设计，将

来一定是全球最大的这样个人养

老账户，可不可以一开始的时候

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革命性的

这样一个产品登记？这样以后我

们就可以在全球的产品，无论是

中国的产品还是国外的产品，跨

境的产品都在上面，只要满足监

管要求都可以溯源，老百姓有一

个超级的养老账本，可以最佳进

行配置，有效地分散风险。最后

呢，我想用我两年前在一个论坛

上说的话作为结尾，生于互联

网，死于区块链。这个当时我主

要是感觉有些互联网巨头，对区

块链置若罔闻，现在发现实际上

大象也跳起舞来了，巨头们纷纷

进行区块链的应用，所以我想

呢，已经不再担忧这个情况了，

所以我们不用怀疑区块链它作为

比互联网更高层次的价值传输网

络，我觉得规模比互联网更大，

创造经济价值，或者市场价值，

今天难以想象。在应用场景之

中，我希望结合我们超老龄社会

的来临，能够结合我们在第三支

柱顶层设置的关键时刻，可以超

前地考虑应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养

老产品的登记系统的设计，我的

汇报完了，谢谢大家。

Stan… Lar imer：感谢各

位。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

大家演讲，而且呢，首先我每

次演讲都是用这个幻灯片来开

场，就是这张，不要把我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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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搞混了，我是他爸爸。总

是有人跟我说，我以为你很年

轻，其实他就是发明了很多新

的技术，我只是想解释一下这

些技术有什么好处？还有就是

现在我的儿子DAN他想要支持

任何你听说过的关于这个区块

链的技术，包括说这个OS，还

有就是US的这个项目，他希望

能够给所有人提供支持，让他

们建立起自己的区块链项目。

而且，我觉得我的儿子

实际上就是可以说是适时区块

链的创造者，也就是说这个适

时，指的是能够在这个世界发

生的同时马上就能够记录，并

且可能就是只需要一秒，甚至

不到一秒的时间就可以实现，

这个就是我的儿子DAN目前在

做的工作，未来可能会出现很

多关于区块链很多有意思的新

的发现。

…而DAN…他们所有交易的

70%可以说是比特币交易的5

倍之多，而且实际上呢，他们

的这个市值也是目前是比特币

的68%，所以应该说是接下

来一个非常令人看好的项目。

另外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是说你

的需求是什么？如果说你需要

给你的客户提供适时的交易，

适时的业务交易，那么可能你

可以去考虑一下，我儿子的项

目。

那么接下来我想给大家

讲一讲的就是，首先，我先

要讲的一个概念就是经济上

的超导，超导型的经济是什么

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整个星

球上，在整个地球上，我们都

可以非常顺畅地互相沟通，而

没有任何的阻力，那么大家应

该都知道超导的一个概念是什

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完

全去除人与人之间的交易的

这个阻力，那我们可以回顾一

下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丝

绸之路它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

呢？我们都知道丝绸之路可以

说是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

而且呢，这个马可波罗也是通

过这个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

而这条丝绸之路等于说是就是

把两个不同地区的经济体连接

到了一起，有效地消除了经济

交流之间的阻碍。那现在呢，

连接我们的就是区块链，然后

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消

减经济上的一些阻力。而且，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印象

深刻。这包括说基础设施的建

设，还有呢就是和很多沿线国

家的合作，这实际上也是减少

经济阻力和经济摩擦的一个非

常好的倡议，这将会给我们所

有人都带来更大的繁荣。另外

呢，还有区块链可以使用的第

三个领域就是我想说的这个丝

绸天路，丝绸天路呢，可以说

是海上和陆上的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还有包括太空，还有

这个网络空间，所有的空间，

所有的地方都将会实现充分的

互联互通，而就是一些特别偏

远的地方，哪怕是北极哪里，

都是可以实现互联互通，现在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地区，

因为这个北半球的互联互通做

得好，所以经济更加繁荣，南

半球经济会相对落后一些，因

为互联互通性不太好。而如果

说互联互通做得不好的这些地

区，实际上后来也是可以得到

改变的，比如说区块链可以形

成这样的一种冲击，让这些偏

远地区或者说互联互通不太好

的地区能够享有更多的发展机

会。那么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这

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

使用技术，用这种丝绸天路，

通过陆地海洋还有天空的卫星

把所有的人连接起来。这就是

DAN创新发明的一些技术，那

首先就是从“一带一路”倡议

同期开始提出的，就是在2013

年开始了，他开始就是发明了

适时的区块链的技术，然后把

它放在了交易所里面，同时还

有一个智能币的工厂，还有比

特币2015年，还有升级，还有

其他的一些衍生公司也是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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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包括今天提到的US。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技术可以

说是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发

展，现在的技术相对过去的技

术来说有8个量级的提升，相当

于高速发展。大家可以看到相

关的一些比较数据，比如说他

做的第二个项目，是占有交易

量的一半，那你就是可以去拿

到其他人的一个工作量，同时

还有比特谷，还有2/3的区块链

的交易量是在这里，使我们更

加清楚地的知道未来的趋势是

如何？还有市值指标可以告诉

我们，区块链的技术到底做得

怎么样。所以大家未来可以更

关注一下适时的区块链技术。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

的，就是我们一些新的产品，就

是这种适时的币种，这样的一些

币种，可以说是价值非常高的，

那这些智能的币种可以追踪其他

资产的价值，计算公式可以追踪

价值，我们有一个金币，他就会

变得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安全

待币，也是可以实行适时的高速

交易。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呢，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着适时

的交易，没有中介，没有交易方

面的延期，所以去除中介也不是

一件坏事，因为是可以帮助我们

形成新的工具，形成新的规则，

可以帮助政府，而不是跟政府形

成竞争。现在可以赎回黄金的

这些币种，由政府的币种提供支

持，现在交易费用有望实现零，

所以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再来组织一

下，我也是得到“一带一路”倡

议的启发，现在经济的繁荣可以

进一步扩展，实现全球经济高速

公路，跨越网络，空间，天空，

同时可以实现光速的交易，可以

实现“一带一路”一个天路，那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

以上我的网站。也可以上我个人

的网站，里面有很多我的演讲和

访问，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主持人】谢谢，生于

互联网，死于区块链，刚刚大

家掌声响起，这种几家欢乐几

家愁，我们把它交给现在和未

来。前面的演讲当中提到了区

块链的安全生态和应用场景的

讨论，接下来的节目录制当

中，希望或者我们力求可以从

通俗易懂的角度和所有的电视

机前的观众一起探求区块链给

我们带来什么。

【主持人】我们的节目

从大家的掌声开始。谢谢大家

掌声，欢迎大家每周日晚收看

我们的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区

块链，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

够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描绘区块

链是什么，很多人都听到过

区块链，或者看到过区块链的

报道，有称颂的，有置疑的，

还有认为是骗子的，但是区块

链是科技界和财经领域最火的

词。马云有一次给我们透露

说，蚂蚁金福（音）修改一名

工程师要证婚，他说我是一个

马农，我是一个工程师，结果

没什么人点他的资料，后面改

成区块链工程师，一夜之间收

到360多封的求爱信，这个就

是一个区块链在现实生活当中

的改变，围绕着它还有很多争

议和谜题，今天我们在贵阳数

博会举办这场对话，区块链到

底是什么？如何作用，产生什

么样的价值，需要什么样的监

管？我们请到的嘉宾就在舞台

上，掌声欢迎他们。

这些嘉宾我为大家做一

个简单的介绍，请介绍到的嘉

宾跟大家挥手。首先介绍到的

是：

徐昊贵阳市委常务、常务

副市长

Don…Tapscott“数字经济

之父，塔普斯科集团主席，新

范式智库创办人、多伦多大学

罗特曼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区

块链革命》作者”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副院长

张首晟斯坦福大学讲座教

授、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科

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

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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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磊迅雷集团首席执行

官、网心科技首席执行官

元道（陈升）…中关村区块

链联盟理事长、世纪互联创始

人、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理事

我们在现场还有很多的嘉

宾：

台下对话嘉宾：

Ray…Valdes"ConsenSys首

席转型官、前高特纳咨询公司

（Gartner）研究副总裁兼合伙

人"

Julian…Gordon…超级账本

(hyperledger)亚太区副总裁

谢旭辉汇桔网董事长兼

CEO

刘晓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金融系主任、北京大学光

华区块链实验室主任

陈伟星"泛城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长、泛城资本董事长，

“快的打车”创始人"

赵何娟"钛媒体集团创始

人，链得得创始人，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蔡 栋 金 拱 门 （ 中 国 ）

有限公司首席数据智能官、

InfiniVision深见网络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

裁、中国电子学会区块链专家

委员会专家

肖雪浪潮集团副总裁、浪

潮软件集团副总裁

邓明玉贵州远东诚信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清

镇远东科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

【主持人】我们一会掌声

欢迎大家的光临，区块链是一

个复杂的技术，今天节目一开

始要给我们场上的各位嘉宾出

一个难题，是一个时代难题，

甚至是世纪难题，要请几位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

下什么是区块链，谁有勇气接

受这个挑战，请先举手，如果

您的答案足够简洁明了的话给

大家掌声。远道而来的张首晟

教授。

…【张首晟】刚才讲了互联

网是交换信息，区块链交换的

是价值，我们可以想象在互联

网时代大家相互交换自己所产

生的信息，但是在区块链上面

我们回答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

要写一本书，全世界的网民一

起写一本书，怎么来加N+1，

回答就是我们要解一个数学难

题，是很难解的，一旦解出来

是很难被验证的，谁把这个

解出来，谁就有权把这个加进

去，这是一个思想。

【主持人】现场90%的人

都鼓掌了，说明答案很通俗易

懂。

… …【陈磊】区块链这个词

难懂的原因是词用得不好，把

技术的词汇直接翻译过来变成

中文更难懂。一个更好的概括的

词应该是共识记账本，每个人家

里都会记账本，小时候我们一大

家子人，我奶奶负责记账，到月

底的时候有时候对不上，奶奶有

时候发点牢骚，你们爷爷是不是

又偷偷买烟抽了，其实我爷爷是

一个特别老师和和蔼，特别慈祥

的老人，遇到这种情况就笑一

笑，心中可能有一肚子的委屈。

如果我们用区块链记账就没有这

个问题，每个人花钱的时候，先

要跟所有的家庭成员说我要买东

西了，你们同意不同意，所有的

家庭成员说我们都同意，那么

就说对不起，请拿出你们的记账

本，把这件事写下来，我要花多

少钱买个电视，带来的好处是什

么？第一账不会错，第二公开透

明，家里所有开支都很清楚，第

三不能篡改，将来说我不想承认

我买过这个东西，将来找每个家

庭成员改，这个难度很大。区块

链不是通过人用很笨的通讯方法

做这个事情，而是用算法，高

效，高性能地去做。我们认为区

块链是我们科技领域的一个重要

的突破，能够在家庭这么一个小

的环境里面建立这种信任，也可

以在社会产业里面建立信任。

【主持人】谢谢，在记

账这件事到底是奶奶会光荣退

休，还是放开区块链，还是

让我来吧，这个有待实践。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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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点是说得稍微长了一点，

第一环节我们希望尽可能地

短，越短越清晰也是越好的答

案，当然也是值得鼓励的，谢

谢。来王院长。

【王志勤】我们认为区块

链实际上是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

的技术分布式的账本，构建了一

个低成本的，建立信任的这样一

种机制。过去可能我们在记账过

程中不同的会计来维护不同的账

本，区块链里是很多会计维护共

同一个账本。刚才做了很多的解

释，我就说到这里。

【主持人】第四个答案由

数字经济之父提供，我说如果

用最短的时间解答区块链多长

时间，他说至少要5分钟，我

说得要1分钟，难为一下您。

【Don… Tapscott】现在

是一个价值互联网，过去是

信息互联网，比如说我现在

给你发送一个信息，比如说一

个PDF，或者PPT，可以把原

版放在这里，对信息来说没

有问题，对于资产来说不行，

对于价值，对于钱，对于股

票，对于知识产权，我们的身

份，还有音乐版权，艺术来说

都是不行，复制这个东西是一

个非常糟糕的想法。比如说发

送了100万人民币，我把钱发

给你之后，自己没有这些钱

了，这个是双层的问题，现在

密码学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发明区块链之后才可以解决这

个问题。现在人们还有各种各

样的组织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交

易，可以进行交换，可以进行

沟通，可以去管理这些价值，

管理这些资产，可以实现一个

点对点，个人对个人的一个交

易。这些信用公司，或者是社

交媒体的公司，都是可以进行

一个合作，而且都不是可以通

过这种非常聪明的编码进行一

个交易，这个我们叫做一个可

信的协议，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简短的解释。

【元道】区块链这三个

字发明得特别好，与互联网的

平行世界，互联网两个部分组

成，一个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全世界共建共享，任何一个人

可以参与，互联网之上是互联

网平台，平台经过20多年的

发展，平台是独享，什么是区

块链，把这些核心能力下沉变

成一个共同的基础设施，包括

去中心化的身份，包括这些支

付，这些核心能力都变成大家

共建共享共有的一个能力，有

了这样一个新基础之后，所有

人回到一个起跑线上，因此区

块链可以创造一个比互联网规

模大十倍，100倍的蓝海。

【主持人】谢谢，今天你

们的座位安排太巧妙了，今天

关于区块链的相爱相杀的剧情

上演了。最后一个答案请徐市

长做一个提供。

【徐昊】今天就我一个

人是业余打酱油的，我想换到

另外一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好在刚才我的几位朋友，他们

不只一句，我可以多说两句，

我用四句。第一区块链是信息

革命的拐点，第二区块链是数

字经济的基石，第三区块链是

新一代互联网的战略支撑型技

术，第四句话就是区块链是用

一种自证清白的方式来建立一

种去中介化的信任机制。我应

该是最短的。

【主持人】谢谢，各位

对区块链的定义，我想都丰富

了我们对于区块链的理解和

认知。刚才都提到了一个词叫

帐本，今天我们不妨来现场

把这个记账做一个情景地展

现。现在在微信上发红包很普

遍的事，以往我们就是这么点

一下，各种不明白的通道已经

自动铺设好了，我转的那个钱

就会很顺利地到达我朋友的账

上，接下来特别想请元道先

生，因为你喜欢区块链这个词

的翻译。我想让你展示一下传

统的记账方式跟利用区块链记

账方式有什么不同？

我这一块钱已经转过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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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道】我用一个图式。

从微信到收款人的支付宝，如

果在传统的金融体系里面，涉

及到几个，总体的主角是银

行，假设付款人在微信钱包

上用的关联银行是招商银行，

收款人在支付宝的关联银行

用的是建设银行，这一块钱的

支付，瞬间完成的背后其实有

很多事情在发生，我们简单用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

角色包含银行，银行下面的帐

户，对于银行而言，即使是微

信的金融平台，或者是支付宝

的金融平台，对于银行来说都

是一个大的储蓄帐户，每个人

的钱包是这个下面的子帐户，

当A发出1块钱的红包的时候，

相当于从自己的关联帐户下的

钱划转到微信的钱包作为一个

子帐户上。那从子帐户上的位

置又再经过微信平台转到了收

款人的微信的子帐户上，从子

帐户上再通过它，情况银行的

清算，那么回到了这个收款人

的关联银行帐户，那最终由关

联银行帐户回到支付宝的钱包

上，所以整个过程是由很多的

信息孤岛，这是一个经流的过

程。

【主持人】我们看到A点

到B点有不同颜色的色块，这

个不同色块代表什么？

【元道】支付的节点。

【主持人】可不可以具体

说一下。

【元道】第一个是付款人

微信钱包帐户，第二个是付款

人在关联银行下的帐户，第三

个节点到的收款人所在的微信

钱包的帐户，第四个就是到了

收款人关联银行的帐户，最后

到达钱包位置。

【主持人】这是一个现在

通用的模式。您解释过程当中

两位嘉宾都在举手，可以快速

简短地补充。

【陈磊】为什么这种模式

会有小小的问题，第一这个信

息是割裂的，每一个节点有自

己的信息，虽然整个事情是一

个事情，从一个人转帐给另外

一个人，但是要拼起来，要到

四个金融机构去差才可以拼起

来。第二虽然图上四个节点，

其实每个节点里面有计算机系

统，而且可能是多个计算机系

统，每个计算机系统要做到平

账，银行系统的设计有一个原

则是双记账，这边减这边加是

必须同时完成的，一件事情很

有可能经过系统的数量是十几

二十个，你要把事情完成，那

么多转帐里面，把这一个链路

完成是很复杂的。

【主持人】这是现在记帐

方式存在的弊端。您刚才为什

么举手？

【Don… Tapscott】我想

解释一下，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在多伦多有一个管家，过去

20年总是要坐公共汽车，拿着

支票然后去银行，然后这个管

家要去到西联（音）银行，给

菲律宾的母亲，每月付300美

金，通过西联汇款（音）进入

到其他的银行系统里面，那么

这个系统到了马尼拉已经是七

天之后的事情，还要交15%

的手续费，但是现在我的管家

已经不再做这样的汇款了，他

有手机，他要汇款300美金，

这个钱可以直接付到母亲的手

机上，整个过程当中并没有任

何的拖延。而且也不需要手续

费，也没有任何和第三方相关

的风险，也不需要七天，只需

要7分钟就可以实现。那也就

是有一个出纳员会跑到家门

口，相当于300美金的比索，

他母亲可以直接把这个钱放到

钱包里面。这是我们看到全球

的一个汇款，每年都在不同的

国家之间穿梭交易。这实际上

呢，不光光是创建了新的技

术，而是彻底改变了人们每个

个体的生活。

【主持人】看来因为有了

区块链，陈奶奶全新记帐方式

正式上线，跟目前银行系统当

中的转帐的路径相比，各位可

以看到什么不同？刚才元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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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手上的图片，给大家展示一

遍。点对点之间有很多信息孤

岛，而此刻在区块链技术的基

础之上，看到所有的色块变成

同样的颜色，同样的大小，这

又意味着什么呢？如何来解读

这样一个新的流程？张教授。

【张首晟】我来补充一

下，听起来是一个金融科学的

问题，背后隐藏的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自然科学的问题，关于

时间的定义，如果有一个中心

记帐机构的话，一切不需要，

我想今天的支付宝，基本上都

是一个中心机构，如果有很多

去中心化的机构，哪一笔账先

发生，哪笔后发生，区块链要

解决先后时间排序，他给出一

个机制，定义哪一笔先做，哪

一笔后做，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共识的话，同样一笔钱可以由

两次。他同样一笔钱做统同一

次，区块链解决的就是解决一

个金融的问题，核心解决的是

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怎么定

义时间的先后。

【主持人】信息在当中是

不别篡改的是不是？

【张首晟】区块链给出的

是一个对时间先后的定义。

【主持人】这个是张教

授的一个解读。还有谁补充一

下。

【徐昊】终于知道中国的

银行为什么钱那么贵，传统的

资金周转，通过一个节点都会

产生成本，特别是在银行机构

的角度讲如果钱多停哪怕一个

小时对银行是一个收益，用了

区块链以后，典型把我们今天

这个题目，合乎就是今天我希

对话的这个题目显示出来了，

都说区块链开启了价值互联网

的新篇章，什么是价值互联

网，通过这个图的对比，运用

区块链技术，运用去中介的方

式，提高我们相互信任的程度

之后，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运

行的效率，而效率的提升就是

成本的节约，也是整个社会价

值的提升，所以我认为这两张

图的对比非常精准。谢谢。

…【主持人】谢谢，我们

在新媒体上也征集了对于区块

链的问题，我挑选几个，很多

人很想知道准确的答案，很多

人概念当中跟去联系很紧密的

一个词是虚拟货币，比特币，

很多人在网上说，请问区块链

是比特币吗？两者之间什么关

系？谁给我们一个负责任的回

答？应该6位都能答，只是需

要抢答一下。恭喜徐市长抢到

回答的机会。

【徐昊】今天这个问题

其实我心里压力挺大，因为刚

才我讲我是业余的，说错呢

不知者无畏。比特币是区块链

一个成功的应用，这个是一

个共识，肯定区块链不等于比

特币，区块链回到本质到底

是什么？正如您问到的第一个

问题，区块链很多人提去中心

化，我对这个词稍微做一个修

改，我认为区块链他的本质是

去中介化，中心是不可能去掉

的，无论在现实当中还是在虚

拟世界当中，不可能去掉。如

果真的把全世界的节点全部消

灭掉，我的理解一定会产生一

个超级节点。这在现实当中是

不可能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讲，区块链因为去中介，因为

要建立一种自证清白的信任体

制，所以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是

水到渠成。在现实生活当中，

从区块链这个词本身出发，需

要对数据这个词重新定义，为

什么？因为随着人类从刚才我

们讲的从信息互联网进入到价

值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发现一

个问题，数据本身并不仅仅是

矿石，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

数据其实是在新的互联网技术

的条件下，对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之间相互活动，以及相互

关系的一个数字化描述，那这

样一来的话呢，不仅包含着一

种生产的要素，还包含着生产

的规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区块链的应用应该是无处不

在，只是现在因为比特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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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比较好的激励机制，让

大家觉得更好玩，成为一种游

戏了。

…【主持人】张教授有没有

补充？

【张首晟】最核心解决的

问题是时间排序的问题，刚才

讲了在所有银行对账时候的困

难，核心就是不知道哪一笔先

发生，哪一笔后发生，但是由

于这个形成之后使得有价值，

区块链真正能够创造的价值远

远大于比特币，今天在这里举

行数博会，核心要回答今后世

界里面这个数据属于谁？一旦

去中心化以后，所有个人数据

可以属于个人，有了个人以后

就有了数据交换的市场，可以

做点对点非中心的市场，由此

产生的价值我深信是互联网的

十倍和一百倍。

【Don…Tapscott】那很回

到1995年，信息互联网有鸿沟

的，一开始有了电子邮件，之

后呢有了这个世界性的一个因

特网，而比特币实际上是价值

互联网的首个应用，而且呢，

也正是它催生了我们的区块

链，这些实际上都是很多的平

台，我们在这些平台上可以建

立很多的应用，也许是汇款的

系统，也许是供应链，也许是

促进政务的一个效率，也有可

能是解决土地归属权的问题，

这个应用也有可能让更多人参

与到全球经济活动当中来，这

是下一代一个互联网的平台所

在。

… …【主持人】最后一个补

充交给陈磊先生。

【陈磊】比特币就像刚

才两位专家讲的是区块链第一

个应用，我们看待的时候就像

我们去看待人类的第一台计算

机一样，是有非常强大的历史

的价值，但是它不是区块链的

未来。区块链，比特币的区块

链实际上产生的是收藏品，并

没有涉及和实体经济甚至金融

经济相结合的机制，我们说区

块链的2.0是以太纺（音）为

代表，区块链的交易可以和

其他的行为结合，但是以太放

（音）速度太慢，所以到今天

很难看到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的区块链的应用，这也是为什

么很多都放在炒币这种事上。

区块链的3.0已经到来了，就

拿迅雷来说，已经做了一条能

够同时处理上百万每秒的区块

链，这个区块链使得我们能够

在现实生活中去做一个有150

万以上家庭同时参与的共享计

算的区块链应用，同时也有很

多的创业团队和大型的企业都

纷纷地在这样一条主链上去开

发垂直的应用。我们觉得区块

链的技术的演进远远快于很多

专家的预测，2018年，2019

年可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的落地，生根发展的一个黄金

时期。

【主持人】谢谢。伴随

着比特币的横空出世，我们看

到它的交易也好，投资也好都

非常火热，接下来这位网友的

问题就跟这个现象有关系。我

在台下看到了教授金融的一位

教授，可以请他帮我们解答一

下，关注的是比特币的投资和

交易在中国合法吗？

…【刘晓蕾】这种敏感的

问题，这个难题问给我，我

觉得咱们国家现在首先是不

让ICO，因为ICO是一种融资

行为，非法集资，另外目前

是不允许做加密数字货币的交

易平台，中心化的交易所不允

许做，但是并没有禁止老百姓

或者普通民众去买卖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我如果说通过链

上，在区块链上交易是一个点

对点的转换，目前技术上也不

太好禁止，我通过个人之间点

对点的转换。另外目前的监管

上面也没有这样一个姿态或者

态度说不允许，所以应该说是

没有，唯一可以说的是，可以

提醒大家，特别是说对于新技

术，对互联网或者对区块链，

对比特币还不了解的一些普通

老百姓不要跟风炒作，还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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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风险非常非常大的投资。

【主持人】下面这个问题

也交给您回答，网友叫我就是

爱钱，他说请问比特币可以当

现金花吗？

【刘晓蕾】不能，绝大

多数国家里都是不能的，极少

数的国家像日本有些地方，非

常少数的应用是可以的，多数

是不可以的，在中国是不可以

的。

【主持人】我们对于区块

链应用的想象，绝不仅仅在这

一件事上，伴随着更大想象空

间出来的是，人们突然觉得区

块链好像是无所不能了，世界

杯马上要开打了，有人搞了一

个世界杯区块链，有人本来做

手机，说要打造一个区块链手

机，更多的应用什么区块链养

宠物，球星的虚拟币，个人觉

得有一些泡沫的迹象，我们做

一个调查，觉得目前区块链有

泡沫的请举手，举手的很多，

台上有一位没有举手，他的名

字叫陈磊，不知道能不能沉

得住气。您凭什么觉得没有泡

沫？

【陈磊】泡沫形成有两个

原因，2010年互联网有一个

很大的泡沫，也有很多的公司

陷入了困境。主要造成的原因

是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远

远超过了当时需求的发展。还

有一种泡沫呢，是在技术还远

远没有成熟的时候，资本非常

热情地去投入到应用领域去，

2015年看到一个VR的泡沫，

造成的原因并不是VR这件事

情，用户真的不喜欢，或者没

有市场，而是VR的技术直到今

天还没有能够去给大家想象中

的那种美好的感受，甚至会带

来很多头晕等等这样的问题。

我们去看区块链的时候，觉得

区块链本身没有这两个问题，

第一至少在中国没有，第一区

块链的应用其实在中国的市场

上相对来说比较压抑的，并没

有超前。第二，这个区块链技

术成熟的速度比很多人想象的

快，还是这句话，老百姓看得

见摸得着的区块链的底层技术

就是主链的技术在高速成熟，

刚才有一位嘉宾讲了US，是美

国的一个区块链，可以去支持

适时的区块链应用，今天在中

国也有企业做的区块链，能够

去支持适时的高性能的区块链

应用。

【主持人】陈磊先生是我

们现场，至少是少数代表，我

想让元道先生先发言，因为您

刚才也举手了。

【元道】我想这个一方

面是确实看到了区块链是一个

新技术的革命的开始，另外

一方面现在确实是市场上存在

的一批的我们叫三五的空隙

币（音），没有信仰，没有代

码，没有真正的执行团队，因

为有了互联网，人人有手机，

全世界范围大范围传播，三无

币加上快速传播，带来了整个

泡沫的起源，这个现象是客观

存在的。

【主持人】大家认为是有

用的技术，还是炒作的，我们

先请赵何娟女士先说。

【赵何娟】我也是来自媒

体的代表，我们关注最早是比

特币，区块链发展的过程，发

展到现在，包括主持人问到底

区块链有没有泡沫，我也没有

举手，我们看待泡沫这个事，

以及看区块链有没有用这个

事，分两个层面，一个是说泡

沫，供需泡沫，供大于求或者

是怎么样这种不平衡的时候是

一种泡沫，或者是资本泡沫，

没有任何有价值值得投资的事

情，大量的资本涌进是一种泡

沫，区块链这个领域里面没

有供大于求，而是很多需求没

有被挖掘，供应也好，环境也

好，生态也没有成熟。第二点

来看区块链到底有没有用的这

一点的时候，与其说是泡沫，

不如说是问题，包括刚才元道

先生讲到，现在存在着，包括

在媒体上报道大量的空气币，

跑路的现象，其实是一个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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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在发展，在崛起当中不可

避免的问题，在互联网早年的

时候，大家也看到互联网应用

最早的时候，最快被应到哪个

地方，黄赌毒一个都没少。股

市最早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

很多资产泡沫，纳斯达克垃圾

股，这个也让老百姓有损失，

恰恰是不断成熟的过程。

【Don…Tapscott】确实我

也非常同意您讲的观点，首先

到底是不是一个噱头，1995年

说唐先生这个噱头太多了，今

天我们再说互联网的时候，就

像我们当年1995年一样，确

实有很多的炒作，关于区块链

很多炒作，但是20年之后，可

能会讨论得更多。关于泡沫，

一种是关于加密货币的，很多

的这些货币，都是垃圾货币。

比如说你在中国不能说使用比

特币去做交易，还是要使用人

民币，人民币在未来也可以作

为一种加密货币来用，如果

央行够聪明的话，还有ICO，

人们说ICO是泡沫，很多是垃

圾，很多会失败，很多的网络

公司90年代也倒闭了，肯定

有罪犯的，因为罪犯肯定都是

首先采用新技术的。但是我们

也有非常智能的这些美国的执

法机构，他们也知道比特币，

其实是比现金要更好的，因为

虽然这个交易是匿名的，还是

会有约束，但是这些智能的警

察会使用比特币的技术抓住这

些罪犯。第三个关系到整个区

块链，这个不是一个泡沫，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种子，在将

来将会成为我们将来操作的系

统，运营的系统，监管的角度

来说还是很难做的。因为在某

些时候，这个代币代表一种安

全，这个需要监管的，但是有

时候这个代币不是安全的，代

表的是一般效用。能够让人们

可以去进行一个分享，或者是

代表一种自然资产，像是一种

碳信用，所以说到监管的时

候，我们就需要微型的手术，

而不需要大张旗鼓，政府也需

要谨慎和小心，要保护投资者

和消费者，保护民众，同时又

要能够让这些好的技术能够繁

荣发展，同时建设一个创新性

的经济。

【嘉宾】刚才我们讨论

到的应用场景大部分跟金融，

或者跟所有的虚拟的比特币或

者ICO相关联，应用场景实事

求是来讲，包括国内业界和国

际业界，除了金融领域是不多

的，刚才很荣幸邀请到在石墨

烯这个生态里，我们从去年到

现在大概10%是在链上跑，知

识产权与企业的交易，目前来

讲，如果说我们还是关于像比

特币这样的一个公有的链，去

花时间做很多分析，感觉意义

不大。

【主持人】稍候我们会有

专门的环节来做应用场景。

【徐昊】我站在一个市

场监管者的角度谈谈我自己的

想法，刚才我们无论是陈磊总

还是这位女嘉宾都谈到一个问

题，我认为还是要回到这个

泡沫这个词的本身。所有的泡

沫，无论什么样的泡沫最后归

结为金融泡沫，原因在哪里？

因为现在我们的金融已经强大

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从

实体脱离出来，然后形成一种

自我的闭环，自我去延伸，而

自我去进行一种新的游戏，这

个我们就称之为泡沫。现在区

块链就本身技术发展而言，也

许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观点，现

在区块链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受

精卵的阶段，还没有到胚胎的

阶段，刚才听姚余栋先生讲说

生于互联网，死于区块链，我

们台下嘉宾说如果不拥抱区块

链是等死，但是如果现在急于

把区块链变现，折现的时候肯

定是早死。这个意义上讲，由

于区块链本身技术不成熟，造

成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没有普

及，资本对于这个话题又特别

感兴趣，资本大量进入到区块

链这个领域，区块链这个行业

本身，所以造成了一种虚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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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重要的就是，既然我们

都清楚现在区块链的发展处于

一种资本游戏的阶段，我还是

想提醒我们广大的区块链爱好

者和各位企业家要冷静和清醒

地认识，区块链跟自己会发生

什么样的关系？谢谢。

【主持人】其实任何一种

新生事物在它诞生初期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争论，或者有看不

清道不明的事情都是非常正常

的，包括区块链也是如此，过

去的2017年大家看到伴随着

比特币或者其他加密货币的飙

升，很多人关注到这个领域当

中，很多人讨论区块链到底是

谣言吗？尤其当人们看到ICO

的乱相之后，区块链被贴上旁

氏骗局的标签，接下来有一个

短片我们来梳理了一下ICO的

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大家

看到的乱相只是一个局部，现

实生活当中会听到各种各样和

ICO乱相的声音，有些人跑路

了，老百姓的血汗钱没有了，

是骗子的技术太高明，还是老

百姓的鉴别能力稍微差了一

点，有待提高，我们在网上做

了一个搜集和整理，这样几个

骗术好像比较流行，我们展现

出来，我们请大家甄别一下，

就是借鉴气象预报的方式，用

不同的色彩来表达预警程度，

比如说红色预警最高，然后是

橙色预警，再是黄色预警。

第一个是自诩海外机构

代理。我们请问一下台上的各

位，谁可以来给我们标识一下

这个说法的预警程度。张教授

您愿意给他标什么颜色？针对

老百姓而言的伤害程度。

【张首晟】橙色。

【主持人】中级水平，理

由是。

【王志勤】我们几个在商

量说这些都可以被标成红色。

…【主持人】王院长说以上

通通为红色，比如说要求花钱

购买其代币，宣称未来其代币

通过区块链完成交易、许诺半

个月之翻番，要求发展下线，

我们集体做这个生意就挣翻

了。

…【王志勤】像许诺半个月

之内翻番，我觉得需要谨慎地

了解投资对象，是一个什么对

象，工作机理和可能产生的效

果和成果是怎样的，再进行理

性地投资，很多正常情况下很

难达到这种，实际上是不切实

际的这样一种预期，这种情况

下应该特别谨慎，往往是一个

骗术。

【主持人】王院长选择了

一个最红的，最值得警惕。

【…张首晟】大家对于区

块链的期待这个我的确认为区

块链是互联网的十倍甚至一百

倍，所谓的泡沫现在很多项目

都是完全泡沫，可能带领大家

一个比较好的路线，不要马上

一个项目马上ICO面向大众，

通过一个著名的VC来做投资，

有一个判断能力，比如说我们

在科技界要做IPO的话一个VC

投了几轮，整个这个模式还是

非常好的。在VC投资的时候提

供两个价值，一个是判断这个

价值的好坏，另外也是给项目

方一个监督的作用，有一个监

督的机制，比如说在董事会等

等。这样把传统VC的模式还是

用到区块链的项目上，整个时

间上比较短，这样责任和价值

VC还是不错的。

【主持人】陈磊先生愿意

怎么来标记这个预警程度。

【陈磊】我觉得这五条杀

伤程度挺大的。

【主持人】选一条最重要

的。

【陈磊】我从企业的角度

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多次劝很

多的企业千万不要ICO，为什

么？因为炒作的结果一定是厂

家赚钱，用户受伤害，企业背

锅，受伤害的是你的用户，你

一旦ICO了，特别是前期去拿

你的项目产生的通证也好，或

者说你认为是虚拟货币也好，

这个命运就不掌握在你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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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见过有一些做项目的人，

真的想做事，最后项目变成了

空气币，投资人要套现，只能

通过让币坐过山车完成，最后

是一地鸡毛了，用户对你完全

没有信任了，还怎么做项目？

所以ICO我觉得我们国家命令

禁止是非常名智的，至少在中

国是不适合的。

… …【元道】我先说一下我

是不同意陈磊的看法，今天我

们刚刚讨论这个是在全球范围

内区块链不会有中国区块链，

还是美国的区块链，就跟互联

网一样，一旦产生是全球化的

产物。我很同意刚才张教授的

看法，还是会遵循一个基本的

规律，到成熟到有足够多的共

识的时候就要有ICO。对于区

块链的初期阶段，最可爱和伟

大的地方就是不确定，任何打

着确定名义说的都是红色警

报。比如说承包，半个月内翻

番，所有的确定性，它的可爱

在于不确定，如果当成很确定

就是红色警报的基本标志。

【主持人】像第三条，你

根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来完成

交易的，但是告诉你说只要把

钱投在这里不要管了，未来这

个钱全球都有收益。

【元道】应该由合格的

投资者参与，不是由老百姓参

与的，买的人要自己有足够承

担风险的能力，足够的判断能

力。

【主持人】现场有没有补

充。

【嘉宾】我们把危险放

大了，实际上每个新技术犯罪

分子都会利用，媒体也会过

分宣传犯罪的事件，比如说

FACEBOOK的事情，比如说犯

罪分子通过社交媒体来犯罪，

他们也开车，也打电话，但是

没有人说汽车有问题，电话有

问题，道理是一样的，在区块

链和加密货币肯定有犯罪分子

利用这些技术，而且呢，现在

也是有人在这个网上去卖一些

这个假货什么的，实际上我们

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一定会有犯

罪分子的存在。之前我们也有

很多的讨论，那人们也会把加

密货币跟代币有一个混淆，或

者跟区块链平台混淆了，这些

都是非常不同的概念，我相信

之前唐先生也是做出了一个区

别，不再陈述了。比特币就是

一个数字的货币，也是一个大

家广泛采用的货币，主要目的

就是要去存储价值，人们买它

同时也可以持有它。比如说我

不能用比特币去买面条，这个

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一个不

同的概念了。现在已经有加密

货币，同时也有支付宝，也有

苹果支付，还有支付宝，还有

很多数字的现金，但是我觉得

加密货币在未来也会成为另外

一种数字的一个现金，而不是

这种数字的一个黄金。第三个

概念就是叫做代币，就是衍生

的货币，不会存储价值，而

且是一种具有高投机性的货

币，人们买他认为这个价值会

在三周之内翻倍，再把它卖给

另外一个愚蠢的人，我们叫喊

愚蠢的人的货币。还有一个是

平台，他还是在一个发展的早

期，这个技术仍然非常不成

熟。最后一点就是说到我们看

到很多的一些组织他们都在关

注区块链，他们觉得它是无法

篡改的，或者是一个政府身份

识别的记录，银行交易的记

录，现在技术还是非常有限，

而且大家对于这个技术的理解

非常有限，90%的企业区块链

的项目，其实没有真正进入到

落地的阶段，还是停留在一个

实验室的阶段。同时90%的项

目还没有，还不算真正的区块

链的一个技术，只是说包了一

个去中心的外皮，还要等待这

个区块链技术的成熟。

【主持人】想到流行的四

句话，现在已经成为金融界的

京句，做生意要有钱，欠帐是

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

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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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四句话放到今天，当中会

有什么样的深刻的含义。

【嘉宾】其中一个做坏

事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个惊

醒吧，对于那些想要不要做项

目，或者只是发一个ICO圈老

百姓的钱，现在监管的态度是

比较严格的，也是一个惊醒的

作用，不要短期地看这个泡

沫，追寻这个泡沫。现在的币

市或者大家的操作，加密货币

的交易所非常强1929年之前没

有SEC之前的股票市场，那个

时候的股票市场跟现在的币市

非常像，就像今天的空气币一

样没有任何市值内容，就去发

股票，让大家交易，跟今天的

币市非常像。正是因为这个情

况，美国就成立了SES，所以

对于我们现在的币圈，或者是

链圈其实是期待监管的，希望

有一个就像刚才说的，一方面

保护这些老百姓不受到伤害，

另外一方面又可以不伤害这些

创新，让这些新技术有机会发

展，监管的出台是非常有必要

的。

【主持人】如何理解区

块链的价值，我找到三句话，

提供给各位，大家看一看。大

屏幕上有这样的三句话，这是

人民对于区块链价值的一个理

解，第一句话是区块链是互联

网的第二个时代，第二句话

是区块链的价值是互联网的十

倍，第三句话是区块链是制造

信任的机器。现场所有的嘉宾

当中我首先想要请问的是Don…

Tapscott先生，有一句话您特

别熟悉，特别亲切，理由很简

单，这句话就是您说的，为什

么坚定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个时

代呢？

【Don…Tapscott】那我给

大家还是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一带一路”，“一带

一路”它可以把香港跟荷兰连

接起来，还有像贸易金融，所

有这些在未来都可以通过区块

链完成，因为也可以改变我们

原有的这些物流的方式，比如

说银行，海关，还有火车，报

关单，还有船运的运输，我们

用价值互联网就可以完成，完

成所有的物流运输。第二个

涉及到食品安全，中国我们有

这个蒙牛乳业，而后我们现

在也可以用区块链来去追踪一

下它的食品来源，来了解一下

这个牛奶到底来自于哪里？这

个牛平时吃的什么东西，牛的

父母亲是谁？这样可以完成一

个安全的乳汁业的产品。第三

就是刚才贵阳副市长说到我们

现在有我们自己的身份，所有

的这些数据，收集的所有这些

机构所都能够收集的数据，但

是不记得你买了什么东西，或

者吃了什么药，以前有什么诊

断，一年之前在哪里？所有的

数据其实都是由你自己创造，

但是却掌握在别人手上，现在

可以把数据拿回来，可以实现

自己的主权，可以统一利用这

些数据来规范我们的生活，把

数据进行变现。再给大家举个

例子，涉及到信息互联网，有

时候也是打破了我们的知识产

权的机制，过去没有价值互联

网，音乐的资产我们就会发布

音乐，但是可以使用区块链来

保护这些知识产权，我相信很

多中国的公司，就比如说虫网

（音）公司，他们现在就是做

这样的工作保护知识产权，如

果没有人复制你写的什么歌，

因为在区块链上得到保护，有

一个智能合约保护它，而这个

智能合约也帮助你保护你的知

识产权，这个歌曲就像一个业

务一样保护你的知识产权一

样，这个就是一个价值互联

网，可以带来繁荣，给社会带

来公平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我

有这样的定义，区块链是互联

网的第二个时代。

【主持人】您同意这样的

观点吗？

【台下嘉宾】我个人觉

得刚才他讲到的包括音乐，包

括数字所有的这些东西，还是

在于刚才提到的应用场景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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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知识产权其实是一个非常

好的，在区块链的一个除了金

融领域以外的一个非常好的应

用场景，比如说像版权，IP，

像专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

提是什么？第一是一个数字的

纯正，完全符合区块链的这些

特点，第二个是什么？确权以

后得到有效地保护，在保护的

基础上，那么能够实现有效地

流通与交易。其实刚才我们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大家只讲

到账本，也讲到不可篡改，有

一个没有讲到区块链的本质性

的东西，就是对交易的天然的

这种，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或

者是无缝的应用。比如说刚才

也有嘉宾讲到，为什么大的这

种互联网巨头，特别是比如说

像一些平台，不愿意去碰区块

链的技术，可能从正常也是一

个交易平台，但是为什么不愿

意，刚才徐市长有讲到去中间

化，其实如果说在交易的天然

属性的领域里面，你有一个基

于生态，因为刚才也讲到石墨

烯的生态，我特别感兴趣，我

们也在做一个生态，就是知识

产权的生态。所有的高校拥有

了专利和技术，包括企业，中

小微企业，他们都可以基于联

盟链这样一个生态体系。

【主持人】谢谢，我们

回到现场这些关键性的价值体

系，第一句已经请到了他的作

者，第二句区块链的价值，我

迫不及待地想把这句话的作者

请出来，第二句话区块链的价

值是互联网的十倍，现场也有

一个人对这句话特别认同特别

喜欢，张首晟教授，这是您

说的，在哪儿可以看出他的价

值？

【张首晟】人类的历史和

网络的历史都可以用八个字描

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

来到美国是80年代，当时有一

个巨人出了一种非常中性化的

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

现一个中心的垄断，使得最有

效率地把网络资源完全垄断。

所以ATMT几乎是一个不可倒

的巨人，后面出了一个TCPAB

出现之后，互联网就诞生了，

一夜之间整个ATMT的对资源

的垄断消失了，为什么这样一

个巨人会突然消失。之后是整

个信息大家可以点对点的通

信，这个信息完全撒在网络的

世界，大家要收集这个信息，

之前是ATMT垄断的消失是合

久必分。那么分久必合是大家

要挖掘信息不容易，马上出现

了谷歌这样的平台，所以做的

唯一的事情就是把我们所有的

信息重新组合了一下，大家可

以看整个历史的话，所有的垄

断基本上都是做一些重组的事

情。比如说石油公司把所有的

原子排了一下，变成化合物，

以前传统的工业大部分做的是

重新组合原子，后面出现了垄

断巨头之后，重组的是信息，

不是产生的信息，信息是我们

个人产生的信息。谷歌就排

序，哪个前哪个后，出现一个

新的垄断的巨人。所以到了一

个分久必合的时代，但是每次

到一个分久必合的一个迭代，

谷歌和FACEBOOK的价值，

并且我们现在看到互联网公司

在前十名的公司里面，大部分

都是互联网公司。现在由于区

块链技术的产生来到一个分久

必合的时代，我们本来因为他

们只是把我们的信息重新组合

一下，我们在用这些平台的时

候，毫不自觉抵把这些信息留

出去，把个人行为数据是最最

重要的，比如说生物医疗的这

些数据，本来属于我们最核心

的一些数据，但是现在就是马

上留到中心平台。那么到了区

块链时代，到了一个合久必分

的时代，这些数据全到了我们

自己的手上。一旦有了这样的

话有了一个新的平台，可以点

对点地挖掘个人的数据，来到

一个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最激动人

心的时代，为什么谷歌他们的

价值是ATMT的十倍，它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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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我相信也在每次迭代之后基

本是一到两个数量级的数量的

产生。

【主持人】第三个是区块

链是制造信任的机器。

【王志勤】我刚才讲到区

块链的价值可能很多，但是其

中最为有价值的，应该是建立

一种低成本的信任的机制。现

在我们也感觉区块链适用的范

围很多，但是不是无所不能，

他有更为擅长的这些行业或者

应用，所以从目前来看，产业

界普遍认为区块链，是一个多

方参与，而且这项活动中大家

是迫切地需要建立这样一种信

任的机制，而且就是说信任这

个问题，实际上在业务应用里

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这样的

业务应用应该说是现在从区块

链本身的技术和它这种机制来

看是最为适用的，在一些我们

行业应用和现在已经突发进行

的试点应用里，其实可以看到

像一些公众，比如说我们对一

些很多，像毕业证书，一些文

件，一些病历，这些文件本身

就是当时存在的完整性，真实

性来去认证。在贵阳也建立了

精准扶贫，实际上我们对于扶

贫对象本身的身份的认证，以

及我们精准扶贫的资金怎么样

能够精准地和我们这个被扶贫

对象之间进行这样一个衔接，

和最终去适时地监控它，这个

资金流的到位程度，其实这些

案例，我们来抽取特征值，实

际上有很多的特征是和信任有

很大的相关性，这个是目前非

常善于解决和低成本解决的属

性。

【主持人】区块链有可

能会发生它的作用，在一些需

要高度信任的地方，请问徐市

长，区块链的价值在哪里？

【徐昊】这个是我很感兴

趣的话题，我先拿本书出来，

贵阳区块链的发展和引用，这

是我们出版的一个白皮书。

【主持人】您的这个广告

比其他的广告好十倍。贵阳已

经体会和感受到区块链的价值

了吗？

【徐昊】这本书说起的原

因是，区块链的价值，从什么

是区块链到现在谈到区块链的

价值，到底是什么？我自己认

为区块链最大的价值是确立数

权，数据的产权。张老师谈到

在现实世界当中接触互联网，

产生各种各样的行为，大量的

行为数据被运营商，服务商采

集，而产权是没有归属的，这

是一个很大的灰色地带。为什

么最近贵阳市在制定大数据安

全条例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

就是这个问题，如何确定数据

的边界，如何保护真正属于公

民或者企业的机密。我认为区

块链最大的价值就是确立数据

的产权，如果说在物质社会时

代，物权法构成了我们整个经

济发展的一个运行规则的基础

的话。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

数权法我们认为会构成这个数

字经济运行的整个一套经济规

则。所以为什么我在一开始谈

到什么是区块链的时候，我说

区块链是数字经济的基石，也

是这个原因。这是我想谈的第

一个从宏观层面讲的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区块链在

应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

投射器，就是我们讲线上的世

界和线下的世界，现在进入到

数字时代，我们从互联网的1.0

版进入到互联网2.0版，价值互

联网的时候从过去的信息传递

到价值传递，而价值传递到底

是什么？今天带来一张纸，这

张纸是一张截图。

【主持人】您的身后还有

什么秘密？

【徐昊】这是一张真实的

截图，麻烦给个镜头。

【主持人】太专业了，引

得王院长都出手相助了。

【徐昊】这个是我们一个

村民，他的土地确权的信息，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身份链纯正编号，这是

一个经过哈希序列（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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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这个信息当中有自留地，

我们讲责任地的所有的权属，

包括规划红线，土地流转全过

程，确权都在这个信息当中。

刚才我们很多嘉宾都谈到无论

是区块链怎么样应用，最基础

的一条是应用区块链把数据进

行了确权，所以产生了所有流

转和交易活动的依据和基础，

这是我认为区块链最大的价

值。

【主持人】大家认为区块

链最大的价值的确更重要在于

应用。我们稍微归纳一下，请

问几位这些场景到底现在应用

程度如何？哪些表现更为强劲

一些。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公

正，电子商务，版权，农业，

最后一个X，大家想到的一些

很好的应用场景也可以做一个

呈现，我想问一下，徐市长，

您继续点评一下，这几个领域

当中，哪个领域的应用比较成

熟？您刚才举了一个农村的一

个确权的过程，那么在其他的

领域呢？

【徐昊】我想提一个X当

中的问题。

【主持人】您永远是给我

们秀出意外惊喜的一个人。

【徐昊】我举一个贵阳的

案例，国家在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的时候，政府一直在担当先

头部队的角色，无论在运营商

机构手里面还是政府机构，如

何让这些数据实现贡献，正如

今天上午谈到的国家在推动电

子政务，推动最多跑一次的便

民服务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数

据一定要得到共享，消灭数据

的烟囱和壁垒，这个数据的开

放，对全世界的发展都有很大

的意义。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数

据如何实现共享，而这个共享

的过程如何被记录？这是困扰

很多部门的一个难题，因为按

照现行体系和法规的规定，数

据谁开放谁负责，这就套上一

个紧箍咒，所以我们贵阳在推

进当中，我们建立了叫法人基

础库，电子证照基础库，我们

还加了一个身份链，这个身份

链其实就是区块链，我们通过

把身份链裤变成一个基础库，

就是对所有的政府部门的数

据，全部进行谋划梳理之后进

行标识，正如刚才谈到的，都

会别时间链打通。这样一来我

们就很清楚地知道这条数据是

谁的，被谁用过，被用过多少

次，到最后这个数据是哪个部

门开放的，包括开放以后，是

哪些使用者在使用这个数据。

所以解决了我们在推进便民服

务当中，通过让数据多跑腿，

群众少跑路，解决了困扰我们

很大的问题，也是区块链在政

务领域当中利用的一个经验。

【主持人】谢谢您添加了

自己的实践。我想问问陈磊先

生，以上列出的这些领域有没

有您认为大放异彩的。

【陈磊】我也举个X的例

子，这些例子里面确实有很多

实实在在的应用，比如说香港

之城（音）的交易所做知识产

权的确权，其实确权本身的目

的还是为了促进的经济发展。

刚才讲到的区块链为什么能够

带来更大的价值，能做到一些

今天用现在的技术做不到的

事情。香港知识产权的交易所

呢，比如说3DX光机，这是一

个非常先进的技术，如果要使

用这个知识产权可能要购买一

年或者两年的使用权，成本非

常高，能不能够1千次的使用

权，怎么能保证这个企业真正

只使用了1000次而不是十万

次。比如说成龙的龙字，卖给

一个企业使用一千次，但是使

用了十万次。如果按照这个出

售的话，一些资金势力差的诊

所就先买一千次，看能不能赚

钱，如果赚钱再买，传统的话

就把这些排除在外了。前一段

时间有一个争论，华为手机上

面的微信的数据到底是微信可

以用还是华为可以用？到底是

谁？微信曾经说华为你用了我

的数据，这个数据是在我的应

用中产生的。区块链的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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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把数据财富还给了数

据财富应该的拥有者就是个

人，非常认同徐市长刚才讲的

这个道理。在我们的迅雷链上

有一个开发者，做一个事情。

把人的基因测序，这个事情对

精准医疗，生物工程，制药行

业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今

天这些数据不但稀少而且高度

分散。上链的时候，需要鼓励

用户做这个事情，怎么做到这

一点？他说如果你把你的基因

测序上链，如果有研究机构用

了你的这个，比如说可以更好

地治疗糖尿病了，今天我使用

的时候就给一个通证，相当于

一个积分，就来可以拿积分兑

换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合理地

使用区块链上的加密的这个数

字通证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主持人】给了我们一个

X背后有可能未来成气侯的一

个使用场景。

【Don… Tapscott】我们

在写了区块链革命之后，成立

了区块链的研究机构，都是关

于使用案例和应用场景的。就

像我们有80个孩子，到底谁

是你最喜欢的孩子，对于我来

说很难选。当我写数字经济的

时候，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承

诺，但是很多事情会出错，现

在有可能我们的数据，可能会

由一小部分的公司掌握，比如

说谷歌，脸书，而这些新的石

油，也会有一个不公平，不对

称的分配，繁荣却没有真正实

现，这个不仅在中国，同时在

很多的VCT的国家都有这样的

现象。为什么特朗普这样一个

事例，还有很多的愤怒，民粹

主义就会抬头。财富在增长，

中等阶层在缩减，互联网是很

大的一部分，互联网会把我们

团结在一起，但是也会走向另

外一个方向，可能就会进入到

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就会形成

这种分割离席的局面，特朗普

发了一个推特，奥巴马给他转

了一个账，还说奥巴马有窃听

他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但

是很多人相信了这句话。隐私

是一个问题，所有的事情都在

发生，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

区块链的机遇的话，可以解决

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之

前带给我们的，比如说繁荣，

可以让20亿人进入到全球身

份，同时可以解决土地产权的

问题，70%的土地产权，特别

在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产权是无

法强制执行的，同时可以去保

护这些创造者的知识产权，比

如说像音乐家的知识产权，同

时可以实现一个真正的共享经

济，不像优步这样，我们是一

个车主，我们在区块链上可以

实现这样一个经济的模式，可

以让我们形成很多初创公司，

这些小型公司可以获得跟大公

司一样的优势，可以获得外部

的价值。同时也可以打造一个

社会，会有更透明的政府，同

时对于我们实现繁荣来说是非

常重要和非常关键的。所以技

术本身不能解决问题，人才能

够真正去解决问题。但是对于

我来说，互联网的第二个时代

意味着说，比如说现在技术可

以说已经是逃脱了，现在有一

个中本村（音），我们也不知

道是什么人，我们有很多机会

来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天才可

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也

给我们带来另外的机会，就是

我们普通的人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可以去打造一个更加正

义，更加繁荣的世界，而且可

以使用这些数字的信用，实现

这种代币，实现一个更加可持

续的社会。

【主持人】刚才几位谈到

的，很多都在现实当中有不同

程度的实践，我们总是把互联

网时代日益成熟的技术和应用

跟区块链做对比，是不是我们

需要用区块链来颠覆原有的已

经成熟的做法。刚才王院长提

到了这么多使用场景，就比如

说电子商务，无论是易趣，亚

马逊或者是淘宝，都是解决一

个信任的问题，今天区块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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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决一个信任的机制，是不

是像这类电子商务网站都消失

了，未来电子商务可能就是点

对点的，我跟张教授买一本书

就自己完成了，没有中间的平

台，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王志勤】我是觉得就

是区块链的发展来看呢，因为

现在它的技术还是在初始阶

段，很多的应用还是在不断地

发掘过程中，目前来看感觉业

界也在讨论关于区块链的定位

问题，总体认为好像区块链还

没有出现一个完全可替代这种

性质，基本上还是说在现有的

这个一些应用场景上，我觉得

是在互联网的平台上增加上可

信用的功能的进一步增强，所

以说在现有阶段没有达到颠覆

性的作用。目前在区块链技术

随着发展，包括单链向多链发

展，技术不断发展，未来可能

会出现，特别是在交易方面出

现这种颠覆性的，特别是对现

有产业的很多模式会出现很多

场景吧。

【主持人】刚才随便猜测

的未来场景有可能会成为一种

现实和可能吗？

【王志勤】我觉得有可

能。

【主持人】区块链似乎在

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也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所有的领域都可以发挥作用，

就拿出这个公证的事情来说，

区块链可以承担，想到了之前

看到的一个消息，2015年的时

候美国有一对年轻人结婚了，

选择了区块链来作为自己的婚

姻公证，他们把彼此最甜蜜的

这种新婚誓言镶嵌到了一比价

值200美元的比特币当中，写

进了区块链里，我做婚姻登

记，也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合

法夫妻，现在我们在区块链里

面上链了，就是合法夫妻。但

是法律界说对不起你们现在还

不是合法的，他们就很沮丧。

想问问各位，区块链是不是无

所不能的，是不是还有在有一

些领域不能使用区块链技术，

哪些领域不够这么火热。

【元道】区块链的本质是

在一个不可信的网络建立一个

可信的交换。如果你利用区块

链提高性能，这个不是区块链

解决的问题，如果传统银行不

是进行变革，在现有银行的清

算系统下，没有新的通证和共

识，这个时候区块链起不到作

用。

…【张首晟】区块链最好

的应用可能一开始就比较容易

中心化的地方不要用区块链，

本身自然就是比较去中心的话

就去区块链。“一带一路”+

一链，本来整个世界上都围绕

着全球化做讨论，中国是完全

拥抱全球化，但是又看到像英

美好像在全球化上走了一个退

步。走到全球化，首先不应该

有中心区域，其实用区块链是

最好的办法，中国已经把“一

带一路”建成一个国策，怎么

推行？本来每个国家都是去中

心化的国家，在“一带一路”

上面，先推区块链比现在中国

现在推区块链来得好。国际范

围里面，全球范围里面，每个

国家有自己的金融系统，这样

我们“一带一路”再加一链连

在一起，这是中国可以对整个

全球化起的作用。

【主持人】再来听听其他

的朋友，肖雪是哪一位？

【肖雪】对于这个区块链

本身的价值和进入场景，我想

在X上描述，质量本身，我认

为质量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为

什么这么讲？质量的参与方很

多，企业消费者本身是存在共

知机构的。质量本身并不是每

一个节点，对于质量整体的提

升，消费者整个的提升都会有

一个更大的价值，是一个共知

结构。我们跟中检联合国投集

团做了一个质量链的体系，建

立一个企业的信用为核心，做

一个长效机制实现在这条供应

链上的闭环。比如说我们买一

个阿姣的产品，这个当中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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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质量数据，流通的保障数

据等等，不同的质量主体当中

转换，多个质量主体勾勒出整

个质量的范围，这个范围内大

家产生共知的机构，逐渐推动

的过程，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产生这样一个质量结构才

会有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

【台下嘉宾】那三句话

的时候，有两句话本尊在上面

我就不做点评，我想说三句

话，其实我这个信任很重要，

区块链本身跟信任有关系，

但是不太赞同区块链是制造信

任的机器，不是因为你和我

在链上，你我就是信任，还是

要基于我们在物质世界，物理

世界的所作所为，我们有大量

的人口库，所有的这些信息记

载了我们的活动，经济社会活

动的流动，在链上登记的话产

生一个信任的无损传递。整个

的降低社会的摩擦成本，可以

提高整个的效益，我是来自贵

州贵阳区块链本土的企业，包

括徐市长变出来的纸，是从我

手机上截屏出来的纸，如果伟

鸿老师驱车两个老师去到贵山

村（音），问村民区块链好不

好，每个村民都会说区块链

好，每个人都会竖大拇指。

…【主持人】区块链解决的

信任问题对于我们百姓而言，

之前就有食品安全的追溯机

制，从餐桌到农田，有一个确

保信任，为什么现在农民朋友

会接受区块链，为什么说区块

链很好。

【台下嘉宾】因为时间特

别紧，我经常说一个故事，在

风山村（音），农民们出产的

猕猴桃是最好的猕猴桃，我们

那里是5块钱一斤，在贵阳是

15块钱。可以通过猕猴桃自证

清白，这就是农民为什么认为

区块链好。

【嘉宾】我是做美发行

业的，过去的时候都讲互联网

+，现在开始讲区块链+，想问

问元老师，区块链能不能+美

发行业？谢谢。

【元道】区块链跟实体

经济的结合是最大的蓝海，实

体经济里面既有通过互联网

得到的服务，像互联网的共享

经济，跟区块链结合比较想

象，还有一些大型的实体，像

电力环保协同制造这些也是可

以跟区块链有深度结合。像美

发，一个小微经济，品牌美发

传承，如果一个小微业者可以

发行美发通证，那么对于一个

美发通证而言，代表说他用心

来做这个行业，这样的，本身

区块链是信任，信用，信仰，

这三个信是互动的。所以我觉

得，即使像美发，从一个小微

经济，不管是街上卖煎饼的，

还是做美发的，只要在信用体

系里面，原来在信用信仰跟信

任当中都会有结合。

【主持人】谢谢，我想他

最想做的是未来承包您所有的

发行。贵阳也注意打造底层技

术的夯实，徐市长你们选择这

样的道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徐昊】我想反过来回

答伟鸿老师这个问题，最近大

火说区块链热，开始说ICO，

现在开始进入热潮已经传递到

很多地方了，都在提我们要打

造区块链产业基地，打造区块

链产业园，甚至打造区块链小

镇，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区块

链虚热的一种传递和延伸。那

么我们认为现在区块链它还处

于早期，很多技术还不成熟，

特别是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和

这个共识机制当中，这样一

些技术现在应该说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所以我们讲从贵阳来

说，更多地去接地气，正如刚

才我们老师所谈到的，如果区

块链接地气，跟现实生活相结

合的话，可以更好地推进区块

链底层技术的发展。这个当中

特别想谈到一个问题，元道老

师谈到互联网的时候，当互联

网出现的时候，全世界任何一

个国家都有互联网，我认为互

联网也是有主权的。因为没有

主权所管理的互联网已经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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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很大的弊病，这就是为什

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构建人

们命运共同体，共同治理网络

空间。在区块链发展当中也面

临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刚才我

们谈到通过区块链的技术，会

把现实技术当中的各种行为，

各种生产关系，生活当中的关

系投射到网络世界的时候，这

个时候我们需要运用主权区块

链来归置区块链当中很多的价

值规范，数据传递的过程。所

以我说主权的互联网需要配套

主权的区块链来共同进行归

置，基于这个观点，我们也提

出了叫主权区块链，由此我们

进一步地提出，基于区块链的

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发展

出治理科技，也就是说我们从

金融科技，现在我们已经在谈

论一个叫治理科技，更多是网

络的治理，人类进入数字社会

之后，必然会要求我们对于各

种价值进行更加规范的管理。

【主持人】谢谢，其实刚

才大家看到了，谈到区块链的

应用场景的时候非常兴奋，我

们也不要过分地放大，在学术

研究的角度来看，区块链这么

热的概念背后，到底有没有一

些什么样的风险需要大家来警

惕的？

【王志勤】其实我想刚

才几位嘉宾也谈到了，实际上

现在区块链本身的技术还在初

始阶段，包括一些加密，现在

出现了一些量子加密和其他

加密，对于区块链本身的加密

算法，一些攻击的现象也时

有发生，区块链也是作为一种

资产的认定，数字资产的一个

认定。现在我们可能很多都是

用一些密码算法，或者作为我

们这种来解密的钥匙，如果密

码忘记了资产就丢掉了，不能

再得到原来的资产。所以在资

产管理，包括信息传递，安全

这些方面，应该说都还是存在

着一些隐患吧。当然从刚才说

从技术角度，现在本身区块链

本身从处理的速度吧，或者是

本身的扩展性，因为从工作机

理的角度上来看，要把这个账

本复制，其实都还是有些受限

的，所以需要在技术上有进一

步的发展。

【主持人】这个监管的度

如何把握？有些人担心不管就

乱，一管就死，您怎么看？

【刘晓蕾】这个是一个

摸索的过程，总是要开始，不

是你把它管死了就是最好的监

管，我们认为是寻求一个最优

的监管的方法。比如说现在

我个人观点，我们的监管应该

完全考虑我们自己搞一个数

字资产的交易所，数字经济大

家都认同，数字资产作为核心

资产，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无

论是争夺这个资产的定价权也

好，或者话语权也好，开发一

个或者我们自己去搞一个，我

们自己的数字资产交易所，都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

就会摸索出来一个比较好的监

管的经验。

【徐昊】贵阳的大数据交

易所已经开设了两年了，完成

1亿多笔的交易。

【主持人】我们希望群策

群力找到一些方式和方法，尽

可能地去放大区块链的价值，

减少一些泡沫的产生，防范一

些风险，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一

期对话节目当中的核心，就是

要把这个思考题交给现场的6

位。一开始解答了什么是区块

链，节目尾声，请你们帮我们

解答，怎么样放大区块链的价

值，防范它的风险，这是我们

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Don… Tapscott】有一

个非常著名的中国的故事，关

于一个皇帝，他就邀请了围棋

的发明人来到他的宫廷，告诉

发明者，非常喜欢这个围棋游

戏，你许一个愿望，他就说我

希望在这个棋盘上一个米，第

二盘第二个米，第三有第四个

米，不断地增加，这个皇帝对

于数学不太在行，三天之后这

个象棋的发明人就做了一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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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因为

很多已经是有了这个米。象棋

每个棋盘上放一粒米，最后全

世界的米加起来也没有办法满

足这个象棋发明者的愿望的。

通过区块链其实通过其他的一

些技术，那不管是AI，还是物

联网，还是说无人驾驶汽车，

还是说学习，现在变化速率非

常快，现在也很难能够去理

解所有的技术变化，更不要说

开发一个合适的监管，或者在

公司里面有一个有效的方式进

行监管。现在比较害怕我们不

了解的东西，经常这种害怕就

是说，我们害怕说无法一个正

确的方式做事情，100年前在

伦敦的时候也有汽车的新起，

如果你要用汽车的话必须要有

一个司机，一个导航仪器，有

人在你的车之前拿着红色的旗

子，这个就不会吓到其他的

马，这个就是红旗法。英国汽

车行业并没有得到一个真正地

腾飞，现在就是处于这样一个

时期，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

理性的监管者，就是说我们有

一个非常神圣的监管，或者有

一个非常严格的监管。比如说

有人如果是有一个代币，代表

一种太信（音）的话，不知道

这个代币的价值是否会增长，

我们就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如

果现在有人投资我的公司，拿

到10%的回报，属于证券式的

产品，就要得到证券法规的监

管。如果有诈骗的话，我们也

有法律可以去惩处，现在有法

律可以覆盖到所有的技术，能

够让我们更好地进行数字经济

的发展。现在的监管者是最难

的时候，如何把平衡做好，一

方面保护消费者，让创新得到

繁荣的发展，另外一点又让坏

人得到惩罚。

【王志勤】对于区块链的

新生事物，应该从监管给一个

谨慎，另外也要宽松的发展环

境，从1.0，以比特币为代表，

现在进入到区块链的2.0，就是

说它的币和它的链圈同步发展

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积极鼓励整个区块链整个产业

的金融发展，从监管的角度来

说，对于币的发放还是起到一

个非常谨慎的态度。具体的监

管方面，针对目前区块链难于

监管的情况，实现以币治币，

以链治链，构建这样一个监管

链，可以很好地实施对区块链

的监管，同时促进发展，成为

一个很好的发展基础。

【主持人】政府的职能部

门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徐昊】开篇的时候谈

了四句，结尾谈两句，加起来

六句。第一话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对于区块链的发

展，还是要回归到本原，还是

要踏踏实实，沉下心来进行技

术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创

新，未来区块链技术的创新一

定是核心技术的竞争。第二句

话就是脚踏实地让子弹飞一会

儿。因为区块链现在还是一个

新兴的技术，新兴的技术正如

一个新的产品或者新的品种需

要在实践当中不断地去完善，

不断地去调整和提升，所以一

定要跟具体的场景去结合，在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保持

刚才王院长所谈到的，我们保

持一种宽容的这种心态，让子

弹去飞一会儿。从监管部门角

度讲应该旗帜鲜明地把红线和

边界划清楚，资本游戏，任何

以新技术为噱头的资本游戏被

禁止，这种游戏不利于社会，

也不利于我们技术的发展，反

而会出现脏水跟孩子一起被泼

掉，所以我利用这两句话作为

我的结束，谢谢。

【陈磊】我觉得我们国

家其实在监管和政策层面，互

联网时期是有很多的经验我们

可以吸取的。今天不但有主权

互联网，还有民族互联网，中

国除了美国之外唯一一个诞生

千亿互联网市值的国家，跟监

管和政策是分不开的。中国跟

美国区块链是在同一个起跑线

上，而区块链时代一个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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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非常认同徐市长讲的是基

础技术的竞争，区块链的基础

技术的竞争主要是在主链这个

层面，不是任何一个去开发区

块链应用的企业，或者创业者

都要去很懂区块链最底层的技

术，去做这条主链。今天全球

范围内大部分的主链都是在美

国诞生，也是在美国运营的。

不能像错过了芯片，操作系统

这样的机会一样去错过区块

链技术，呼吁大部分做区块链

底层研究和投入的企业，国家

直接投入去建立三大运营商，

我们是不是要建立区块链的三

大运营商。迅雷作为做区块链

基础底层研究的，致力于做世

界上最快的主链的公司特别希

望看到政府的支持跟国家的关

怀。

【元道】我特别赞同陈

磊的观点，三句话，人类生存

的三个基本方式，生活，生产

跟生命。那么互联网呢，已经

把生活完全数字化了，今天区

块链跟生产，从数字生活走向

数字生产，从数字生产走向数

字生命，区块链跟数字经济的

结合，跟数字生命的结合是一

个蓝海。第二个整个区块链的

基石是公链，只有这些纵横交

错，多姿多彩的公链世界才可

以有繁荣的通证经济，数字经

济，主题是更加自由繁荣和强

大。第三句话自由是有前提

的，更高层次的自由不能都依

赖于传统的政府监管，除了监

管之外还会增加很多的自律，

社群的自理，这些内容都不是

中心化可以解决，有了这些元

素就会真正更高程度的自由，

绝不是无政府主义。

【主持人】最后请张教授

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张首晟】放大价值我

已经讲过了，既然区块链已经

是互联网的十倍甚至100倍。

我们所谓的监管就是一个法

规，区块链时代有一个新的概

念，智能合约，就是有句话叫

法规是法规，智能合约本身就

是一个法规，或者它的程序就

是法规，能不能在监管区块链

的法规本身就是智能合约，智

能合约里面包括哪些？本身就

是数学程序，包括人工智能的

功能，可以读你的白皮书，是

不是抄来的，如果发现是抄来

的，通过人工智能马上发现。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将会成为

整个区块链的一个核心技术，

叫行事证明。你这个白皮书也

不一定看得懂，不是所有人把

这个行事证明看得懂，看你每

一步的逻辑，是不是跟白皮书

一样，通过数学程序来读，真

正做到一个自动化的监管，这

个是带来区块链时代一个全新

的想法。

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关注的区

块链对于今天来说是一个新生

事物，无论是新技术，新应用

或者新产品，在诞生初期总会

迎接人们完全不一样的目光，

比如说欣喜或者是抱怨，相信

或者是置疑，今天区块链可能

正在经历这样的一幕，未来总

会给今天一个答案。当机器

发明的时候，工人们总是在抱

怨，但是未来人们渐渐发现这

些日渐现代化的机器和设备把

人类的生产效率提升到一个前

所未有的高度。随着VC或者是

PE大举进入，或者是BAT大力

布局，区块链已经成为资本市

场上炙手可热的宠儿，其实这

种热度，这样的热并不陌生，

曾经的P2P，O2O，今天重

谈，似乎也可以触摸他们当年

火热，如果区块链的火热如果

不惧怕的话，是因为我们心中

有更多的理性跟冷静，我们未

来可以用更多的理性和更多的

冷静去面对和期待，谢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也谢谢

今天现场来到的嘉宾，下周我

们同一时间再见，谢谢。

来源:ht tp : / / z b . cbd io .

com/31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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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5月26日…14:00--17: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综合厅A

论坛简介：本次高端对话聚焦数据安全领域，以“构建数据安全新秩序”作为主题，以国家数据、

企业数据、个人数据三种不同类型的数据源为视角，从跨境数据流动、工业大数据安全、个人数据和隐

私保护等热点问题入手，对该领域展开深入讨论，有探索成果，也有困惑及思考。

论坛名称：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据安全
主题高端对话——数据安全：构建数据安全新秩序

构建数据安全新秩序（直播内容）

【贵阳网】：2018年5月

26日下午，“构建数据安全新

秩序”高端对话将在贵阳国际

生态会议中心举行，贵阳网将

全程为您进行图文直播，敬请

关注。

【郎永淳】：尊敬的各位

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

好！欢迎大家来到爽爽的贵阳

出席2018贵阳数博会数据安全

高端对话环节。

数据安全对于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一家企业，乃至

每一个个体都有什么样的意

义，数据不安全又会带来什

么样的危害，今天将会聚焦数

据安全，如何构建数据安全

新秩序展开对话。今天将有众

多专家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

其实每个人都会注意到，数据

安全对于我们影响很大，在今

年有一个被全球关注的新闻事

件就是脸书数据泄密事件，通

过这个事件让大家意识到如何

构建数据安全的重要性，当然

所有关注数据安全的人都注意

到，昨天欧盟正式颁布实施的

GDP2，已经从数据属地归属

进一步延展到数据个人安全归

属。

【郎永淳】：今天我们

汇聚一堂聚焦数据安全如何构

建，今天也是嘉宾云集，首先

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

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

宾。我们掌声欢迎：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郭瑞民同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

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同志；

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卢

卫先生；

国家密码管理局副局长，

密码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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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员，密码学博士徐汉良先

生；

今天到会领导和嘉宾非常

多，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

鼓掌欢迎，由我一并介绍，介

绍完毕之后一并鼓掌欢迎。

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陈小刚；

贵阳市政协副主席杜正

军；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花溪区委书记钟阳；

360企业安全集团党委书

记、齐向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周汉华；

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

究院连玉明；

英 国 励 讯 集 团 全 球 副

总裁、律商联讯首席运营官

Flavio…Villanustre；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杨义

先；

埃森哲公司大中华区创新

官刘东；

小米首席架构师、人工智

能与云平台副总裁崔宝秋；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海波；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

份公司执行总裁兼联合创始人

陈晓光；

Webroot威胁与洞察平台

总架构师Gary…Guo。

一并用掌声欢迎大家的到

来！

现在首先热烈的掌声有请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

安厅厅长郭瑞民致辞，有请！

【郭瑞民】：尊敬的各位

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

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来自全球大数据安全

领域的著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

相聚彩色贵州、爽爽贵阳，共

同探讨数据保护对策，分享数

据安全发展成果。这是2018

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的一大亮点，在此受省委书记

孙志刚的委托，我代表贵州省

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向各位嘉

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

持贵州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

的感谢！

近年来，贵州省委省政

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全面实施大扶贫、大数

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着

力建设国际生态文明试验区、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在全

力赶超中加快转型，在转型升

级中跨越发展。经济增速连5

年位居全国前两位，连续7年

位居全国前三位，连续15年

实现两位数增长。呈现出发展

势头持续向好、民生改善持续

向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精

神状态持续向好的良好发展态

势。

【郭瑞民】：2016年3

月，贵州省成为全国首个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发改

委、中国网信办在批复中明确

要求，“贵州要在保障国家

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

个人隐私保护上有所作为”。

在大数据战略行动推进过程

中，我们始终把安全与发展摆

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坚持服

务大局，勇立潮头，率先成立

省级大数据联络小组；率先组

建网络安全专家委员会和专家

智库；率先建立网络安全监管

中心；定期发布大数据安全指

数，为国家数据安全战略作出

了贵州贡献。

坚持先行先试，破冰前

行。建成全国首个专业综合大

数据及网络安全靶场。在电

网、水务、广电网络等领域连

续两年开展攻防实战，初步形

成立足贵阳、服务全国的常态

化演练机制，被公安部确定

为大数据网络安全试点示范城

市。

坚持共建共享持续发展。

积极争取国家部委和知名网络

安全实验室、互联网企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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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构支持，共建数据安全运

营管理机构和企业，开展网情

培训、安全测试、灾备服务等

业务，促进数据安全产业持续

发展。

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提

升。积极在数据安全、个人信

息保护、大数据平台、国产密

码替代、政务网建设等方面开

展前沿课题研究和实践探索，

不断提升核心技术自主掌控

力。

【郭瑞民】：2017年12

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要切实保障国际数据的安

全，同时对数据安全提出了一

系列要求。为大数据安全保护

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

循。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

更加重视大数据安全保护，

切实加大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力度，提升关键数据资

源保护能力，增强数据安全预

警和溯源能力。切实加大民生

数据保护力度，维护人民群众

在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

内容产品、个人隐私等方面的

利益。切实加大数据安全企业

培育力度，强化支持力度，强

化合作发展，强化人才培养，

着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领先

的数据安全产业示范区。切实

加大营造政策法治环境力度，

积极在大数据安全保护政策研

究和地方立法方面形成贵州方

案，贡献贵州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在大

数据时代，数据安全越来越重

要，加强数据安全保护需要科

学方案，需要技术创新，需要

产业支撑，更需要攻坚克难。

各位来宾，今天围绕构建数据

安全新秩序对话就是一个攻

坚克难的具体行动，非常有意

义。相信此次对话一定会碰撞

出灿烂的思想火花，为解决目

前面临的数据安全难题开启希

望之门，树立起大数据安全保

护新的里程碑。

最后，预祝本次高端对话

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身体健

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谢

谢大家！

【郎永淳】：非常感谢郭

瑞民副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做

的热情洋溢的致辞，我们注意

到贵州正在数据产业安全示范

区迈进。接下来进入到的演讲

环节，第一位演讲嘉宾是大家

非常熟悉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

铨院士。

【邬贺铨】：尊敬的各位

领导、各位来宾下午好！我汇

报的题目是“从网络安全到数

据安全”！

第一个问题是大数据支撑

数字安全的新秩序。第二是网

络安全构建数据安全的基础，

第三是人工智能提升数据安全

的能力，最后是数据安全推动

制度法规的建设。

一、大数据支撑数字安全

的新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综

合运用各方面掌握的数据资

源，加强大数据挖掘分析，更

好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做好风险

防范。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给我

们数字秩序带来了新的数字秩

序，而且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

战。可以看到，中国电子商务

发展特别是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发展得很好，现在是全球领先

的，但是电商和快递本身增加

的个人信息泄漏的风险。互联

网金融中国在全球也是发展比

较快，很多金融新业态带来监

管挑战和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第三是移动支付，移动支付中

国全球领先，发展规模是美国

70倍，非常便捷，但伴随着的

就是风险。再就是网络诈骗，

伪欺诈也是中国的特色。还有

一个没看见的就是共享单车和

网约车，这也是中国的特色，

实际上也会带来一些监管上的

难题和个人信息的泄漏。

这边可以从多方面得到个

人信息，这方面是他的活动，

可以获得的一些秘密，像你的

密码、数字身份证等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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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对照。一般来讲，甚至匿

名也可以找出你的名字，一般

通过统计，了解你到过的四个

位置，就可以识别出95%。

黑客可以最大限度地从线上

网络、邮件、电子商务、家庭

地址都可以搜集用户数据。

刚开始说很多数字业态出现，

会给网络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的技

术帮助我们改进这些对风险的

防范。实际上，加密是一种办

法，但不同的用户防范等级不

同，加密也不能完全一样，因

为这里面还是有些代价的。但

是要分析用户行为，本来是有

难题的，因为这么多的用户怎

么能一个个知道呢？所以根据

用户上网的操作习惯，系统会

检测出这个用户平时是这么走

的，这一次怎么会变呢？那是

有异常的行为。究竟是用户被

人家劫持了，还是别人冒充了

用户身份上网，可以判别用户

的异常，还要分析分析这种异

常是通过哪种途径进来的，意

图是什么，可以提升报警的准

确性。

【邬贺铨】：大数据技

术可以用来打击电信诈骗。以

前很多电信诈骗是伪基站，实

际上是移动的，要定位它很困

难。通过云端机器学习，可

以准确定位伪基站。另外可以

建成一个防诈骗电信的防范

系统，现在很多诈骗是仿冒公

检法，我们可以把公检法电话

号码进行监控，通过这样做，

诈骗发生率就大大降低。腾讯

曾经检测过，他说微信用户里

经常更换手机号，而且只发不

收，这样的用户大部分还是电

信诈骗用户。“电信诈骗”这

个词不准确，电信老总说，我

们有这么多诈骗吗，中国移动

比我还多一点呢。

另外基于大数据网络安全

防御可以弥补数据中心不足。

现有数据中心主要是针对小数

据，它的处理能力并没有专门

针对大数据，而且传统的分析

方法主要是基于规则和引擎，

我们有规则库，但没有知道威

胁事先建立不了规则。而且非

结构化的数据，需要特别的数

数据库，这种数据库安全只是

中间件，没有太多的扩展能

力，所以大数据安全需要利用

更多的支持，更多的感知，我

们叫情景要素、情景感知，包

括资产、身份、位置等等。

有一些过去犯罪活动跑

到网络上来了。像卖淫活动组

织转移到网络，有一个长沙

公司遥控马来西亚和国内一大

批人，利用网络组织招募大

批女性，到珠三角地区从事卖

淫活动。腾讯团队通过大数

据风控，发现一些异常，来回

转帐、犯罪线索跟深圳公安局

掌握的线索对照起来，很好确

定了卖淫嫖娼的地点是马来西

亚，通过马来西亚又发现到长

沙，抓获了大批犯罪嫌疑人。

【邬贺铨】：另外就是

人口拐卖也走到网络上来。全

世界人口拐卖每年高达300亿

元，利润仅次于毒品，每年有

2000多人是受害的。facebook

利用大数据和图像识别技术，

检测每天上传到网上图片，跟

失踪儿童中心的图片对比，

发现了人口拐卖的行为。可以

看到这里面从2008年到2013

年，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数

量是线性递增的，而且拐卖

非常明目张胆，连广告都出来

了。

网络安全构建数据安全

基础。总书记提高要加强关键

信息基础保护能力。网络地

址现在转到IPV6，IPsec不是

IPv6的要求，并不会因为它的

使用对内容管理增加风险。另

外IPV6海量地址可以实行实名

制，通过V6的地址很多，可以

规范地分配，可以从地址上准

确看出用户所在地域、用户使

用什么业务，可以很好地按区

域、按业务精准管理，而且海

量地址空间可以有效防止被攻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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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安全。云本身有一些安

全措施，并且后台还有一大批

专业人员做云安全审查，总的

来讲，我们使用云应该是有安

全性的。但是因为云击中了大

量用户数据和客户数据，云计

算会成为黑客攻击的重点。我

们现在硬件上要多层次保护，

还有云计算从数据备份，采用

不同加密等保护处理。这里要

说明，很多工业互联网和政府

内网都是隔离的，本来以为隔

离网络是很安全的，去年5月

份发现，内网反而中标（受攻

击），不小心会把外网木马带

入内网，因为内网系统没有在

线，很难得到补丁，也没有及

时响应。

工业互联网也有同样的问

题，所以需要采取严格的安全

防范技术。这里面列了一些安

全防护技术。

【邬贺铨】：物联网也会

面临严重的安全挑战。物联网

里面，2017年美国麻省离宫评

论里，就将僵尸物联网列为十

大突破技术。前年美国东海岸

网络都瘫痪了，由于大量摄像

头中了木马，黑客组织在2016

年发动了木马攻击，10万个摄

像头每个以8兆同时对每一个

域名服务器访问，就瘫痪了，

瘫痪了其他很大流量就转到另

一个域名服务器，其他的也瘫

痪了。未来的物联网可以用什

么？区块链物联网，可以帮助

解决对物联网安全的防护。

车联网，我们知道一个

汽车就是一个巨型的物联网和

大型的移动智能终端，里面有

CPU，有复杂的软件，本身就

是一个很大的电子系统。加上

无人驾驶车的出现，这里面安

全性就越来越严重了。如果说

在中东一些恐怖分子，汽车上

加一个人，通过人肉炸弹做恐

怖活动，现在不要了，只有汽

车就可以做炸弹。所以汽车网

络安全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帮

助改进。

另外，这里面是区块链，

可以看到，区块链实际上一个

区块里面包含交易信息，这些

交易信息都在区块里面，还有

哈希值。哈密值是交易形式的

摘要，根据一种算法算出来的

摘要，不管有多长，哈希值都

是156个比特。哈希值跟交易

信息的关联，可以发现这个区

块有没有被更改。而且这个区

块还复制到所有跟交易有关联

的节点。所有节点应该是一样

的，如果某一个节点发生不一

样，说明它是错误的，可以很

容易把它更正过来。前一个区

块跟后一个区块通过哈希值关

联，假设你有能力改变一个区

块，你不太算到前面的时间，

改前面的哈希值。所以区块链

在整个网络安全上也会起到很

好的作用。

【邬贺铨】：第三部分

是人工智能提升了数据安全能

力。

总书记也提到了人工智能

这部分的应用，在面对新挑战

的时候要很好利用这个技术。

今天早上总书记核心提到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是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特征。首先是机

器深度神经网络学习，通过多

层次的迭代，第一次识别是静

止的东西还是动物，是人还是

动物，然后再区别是大动物还

是小动物，区别小动物耳朵是

什么特征，眼睛是什么特征，

分类以后，人介入以后告诉他

这是猫。根据这个分类得到的

经验，同样一层层识别，最后

可以识别出这是狗。可以看到

人工智能通过学习，机器手臂

不要内置程序，通过模仿人的

手臂就可以动作了。另外通过

概率论技术的进步，使得不确

定的数据现在可以计算了，所

以人工智能现在发展很快。我

们知道阿尔法狗，因为多台设

备，48个TPU，搜集了所有围

棋棋谱，通过三个月的培训就

可以了。新的阿尔法PLUS只

学习了围棋规则，跟阿尔法狗

对弈是100：1，所以未来人工



94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智能在学习安全领域也会发挥

大量的作用。

人工智能本身是双刃剑，

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发展漏

洞，黑客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

发现网络的漏洞，人工智能降

低了黑客的门槛，黑客不需要

多少知识就可以变成黑客了。

现在利用人工智能可以模仿熟

人的声音，可以变声，可以实

现钓鱼工具。另外我们不是有

人工智能吗，刚才说的深度学

习，不是可以识别图片、照

片，比如说这是熊猫，但如果

说通过黑客加入一点微小的噪

音，可能识别出来就错了。所

以来讲，人工智能本身也是

双刃剑，我们要更好地利用人

工智能，最重要的一条，人工

智能可以干很多人类需要大量

劳动力重复的工作。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网站都需要很多人看

黄色照片等等，现在人工智能

技术一分钟就能完成一个形势

安全分析师一年的工作量，我

们可以大大提高人工智能的效

率，本身在形势安全里就可以

发挥很多作用，可以对流量进

行异常监测，可以识别很多伪

文件。这是阿里的例子，通过

外部舆情采集，目前搜集的情

报内容有近万条，每天在更新

它的规则，每天可以识别一千

亿级别的内容。图片视频的鉴

黄，一般来说识别图片照片黄

色还不是很容易，如果说过去

只要说不穿衣服都是黄色，话

不准确，婴儿的百日照是不穿

衣服的，所以需要有图片的鉴

色。还有识别暴力的，还有途

中文字抓取，防止垃圾广告。

根据智能算法，帮助直播网站

识别直播形式的内容是不是健

康的，帮助视频网站监测视频

内容有没有不适宜播放的内

容。过去很多直播网站是靠雇

佣大量人来看的，我们正在利

用人工智能做这个工作。腾讯

利用人工智能建立它的征信平

台，防止诈骗。

【邬贺铨】：数据安全

推动制度法规建设。总书记要

加强法律的统筹协调，加快法

规制度建设，完善数据产权保

护力度。工信部出台了《大数

据产业发展的规划》，前年国

家出台了国家网络安全法。

这些都对大数据开发利用有了

基本的规范，但还有待于基

本化。我们说政府部门的数据

是不是所有政府部门都共享？

不见得。监察部的数据可能不

能跟其他部完全共享。全国人

大的数据不太可能跟国务院数

据完全共享。所有共享是不对

称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

数据共享也是不对称的。政府

数据共享到什么层次，省级、

市级共享到什么程度，政府跟

企业数据共享也是不对称的。

政府提供给企业的数据，既然

能提供给企业，也能提供给公

众，所以企业不可能有特殊

性。另外从国家安全出发，政

府是有权调动企业数据的。但

除此之外，企业是不是有义务

向政府提供数据，我认为现在

是企业并没有义务说把我的所

有数据提供给政府。而且政府

从企业调用数据以后，谁来保

证企业商业秘密不泄漏。谁调

用谁就有责任，企业事业单位

之间数据是可以共享的，但企

业单位之间的共享，本身利益

平衡实际上是交易行为。

数据开放方面，一般来

讲，除了国家机密、企业秘密

和个人隐私，这些政府的数

据原则上都是开放的。但开放

本身是要进行过滤和脱敏，

不是原始不动的，另外开放也

要经过清洗。也需要有一定

的规则。目前我国数据开放做

得不是很好，政府部门不知道

哪些东西可以开放，哪些不能

开放，也不知道怎么过滤和脱

敏。现在很多单位觉得，我干

嘛要把所有数据开放。举个例

子，2015年到2016年，美国

哈佛大学建立了一个项目，拿

哈佛大学作为协调中心，加入

了18个数据合作中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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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国药监局、医药企业等，

各方都可以提出数据共享的需

求，分析的需求，由协调中心

按需求研发模型，然后根据模

型从合作单位里调用数据，并

且调用和计算都在合作单位上

进行。合作单位计算完了，就

向协调中心报告，然后协调中

心把这些分别报告的数据进行

整合。这里面实现了各方资源

提供数据，并尽可能实现利益

共享。这种方案没有改变数据

所有权，数据处理也是由各自

去做，根据总的要求来做，最

后汇总所有的结果也是大家可

以用的，我觉得这种方式避免

了把数据都集中到某一个中

心，量太大，另外成本也不合

算，你集中了能保证它的安全

吗。

【邬贺铨】：大数据交

易，交易前提是对数据的确

权，另外交易的数据必须要有

质量，也就是说要有质量评定

与估价。政府的数据如果是可

以开放的，就免费。如果不能

开放，给多少钱也不能卖。所

以政府数据没有交易的问题。

我们有些交易中心拿政府数据

来交易，这是不对的。运营商

和互联网内容供应商所搜集的

用户数据，原则上所有权不是

他的，是用户的。但运营商和

互联网企业拥有对数据脱敏和

挖掘以后加工数据的所有权，

可以把挖掘以后提供咨询报告

给政府，交易平台也不能截留

数据，所以数据交易上，数据

源的稳定性、更新频率等方面

还需要明确责任。

主持人说欧盟开始实现

GDPR，这个法律有人说是有

史以来最严对个人数据的保

护。他规定个人数据是指欧盟

内部，但执行法律的对象不

限于欧盟内部。欧盟之外，只

要涉及到欧盟公民的数据，

都受这个法律管制。如果你违

反，罚款是一千万欧元。或者

企业上一财年全球营业总额的

2%。哪个数字高就罚哪个。

按照他的规则，他认为严重就

加倍。如果你的营业额是几百

美元，你就叫交4%。

【邬贺铨】：另外一个

问题，范围太宽。个人数据是

讲什么？跟个人隐私、个人

数据有关的银行帐户、医疗信

息、IP地址，现在我看中国的

互联网企业跟欧洲有关系的，

绝对触犯这个法律了。在这

点上，我认为中国需要制定个

人数据保护，但不能效仿欧盟

GDPR。如果太严了，就不利

于互联网事业发展了。

总书记说要以通行电子

政务、建设智慧城市为抓手，

以数据集中共享为途径，推动

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

合，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

全国、统筹利用、统一规划的

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

息资源共享体体系，实现跨层

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

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服务。

要加强政企合作，多方参与，

加快公共服务领域数据集中和

共享，推进同企业积累的社

会数据进行平台对接，形成社

会治理强大合力。现在怎么对

接，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规范出

来。

谢谢大家！

【郎永淳】：谢谢！接下

来邀请第二位专家，国家密码

管理局副局长徐汉良先生，数

据和密码如何进行融合发展，

掌声有请徐汉良先生。

【徐汉良】：尊敬的邬

院士、尊敬的郭省长：各位嘉

宾、朋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数据

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以数

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

蓬勃发展，信息就是财富、安

全才有价值。数据就是资源，

安全才有保障。

大数据安全是时代命题，

要站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看

待大数据安全。总书记近期发

表了一系列关于网络安全和大

数据安全的系列讲话。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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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归纳和

理解：

一是服务经济发展和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以信息化培育

新动能。

二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

民生服务保障，实现大数据会

治、大数据惠民。

三是保障国家安全，经济

社会稳定和人民权益。

【徐汉良】：实践充分证

明了数据就是资源，是新的生

产力，是治国惠民的利器。我

国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很大，

既有大数据驱动改革发展的巨

大优势，也有大数据影响安全

稳定的巨大隐忧。因此保安

全、促发展、强产业、惠民生

需要统筹考虑，同步推进。

大数据安全是全球的挑

战，我们要站在历史和网络空

间的纬度来看待大数据的安

全。从历史上看，可以从大数

据的思想，它的起源讲起，

911事件暴露出美国情报数据

孤岛的弊端，数据挖掘和情报

分析能力跟不上美国国家安全

局数据搜集和截获能力，导致

关键情报淹没在海量数据中。

由此大数据首先成为美国情报

搜集和分析的重要手段，由足

以存储今后一百年全球因特网

数据的犹他（同音）数据中心

以及遍布全球的美国信号采集

措施组成了美国安全局监控

阵，这些基础设施给美国情报

侦查带来革命性突破，开启了

数字化战争的序幕。但是，大

数据带来的安全问题，美国国

家安全局也未能有效解决。比

如说2010年，陆军士兵泄密事

件，2013年斯诺登事件等等，

因此可以说，因特网发展的历

史，通过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到

大数据和因特网的发展有诸多

相似之处，两者都源于军事需

求，两者都存在安全性的先天

不足，两者都推动着新的文明

和进步，两者都可以作为国家

间博弈的战略武器。

大数据的安全与生俱来，

大数据的攻防如影随形。大数

据安全是时代之痛。

从现实来看，大数据推动

着人类的认识从偶然向必然转

变，从局部向全局发展，从隐

性向显性转化，从微观向宏观

延伸。然而，在网络空间对抗

空前激烈的时代，大数据因其

数据汇聚，架构复杂的特点，

更容易成为攻击和窃取的对

象。2018年媒体报出，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Facebook

多条用户数据泄漏，并剑桥分

析用于干预美国大选。瑞士事

件深刻说明，大数据安全事件

危害巨大，不仅涉及大量公民

隐私，而且能左右舆论导向，

甚至影响政治进程，扰乱民主

制度。近期，瑞士一个计算社

会学的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叫

《监控性资本主义》，尝试了

把技术和政治学结合研究的趋

势。他说大数据时代社会政治

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果说在目

前的数字社会当中，不把法律

规则、诚信规则、道德规则、

环保意识纳入进数字世界，我

们的数字社会会存在混乱。所

以大数据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值

得深入研究、广泛关注。

【徐汉良】：从未来来

看，大数据技术将于虚实现

实、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制

造深入融合，深刻影响这科技

进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这些新业态既是大数据的源泉

又是大数据的主要应用场景。

数据安全渗透到网络空间的方

方面面，成为影响网络空间全

域安全的重要因素。如何处理

好数据的隐私与共享，规模与

效率，封闭与开放，应用与保

护，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是全

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备

日不预，方为常道。面对机遇

与挑战，需要树立全面科学的

安全理念。大数据安全是联系

的，而不是孤立的，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止的，是开放的而不

是封闭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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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在研究大数据安全时，

需要安全理念变革。比如，在

公开信息中，利用大数据方法

挖掘情报已成为常态，传统概

念上的涉秘与非涉秘划分标准

在大数据条件下已经不新颖，

在总体国家范围内涉及国家安

全信息的范围远远突破了传统

涉秘与非涉密领域的划分，等

等。这些都应当深入全面科学

地研究大数据的安全问题。

【徐汉良】：面对机遇

和挑战需要认清大数据安全的

客观规律。爱因斯坦曾经用大

圆与小圆形象说明人掌握的知

识圆越大，未知领域接触面

越大，感知的未知越多。我认

为这种未知也应该包含着安

全和风险的认知。正所谓，无

知者无畏。同时大数据承载海

量数据，海量知识，较传统网

络系统面临的未知安全风险更

多，更需要在核心技术、底层

架构、技术产品关键流程上做

到自主自知，从而实现可管可

控，大数据安全不能拘泥于小

圆，应该有大圆的认知。

面对机遇和挑战，需要立

足纵深系统的体系设计。大数

据安全纵观基础设施、数据平

台、计算处理和行业应用，涉

及数据的产生、传输、存储、

处理、分析和使用，必须着眼

于全生命周期、全体系平台、

全产业链条，系统解决不安全

不可控的问题，确保数据计算

安全、运行安全、使用安全。

【徐汉良】：构建安全新

秩序需要发挥密码在数字安全

中的信任纽带作用。毛泽东同

志在中国阶级社会的分析里面

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他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

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大数据时代的首要问题，首先

是信任问题，没有信任就无法

实现可信、可管、可控。更难

以长足发展，在数字社会中，

信任已经由人际关系信任、法

律契约信任变革为技术信任，

这种技术信任主要靠密码算法

和密码协议来维系。比如说从

大数据应用来看，密码技术可

应用于解决网络空间、人、

机、物标识的真实性和安全交

易，数字产权保护等问题，

构建起真实不可抵赖的数字契

约，为总书记提出的数据资源

确权、开放、流通、交易提供

信任基础。

又比如从大数据的监管来

看，利用密码技术和数据标识

的结合，可以实现大数据的追

踪溯源，以及对数据使用行为

的司法取证，为部门监管和打

击犯罪提供有力武器。

构建安全新秩序需要发

挥密码在数据共享使用中的安

全保障作用。密码是网络安全

的核心技术和基础支撑，利用

密码技术的身份鉴别、信任

管理、访问控制、数据加密、

可信计算、易购身份管理、

密纹检索等措施，构建传输、

分析、应用、安全等为一体的

大数据安全体系。解决隐私保

护、数据源真实、防身份假

冒、可用不可见、易购、存储

节点上的灵活访问控制。满足

大数据计算和分析防护、应用

和服务防护等安全需求。

构建安全新秩序需要发挥

密码在产业科技中的协同促进

作用。综观信息科技发展史，

信息、新型计算、网络攻防和

秘密技术交替演变，一直是推

动着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二

战时期军事通信需求，催生了

机械密码的巅峰时代，实现密

码破译的专用计算设备炸弹的

研制，推动了计算机和现代密

码学的出现。比如量子计算快

速发展，对密码安全和网络安

全提出新的挑战，基于密码区

块链技术广泛应用，为电子上

午、数字金融带来新的机遇。

当前我国自主研制的SM系列

密码算法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并纳入国际标准，正在抓

紧组织研制下一代密码算法标

准。我们希望通过密码从业者

与信息化从业者自主创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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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新，改变核心技术和关键

产品受制于人的局面，推动构

建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和

先进完备的体系产业。

【徐汉良】：近年来围

绕着大数据领域密码应用和科

技创新，国家密码管理局做了

系列部署。一是加大了理论研

究，组织下达了同态价码、零

知识证明、抗量子密码、多方

集散等研究课题，并取得初步

成果。二是夯实产业基础，支

持超高速高可靠的密码设备，

密码资源虚拟化设备安全数据

库和安全存储芯片等产品的研

发，目前已经有十余款产品通

过审批。三是加快推进应用，

在8个省开展了政务云和大数

据密码应用试点，贵州政务云

已经完成了云密码设备部署、

云密码资源池构建等工作，正

在抓紧实施后续工作。目标就

是要打造一个贯穿云平台侧和

用户侧的密码安全防护体系。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云

者因时而变，智者虽时而知。

推动密码与大数据深度融合是

时代所趋，形势所迫，发展所

需，离不开各方共同努力。面

对大数据发展的新需求，新形

势和大数据密码应用的新成

果、新时间，我提三点希望：

… …一是开创合作新局面，

加强国家重大战略、重要项目

与安全可靠应用，金融和重要

领域密码应用的统筹规划、统

筹实施，努力开创战略融合、

政策配合、标准契合，强强联

合的合作新局面。

二是营造产用新生态，

科研产业单位要进一步密码技

术、信息核心技术、大数据基

础架构和安全信息等自主研发

和上下游衔接配合，鼓励广大

用户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多

用、真用、实用，积极营造助

力创新、支持创造的产用新业

态。

三是树立安全新理念，秉

持发展为人民、安全为人民、

发展靠人民、安全靠人民的原

则，推动构建以密码为基础支

撑的统一有序的安全体系，牢

固树立人民安全、行业安全、

产业安全、国家安全为一体的

大数据安全新理念。

【徐汉良】：最后，我

做一个总结。大家知道，中国

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人类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但这四大发明以

后，在中国近代也深受“四

大发明”所形成的各种科技成

果的灾难中，然而中华民族

这种铸剑为犁的思想一直彰显

着中华民族对和平的向往和追

求，然而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

以和为贵、天下太平的儒家风

度和信仰，面对大数据等新兴

技术的安全问题，我们绝不能

被资本逐利蒙蔽双眼，绝不能

让大数据安全威胁人民的美好

生活，面对信息化发展的时代

命题、面对大数据安全的全球

挑战，让我们密码从业者与大

数据从业者携起手来，数化万

物，智在融合，为构建人类命

题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谢谢大家！

【郎永淳】：谢谢！我们

已经进入了ABC（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技术）为代表的新

时代，在新的时代当中，网络

安全技术又会有什么样的挑战

与演进，过往以黑名单和白名

单为主的网络安全技术又会有

什么样新的突破，接下来有请

360党委书记、360企业安全

集团董事长齐向东先生带来演

讲，有请！

【齐向东】：尊敬的邬院

士、郭省长，各位领导、各位

嘉宾：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新

时代、新体系，网络安全技术

进入第三代”。

论坛主题是构建数据安

全新秩序，大数据本身就是和

安全背道而驰的。中国有句俗

话，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

篮子里。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分

布式就别把什么东西都传在一

起，这是安全的一个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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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而我们现在进行的大数据

革命，就是要把所有的鸡蛋都

装在一个篮子里，把所有数据

都集中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使用大数据的融合，才

能够通过大数据的深度融合产

生人工智能，这是我们所需要

的。既然大数据的发展和我们

传统的安全理念背道而驰，解

决大数据的安全问题就必须对

产生的安全技术进行创新。时

代的要求就是网络安全技术应

该进入第三代的基本依据。

我今天主要说四个方面的

问题：一是回顾一下网络攻击

的三次浪潮。二是数据是网络

安全新秩序的核心。三是四个

假设，推动网络安全进入第三

代的技术体系。四是简单说一

下第三代网络安全技术的关键

点。

【齐向东】：我们现在回

顾一下网络安全的三次浪潮，

或者说网络攻击的三个阶段。

应该说有网络那天开始，就伴

随着有网络攻击，因为有网络

攻击所以产生了网络安全技

术。在80年代时，网络开始进

入到社会，但当时的网络主要

以企业内部应用局域网为主。

计算机病毒在80年代末期的时

候开始进入社会，首先第一个

是巴基斯坦智囊病毒，第一个

计算机病毒在国内流行，就是

小球病毒，90年代德国救护

车病毒泛滥，这是第一次接触

的病毒，当时计算机病毒带有

几个特征，一个是传播速度特

别慢，是点对点软盘感染性传

播。二是当时全社会主要数据

资产没有数字化，病毒流行带

来的危害并不大，核心就是一

些黑客为了炫耀自己的技术起

一些恶作剧的作用。随着2000

年互联网普及之后，每一个人

都在不断地构建自己越来越多

的网络生活时，这个时候网络

攻击就能够为黑客或者说为黑

道产业带来更多利益。网络攻

击就进入了第二次浪潮，典型

的就是2007年的熊猫烧香的

病毒，这个病毒电脑一旦被感

染，电脑里的个人帐号等各种

隐私数据就会被打包传到黑客

指定的服务器，这台电脑将变

成被黑客远程控制的一台肉

机。当时全国有几百万台电脑

中了这个病毒，而且它的标志

就是中毒的文件出现一个熊猫

烧香的图案。这是互联网时代

的病毒给我们的一次下马威。

实际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比熊猫烧香更严重是流氓软件

的泛滥，因为网络产生了眼球

经济和鼠标经济，一些黑色产

业链希望通过一些恶意软件控

制用户的电脑，弹出广告等等

各种各样方式获利，流氓软件

随之泛滥，随着互联网越来越

发展，黑色产业链规模越来越

强大，简单的流氓软件逐渐木

马化，用了典型的木马手段，

在电脑上让你删除不掉。再之

后，随着电商的发展，网购的

普及，网络诈骗也成了互联网

发展的一个负产品。在第二次

网络攻击的浪潮里，黑客核心

要窃取的是用户隐私数据。在

我们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互联

网发展历程当中，一谈到安

全、数据保护，就想到了个人

隐私的泄漏。由于黑客通过盗

取个人隐私才能够实现他精准

的广告弹出，才能够有助于他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提高网络诈

骗的成功率。

【齐向东】：最近这几

年，尤其是非常明显的分割线

就是2015年之后，网络攻击

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我把这

个阶段称之为“网络攻击第三

次浪潮”。它攻击的重点不再

是个人用户隐性，重点是网络

基础设施。一些典型的事例，

比如说伊朗政网病毒事件，以

及乌克兰因为黑客攻击导致全

国大面积停电，以及美国东部

断网事件，进入到今年以来，

这样对基础设施的攻击变得更

加频繁。我举了几个比较典型

的例子，比如说4月5日思科

路由器的漏洞，对美国能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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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攻击，随后第二天又有

黑客组织利用这个漏洞对俄罗

斯和伊朗基础设施进行攻击，

在3月底的时候，美国3家输气

的公司遭到攻击，去年5月12

日，勒索病毒在全球泛滥。可

以看到网络攻击进入了全新的

时代，这和全社会互联网化，

也就是说大数据化或者说人工

智能化这样一个态势是密切相

关的。

在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

攻击时，前面这些例子都有显

著的几个特点，一个是网络战

争可能会取代常规战争。我们

知道战争的目的就是捣毁一个

国家赖以生存的正常秩序，通

过这样的网络攻击对于煤电油

气、银行等系统通过网络攻击

导致瘫痪起到同样的效果，以

美国为代表的各个国家开始筹

建自己的网建部队，而且规模

越来越大。行业里面流行的说

法就是未来网络战争可能会替

代常规战争，因为使用成本更

低，达到的效果也不弱。

【齐向东】：第二个特点

网络攻击是常规企业竞争的一

个手段，在线教育、电商、游

戏等行业，打击竞争对手往往

使用对对手网站进行攻击，导

致竞争对手网络服务中断，不

能够提供正常服务，毁坏对方

品牌。而且这样的趋势，国际

化趋势也越来越严重，就是跨

国的这种攻击。去年美国东部

大面积断网，就是因为一些智

能摄像头被黑客控制，然后对

美国比较重要的DNS解析服务

器进行攻击导致的。

第三个特点网络攻击已经

成为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手

段。比如说美国大选希拉里的

邮件门，就是因为黑客攻击了

希拉里的邮件，现在这个事件

还没有过去，美国还在对这个

事件背后是否被人操纵在进行

调查。

【齐向东】：第二个大

部分，在第三次攻击浪潮时，

数据会成为网络安全新秩序

的核心。我们再看第一次浪

潮，网络技术刚刚兴起，这个

时候，一个是计算机病毒传

播速度很低，破坏数据不是第

一次网络攻击浪潮的焦点；第

二次网络攻击是伴随着消费互

联网高速增长，网民以极大的

热情构建自己的网上生活，用

网络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社会，

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

所以网络攻击者要想获利，核

心问题就是获取网民的隐私，

也就是这个网民的兴趣爱好、

在网上交易的详细记录，拿到

这些东西之后，对网民要么进

行敲诈、勒索，要么针对这个

网民设计商业陷井获利。数据

成为网络攻击的核心，这个数

据是狭义的数据。在应对这样

的特点时，包括主持人讲，最

近欧盟通过了新的数据隐私保

护条例，都是针对如何更好保

护个人隐私来采用的一系列措

施，在十几年的互联网发展过

程中，从安全企业到互联网企

业，在这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

作，应该说个人隐私保护的工

作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势头，

受到了各个方面的重视。

回头再看看网络攻击最

先出现的第三次浪潮，通过窃

取和篡改数据，或者进行敲诈

勒索进行牟利时，发现数据真

正成为网络攻击者核心目标。

前面几个演讲者都谈到，在人

工智能时代，都需要一个大数

据的大脑，而所有的智能都是

通过大数据大脑、通过计算学

习计算出来的模型产生的，这

样一些数据的样本和数据的模

型一旦遭到攻击就会出现计算

措施。在学术术语上决策性措

施，如果一个无人驾驶汽车，

如果数据措施，就会造成车毁

人亡的重大事故。这样一个逻

辑，即数据可能会造成灾难性

后果这样一个逻辑，在人工智

能的各个应用领域实际上是普

遍存在的。前面也有专家举例

子Facebook，英国剑桥公司

利用他们的数据，帮助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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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了美国大选。你看目前的

社会已经确实进入了全新的时

代，刚刚发生在美国大选又是

希拉里邮件门，总之都是用网

络攻击方法实现改变大选结果

的目的。

【齐向东】：我认为在

所谓建立数据安全新秩序，至

少可以包括两部分的内容：第

一，数据本身的安全秩序。我

们说网络攻击已经是不可避免

了，那么大数据的集中也是未

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唯一能做

的就是改变我们对数据保护的

方法和技术体系，让攻击者哪

怕攻击到网络里面也不会盗走

数据，甚至破坏我们的数据。

在这里面，我们从2015年开

始提出数据驱动安全的理念之

后，在这个领域里，也做了很

多探索，包括我们跟贵阳、整

个大数据产业体系合作，一起

做了很多探索。我觉得是有办

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在看

来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大数

据中心里划出不同的安全域，

根据不同域数据不同的用处采

取不同的保护措施，这是能够

做到的。

第二，数据安全的新秩序

就是用数据的方法建立网络安

全的新秩序，也就是说用大数

据的方法解决大数据的安全问

题。

【齐向东】：第三个问题

说“四个假设”推动网络安全

技术进入第三代。第一次浪潮

的时候，因为网络攻击技术比

较单一，所以普遍用的是黑名

单机制，也就是说在杀毒软件

里常知道的病毒特征库，我们

把已知的病毒特征搜集起来形

成数据库，用这个软件对电脑

终端进行扫描，并且比对上是

黑的就杀掉，如果不在黑的数

据库里我们认为都是好的。我

们在网络边界上包括防火墙、

IPS防攻击设备也是用黑名单

的方式，这是能解决问题的。

但是互联网出现之后，因为

病毒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以

后，病毒数量出现指数级的增

长，病毒数量、网络攻击方式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

说我们搜集黑名单的方式已经

解决不了网络安全的问题。我

们经常听到的“变种”，不断

变种解决不了问题，所以2005

年在360创业之初时，就用创

新的方式发明了白名单技术，

也就是说搜集白名单，如果不

在白名单里我们认为都是坏

的，所以叫非白即黑的策略。

面对今天新的浪潮时，白名单

也收不齐，在互联网时代能够

搜集白名单，因为所有白名单

做成都在互联网上出现，不管

大公司、小公司做的软件都挂

在互联网，用互联网方式还能

及时搜集到。但当进入万物互

联时，所有东西都要连在互联

网时，联网终端数量都已经不

可预测，包括在马路上这些井

盖都变成互联网终端时，所

有工业系统都变成工业互联网

时，软件数量不可数，而且这

样一些专门的系统软件，大家

开发出来也不可能挂在网上，

搜集白名单如果搜集不全，漏

洞就非常大，所以我们认为在

这个时候白名单已经失效，迫

切需要第三代网络安全技术。

第三代网络安全技术核心就是

查行为，不再信任白名单，就

像今天开会现象不再区分好人

坏人，只能规定不能带刀、带

棍子进入现场，这样一个行为

约束。网络全四个假设，第一

个假设一定有未知的安全漏

洞，第二一定有已知的安全漏

洞，第三个是系统已经渗透，

第四个是系统有内贵，我们不

再信任已知的东西，这个时候

只对行为进行检查，如果事先

设定好的行为是什么，坏的行

为是什么，只要你有预设，黑

客就可以伪造成好的行为，所

以查行为有三个比较核心的东

西，一个是要掌握明确的VI情

报，第二个通过积极学习，事

先不再设什么行为是好的，行

为跟场景有关，跟个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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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的动作有关，不同的人做

出相同行为时可能含义是不一

样的。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可

变的行为基建进行检查，这里

面需要大数据的搜集，通过机

器学习方式设各种各样的基

线，只要超出基线的行为都是

可疑，对可疑行为一律报警，

这样导致网络攻击无处藏身。

VI情报获取在这里面是核心

的，网络安全和社会治安是一

样的，公安局能不能及时破案

和公安所掌握的犯罪分子的线

索、一些基本的情况是有关系

的。

【齐向东】：第四个问

题讲一讲第三代网络安全技术

的关键就是威胁与响应。所

有攻击都能突破网络边界，

这个时候只要把大数据保护

好，网络攻击成功不代表数据

受损失，但还是要做一件事，

以最快的事把网络威胁检测出

来，进行快速的响应。所以威

胁检测就变得非常重要，人工

智能能不能代替人进行检测，

我的答案是代替一半，人工智

能是用经验训练出来的模型，

而网络攻击恰恰是逆向思维，

如果完全依靠这个就会给网络

攻击造成更大的漏洞，应该是

人+机器，通过人工智能把大

量和网络攻击无关的流量剔除

掉，少量流量时再用人工进

行。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有一

个巨大的缺口就是网络安全人

才的缺口，去年教育部鼓励各

个学校办网络安全学科，网络

安全人才缺口有多大，各种口

径统计，现在网络安全每年需

要50万到100万人，但每年能

够培养出来的就是一二万人，

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网络安全

人才。在人+机器构建的体系

下，再加上以大数据应用场景

为核心，集中地进行第三代网

络安全技术的整体创新突破，

就能够保证未来的大数据时代

的网络安全问题，构建一个新

的数据网络安全的新秩序。

谢谢大家！

【郎永淳】：谢谢齐总做

的演讲，的确数据安全新秩序

构建的基础就是建立安全防护

的技术体系，针对第三次网络

攻击的浪潮，360做出的第三

代技术的响应就是查行为，当

然保护好个人数据也是首当其

冲。接下来有请中国社科院法

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教授带

来演讲。

【周汉华】：各位尊敬、

各位朋友：很荣幸有这次机会

就激励相容个人数据治理的方

法做一些分享。

最近这些年，国际上不是

欧盟和美国在思路上有重大的

差异，我们国家在研究、探讨

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也有不

同认识，我就想借怎么处理好

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协调好两

者之间的利益，谈一些认识。

中国在激励相容的机制

上，在世界上有很丰富的经

验。整个改革开放就是通过放

权让利，通过这种机制来调

动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积极

性，所以我们在短短的40年时

间里，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

面发展。

这种机制我们不陌生，

而且在实践当中，我们也能够

很深刻地感受到，如果一项政

策、一项制度，如果激励不相

容，就会导致政策实施效果非

常差，甚至会出现双输，或者

多输这样的结果。国内对欧盟

和美国对于个人数据保护的两

种模式争议、分歧非常大，而

且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

现象，国际上都没有我们争

论这么激烈。昨天欧盟正好实

施GDPR，甚至有一种观点认

为，欧盟互联网产业之所以发

展不了，就是因为欧盟保护了

个人数据，美国之所以发展得

好，就是因为美国不保护。通

过Facebook来说，这个案例显

然是过于草率，重则说是错误

的。大家如果关注了扎克伯格

（同音），在美国的听证会，

你会发现美国并不是不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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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团诉讼在Facebook案子

曝出之后，最高能罚到2万亿

美金，美国很多州的检查长都

在查这个案子。如果我们再来

看欧盟，其实欧盟的情况更复

杂，欧盟在网络产业里是滞后

的。欧盟自己有一些经验或者

说总结，归结为比如说风险投

资机制和美国无法比，我们比

较一下人均风险投资额你会发

现世界最高是以色列，第二是

中国，第三是美国，欧盟28个

成员国，大量不同的语言，市

场非常风格，所以发展不了，

如果说欧盟发展不好就是因

为他们有GDPR这是非常轻率

的。我们仔细看美国和欧盟最

近七八年的探索，你会发现很

有意思的现象。其实两个模式

背后都在探索一种激励相容机

制，也就是我们国家40年经验

的积累。这种机制其实是他们

共同的经验。

【周汗华】：当我们考虑

怎么样制定中国信息保护法，

保护个人数据时，并不是简单

地说要去采用欧盟模式（除了

美国之外全世界都在学），当

然我们也不是拿来美国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不能采用拿来主

义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

们彼此的经验，然后结合我们

的国情，设计一个既能保安全

又能促发展的制度。

刚才几位演讲嘉宾都已经

明确说了，移动互联网使得我

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

数据时代最有价值的数据就是

个人数据。互联网公司为什么

市值这么高，并没有多少固定

资产，也没有什么机器厂房，

顶多就是服务器，互联网公司

的市值靠什么支撑？就是靠

数据，尤其是消费者的个人数

据。所以我们进入到了大数据

时代，这样的话，发展和安全

都和个人数据紧密相关。如果

说在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前，个

人数据都其实是躺在数据库里

的，没有被利用，大家还认识

不到数据就是资产、数据就是

金矿，所以时候其实不像今天

这样随时爆发各种触目惊心的

案例，Facebook是5700万人

数据被剑桥分析盗窃，雅虎是

30亿，所以说这种不断曝出

的案例，都是到了数据成为资

产的时代才会出现。到了大数

据时代，这种失衡的现象会更

加严重，因为大家能够意识到

数据带来的价值，而且越来越

离不开数据的大量使用。另外

一个方面，保护数据不是内在

激励，对互联网公司来说，追

求市值的表现，追求股价的表

现永远是他最重要的，首先对

投资人负责，当然有的互联网

公司首先对用户负责，你也可

以相信他。保护数据为什么不

会成为他的激励，因为每时每

刻都有数据，多点采集、跨场

景使用、跨边境、多人经手，

数据之所以是金矿、之所以资

产，你掌握了数据分析技术才

是资产、金矿，如果没有分析

技术，就如同我们走进有间办

公室一样，那些文件堆得满地

都是，也就是废纸，也就是一

堆编码，什么都不是，当你没

有这个技术时什么都不是，当

你走到一个公司财务室一定是

严格保护的，数据能像财务室

那么保护吗？不可能。数据哪

儿都是，哪条业务线都是数

据，所以内在激励就没有要去

保护数据，数据不是传统的生

产要素（传统的生产要素是排

他性的，独占性的，我有你就

不能有），数据具有公共产品

的属性，大量复制，我用了之

后，我的市值上来了，我给你

用也没关系，非独占性、非排

他性，所以保护不保护，对他

来说没多大关系。进入大数据

时代之后，这种失衡可能性更

大。一方面无时无刻不要用

它，另一方面，保护它的难度

很大，而且没有内在激励去保

护它，保护的是第三人利益，

不是公司利益。这也就是为什

么每天要关心国际国内事务，

大量个人信息泄漏事件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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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以真正实现双赢很难，

既保护好了，产业又得到充分

发展，这是很难的。四分之三

的可能性是两者失衡的，要么

是数据封闭起来无法使用，要

么就是数据大量滥用，要么就

是一会儿封闭起来，一会儿滥

用，什么都没得到，真正保护

个人数据又促进行业发展只有

四分之一的可能性。

【周汉华】：所以这就决

定了政府的规则政策或者说个

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在基本的定

位上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再

来看欧盟和美国对于这个问题

的争论，就可以理解彼此的出

发点是不一样的。

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时间

分析美国欧盟不同的经验，通

过我们比较深入的研究揭示出

来他们共同的经验，我们就不

细说。从结论上说，怎么实现

激励相容，怎么实现双赢，核

心要素就是数据控制者内在的

内生机制是核心，就是说要把

一个外在的要求内化为数据控

制者的内在需要，只有实现这

种转换才可以实现双赢。内在

激励机制生成的核心在于组织

架构，这是美国和欧盟共同经

验。就是说只有你对数据管理

的政策能够上升到公司决策层

面，最高的决策层能够直接地

过问个人信息保护，而不只是

每天只看业务线带来了多少的

利润，才有可能使个人信息保

护在基本价值观上得到认识，

就是说你能认识到个人信息和

公司成长是密不可分的。而且

数据控制者内部安全视角和外

部合规视角，要处理好这两者

之间的关系。安全对于一个公

司来说那是生命线，除了业务

部门之外，安全部门的发言权

永远是得到尊重的，因为没有

安全公司不可能发展。但是合

规往往在很多公司里面是放在

第二线的，合规是成本单位，

不是利润单位，所以合规对于

有些公司决策层来说都是不愿

意听到的事情，说这个也要合

规、那个也要合规，不能带来

利润反倒还要带来很多成本，

所以我们用传统合规的方式来

保护个人信息，你会发现在公

司决策层就排不上重要的议事

日程，但如果你能把它放到安

全层面上，在决策当中的排序

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首先

要把个人信息的保护纳入到安

全管理的范畴，因为一个公司

如果没有安全怎么发展。而且

要建立一个跨部门业务线的个

人信息安全保护体系，也就是

说你安全必须要能够无缝地和

每一条业务线进行融合。我们

过去讲合规往往是下游或者说

末端合规，用下游规范上游业

务线难度非常大，个人信息

保护新的视角就是要求从源头

开始，从每一条业务线、从每

一个产品、从每一个新的应用

开始，在你设计每一个新的业

务时，就把安全和数据保护嵌

入到业务线上，从源头设计开

始。如果我们设计个人信息保

护法，它的制度设计首先就应

该是要促成被管理者内生机制

生成，使得数据控制者不仅能

够认识到数据安全是他内在的

需要。法律能不能做到这样？

法律当然是可以的，过去对法

律的理解往往认为法律就是一

种命令，你违反了命令，我发

现了违法，就对你加以制裁，

这是法律基本功能之一，没有

错，但法律并不只是有一个功

能，其实法律还有引导、推动

的作用。

【周汉华】：激励相容的

机制设计就是要更多发挥法律

引导与推动作用，通过这个外

力推动法律控制者内生机制生

成，这是我们考虑制度的思考

点、出发点，其实也是我们对

欧盟和美国经验进行仔细甄别

之后，你可以发现的共同的规

律。

如果按照这个来做，我们

看最近这些年发生的大量信息

泄漏的案例，包括facebook，

80%到90%的个人信息泄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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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只要数据控制者能够有

一个有效的内生机制和治理结

构，都是可防可治的。

我们说有一些行业的领

先企业，这些年也一直在进行

这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

的进步，但因为传统包括公司

内部组织架构的碎片化，也制

约了这种探索的深度和广度。

但是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说内

生机制，内因是主要的，但是

另外一个方面，必须要有良性

运行的外部环境，如果没有一

个有效的外部环境，完全靠数

据控制者的内生机制，这是不

可靠的，就是完全的自律，没

有有效的外部威胁自律，不光

是理论研究还是大量的实践案

例都证明，这是靠不住的。因

为数据控制者作为一个经济动

物，追求利益最大化永远是他

的第一选择，所以必须要有一

个外部运行环境。而且这里面

还有什么问题？刚才说80%到

90%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还

有10%到20%的问题是数据控

制者解决不了的，因为它既是

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生天决定

了内生机制是解决不了的。所

以就需要外在的环境的培育，

环境的培育就是以法律，尤其

是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的

一整套外部的有效的威胁机制

来作为保障，需要完善执法体

制，提高执法能力，形成有效

的外部威慑，促进激励相容机

制的形成。

【 周 汉 华 】 ： 如 果 我

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欧盟的

GDPR，GDPR为什么那么严的

处罚，不光只是上一年度全球

营业额的4%，或者2000万欧

元，其实欧盟也把美国一些州

里的数据泄漏之后，必须要通

知到每一个数据主体这样的规

定也都纳入进来了，过去欧盟

没有这么做，这个影响比2000

万欧元都要厉害，就是要通知

到每一个数据主体。他们就是

要确立一个外部的威慑机制。

刚才说了，美国的执法，美国

虽然没有适用于市场主体统一

的个人数据保护法，但美国执

法机制在很多方面比欧盟严得

多，欧盟有些国家有数据保护

法，有数据保护指令，也有数

据保护的办公室，但没有经

费，甚至有一些要靠罚款做运

行经费，和有些地方类似。美

国虽然没有这个法，联邦层面

有公法的执法机制，包括联邦

贸易委员会，包括美国国会，

facebook案子出来之后，议

员排着队要扎克伯格去参会，

美国的州里制订了数据泄漏的

要求，所以说美国执法比欧盟

严得多。所以个人信息保护法

必须要有“牙齿”，这个“牙

齿”就是有效的威慑，只有这

个威慑才能促使内生机制建

立。

【周汉华】：最后一个观

点，数据治理在这个时代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刚才讲到

的只是监管意义上的范畴，更

复杂的在于这个范畴里面没有

给大家讲最新的个人数据的决

定权或者说数据主体的参与问

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数

据主体，每一个人的信息都有

可能被滥用，那么每个人是不

是有权来控制自己的信息，当

你把这个视角也纳入，就会出

现监管机关、数据控制者、数

据主体，至少是三个主体之间

的关系，就会形成多维度的关

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指

令里引入了被遗忘权、停止使

用权、修改权等对个人权利一

系列保护。美国奥巴马政府时

期，也专门发布了消费者隐私

权利保护法案，里面体现的也

是个人对自己的数据权控制，

中国互联网公司讨论一个问题

时会说公司权利在哪儿，你的

数据是我帮你搜集整理的，你

到我网站上买东西，是我帮你

整理的，这个数据应该也有权

利，但扎克伯格在听政会里反

复说，数据就是个人的，你有

权控制它，你在facebook要删

就删掉，他没有数据是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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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下来的，我还有权呢。我

们有些互联网公司会认为这是

共有的权利，这是另外一个视

角。这个时代个人信息的决定

权在欧盟、在德国，上升到个

人信息的自觉权，这个视角是

永远不会缺位的，到美国也上

升到这个程度。所以再纳入这

个视角就会发现，实现安全和

发展的平衡会非常难，那怎么

办？又回到中国改革开放40

年的经验，我们就是循序渐进

的，就是渐进改革，所以循序

渐进非常重要。首先要有效地

发育和生成一个内生机制，保

好安全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

再做到合规，再做到新的权利

（个人数据决定权，这是一项

权利），这个群体在网络环境

下不能简单照搬传统权利的框

架，那么分析是失效的。我们

现在在网上，给你一个权利，

你都会去点我同意，估计很少

会有人从头到尾看一下。所以

在安全、合规、权利实现，不

同的视角当中，要区分主次，

以发育有效的内生机制为核

心，循序渐进，真正最后实现

个人数据的保护。循序渐进的

好处就是可以形成激励相容的

合力，调动数据控制者维护安

全的积极性，降低规则成本，

迅速实现基本安全目标，有利

于监管部门集中执法力量聚焦

核心，缓解热点问题，避免执

法力量分散。

【周汉华】：所以说数

据的治理一定要区分主次，如

果不是从风险管理入手，由易

到难，反其道而行之，或者想

一步追求目标，势必加大内生

机制形成难度，欲速则不达，

中国在这方面有没有非常的经

验。

谢谢大家！

【郎永淳】：感谢您！数

据如何进行权属的界定，如何

进行隐私的保护，如何进行相

应的共享，在这个时段当中，

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又有怎样

的思考，有请贵阳市委市政府

首席战略顾问、大数据战略重

点实验室主任、贵阳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来

做主题演讲，“从数据时代走

向数权时代”，有请！

【连玉明】：尊敬的各位

领导大家下午好！

我向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从

数据时代走向数权时代。实际

上这个题目，我想还是讲一点

贵阳的案例，或者说从2013年

到2018年，个人在贵阳参与见

证大数据发展的一些体会、一

些感想、一些研究与探索。所

以我今天把题目定成“从数据

时代走向数权时代”。

在贵阳讨论数据安全是一

个非常充满期待的话题。因为

贵阳大数据的理论创新和贵阳

大数据安全立法的先行先试，

为构建数据安全新秩序作出了

一些有益的新的探索。我个人

理解探索的方向就是从数据时

代走向数权时代，这正是我与

大家共同分享的一个主题。

我想讲三个基本观点，和

大家一起讨论。

【连玉明】：一、回顾一

下，贵阳发展大数据的时代价

值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研

究数据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

提。贵阳究竟在大数据安全做

什么？我个人把这样一个命题

概括为三个基本观点：

（一）贵州和贵阳发展大

数据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重大战略选择。

总书记给予贵阳的指示是

“守好两条底线”，既要守好

经济发展的底线，又要守好生

态环境的底线。守好这两条底

线的核心就是要实现从美而穷

到美而富的这样一个飞跃。这

个飞跃里面最惊险的一跳，我

认为就是创新，只有创新既能

够发展经济又能够保护环境。

大数据正是创新的拥抱器，或

者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交叉融合的拥抱点，这个拥

抱点让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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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站

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一场

由科技引发的社会变革，这个

变革打破了国家、区域、城市

的边界，突出了发达地区和前

发达的地区的隔阂，并将一切

不可能成为可能，使“无”中

生有。所以大数据对贵阳的重

大意义在于发展大数据给贵州

和贵阳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未

来。这就是省委省政府为什么

要推进大数据战略最最重要的

一个原因。

（二）贵州和贵阳发展大

数据走出了不同于东部，有别

于西部的发展新路。

这一次总书记给贵阳的

一个殷切的希望，希望贵州能

够探索既不同于东部又有别

于西部的发展新路，这个“新

路”是什么？经过五年的探

索，这条新路的本质就是创新

去都发展，数据驱动创新。大

家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贵州

和贵阳这个地方，我来自于外

地（北京），我的感觉就是这

五年在贵阳，基础还是差，市

场弱，人才还是缺，可持续发

展难度还是大，但是这种情况

下，贵州究竟靠什么发展了大

数据？我个人也觉得贵州和贵

阳发展大数据靠的就是应用场

景，应用场景成为创新的第一

驱动力。过去搞创新，就是搞

一帮专家在实验室搞出一个产

品，在市场上进行转换，可能

转化得不好。但在贵州不是这

样，贵州是应用场景和市场需

求直接对接，而应用场景倒逼

了创新资源、创新政策、创新

体制、创新环境发生了全面的

改变，颠覆和重构了重新的方

式，实现了创新需求和创新成

果，低成本高效无缝对接。这

种探索，可复制可推广，这是

我们国家创新发展的新路，实

施创新发展战略中具有重大的

意义。

（三）贵州和贵阳发展大

数据已经成为欠发达地区后发

赶超的文化品牌。

大数据不仅改变了贵州和

贵阳对世界的认识，更重要的

是也改变了世界对贵州和贵阳

的认识。今天上午志刚书记讲

这一次数博会有来自全球4.7万

人参加，380个企业来参会，

我觉得这一点已经反映了世界

对贵州和贵阳新的认识。美国

的一家媒体在报道贵州和贵阳

时这样说，他说贵州和贵阳不

仅成为中国大数据发展的战略

策源地，而且成为引领全球大

数据发展的重要风向标。我理

解，战略策源地在贵州和贵阳

有三个重要标志，第一以跨数

据为核心的理论创新；二是以

地方立法为核心的规则创新；

三是以应用场景为核心的实践

创新。我觉得这三个创新的意

义已经超越了现实利益和经济

价值，而彰显出的是多特的文

化软实力和品牌竞争力，并且

逐步内化成文化信仰和品牌力

量。你到北京、到人格地方讲

贵州，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大数

据，大数据不是讲给贵州交了

多少税收，而是变成了贵州一

种文化、一种品牌。

【连玉明】：二、贵州大

数据地方立法现实现行的创新

点在哪里？

贵州作为我们国家第一个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给我

们七项任务，一项任务就是制

度先行先试。我们在制度先行

先试最最重要就是地方立法先

行先试。我今天从贵阳来讲，

贵州有中国第一部贵州省大数

据促进条例，在贵阳市，我们

看看贵阳市这么几年在地方立

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大家看这是2 0 1 6年到

2020年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大

数据立法的规划和实施情况。

大家知道五年要立五法，第

一部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发

条例，现在已经颁布实施，第

二部贵阳据大数据安全管理条

例，马上就要颁布，第三部贵

阳市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与服

务条例，已经到了公开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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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阶段，第四部贵阳市数据交

易服务集中管理条例，现在已

经开展进行立法调研，第五部

贵阳市数据资源权益保护法，

已经开始研究。在这五部立法

中，先行先试用哪些重大突

破？在贵阳当数据五部立法实

践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已经颁

布的《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

放条件》和即将颁布的《贵阳

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为什么

这两部法特别重要，特别需要

关注，是因为这两部地方立法

击中了大数据的重点、难点和

关键点。一个是数据共享，一

个是数据安全，共享是数据的

本质，安全是数据的基础，没

有按照就没有共享。因此以立

法的方式引领大数据发展，不

可以不说这是贵阳大数据制度

创新先行先试的巨大贡献。

特别提到大数据安全立

法，我们搞大数据安全立法时

首先要区别于网络安全法。我

们从数据全生命周期出发，包

括数据采集、存储、流通、应

用等所有环节，提出了五个方

面的数据安全的保护，如何去

有效地防攻击、防泄漏、防窃

取、防篡改、防非法使用。通

过最大程度地限制公权和保护

私权，推动大数据安全管理的

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和法

治化。一点正是我们讨论构

建数据安全新秩序所必须关注

的。

【连玉明】：三、数权法

奠定了从数据时代走向数权时

代的基石。

这也是今天我向大家报告

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实际上

我们从认识大数据的第一天开

始，我们往往把大数据看作是

一种新能源、新技术、新的组

织方式，甚至把它看多是一个

正在到来的新时代，我觉得这

种认为都是基于数据本身的认

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换

一种视角，把大数据看成一种

权利，以及由这种权利构建的

制度和秩序，那么，我认为大

数据的价值对人类未来生活的

意义是充满想象的。

我们把基于数据而衍生的

权利，称之为“数权”。基于

数权而建构的秩序，我们称之

为“数权制度”；基于数权制

度而形成的法律规范，称之为

“数权法”，这正是我们讨论

的重点。

需要向大家报告的是，我

讲的数权从法律意义上来讲，

我们想讲的数权已经突破了所

谓的人格学说、隐私学说、物

权学说、债权学说、知识产权

学说对数据保护的局限，成为

数据语境下一个新的权益，而

这个权益至少包括三个权利，

数据主权、个人数据权、数

据共享权。在不远的将来，数

权、人权、物权将会构成人类

未来生活三种基本权利，而其

中数权是推动秩序重构的重要

力量。

我们看一下数权、数权

制度和数权法的关键要点。数

权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综合体。

每一个数权既有人格又有财产

权。第二，数权的主体是特定

权利人，数权的客体是特定的

数据库，而不是一个数据，是

若干个数据，是两个以上数据

形成的一个数据集。第三，数

权突破了物权“一物一权”和

“物必有体”的局限，表现

为一数多权，不具有排他性。

第四，数权有公权的属性、

有私权属性、有竹签属性，其

本质是共享权。第五，数权制

度包括数权的法定制度（数据

权利从哪里来的，是法律所规

定的），数权所有权制度、公

益数权制度、用益数权制度。

我们把调整数权权属、数据权

利、数据利用的保护法律制度

称之为数权法。

【连玉明】：今天讨论

的重点是构建数据安全新秩

序，这个新秩序的关键是构建

数据共享、隐私保护和社会公

正之间的新型关系。刚才咱们

讲到从facebook千万用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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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泄漏、丑闻曝光所引发的政

治问题，到近期郑州空姐遇害

事件，到阿里巴巴芝麻信用事

件，腾讯华为的数据争端，百

度的麦克风事件等等，一次次

血的代价让我们更加明白了隐

私的重要性，感受到数据安全

法律制度的改进与完善的紧迫

性，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数据

时代，但是数权时代正在向我

们召唤！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

家！

【郎永淳】：谢谢，接下

来有请英国的励讯集团的全球

副总裁、律商联讯首席运营官

Flavio…Villanustre先生做演讲，

有请！

【Flavio…Villanustre】：

大家下午好，我们在整个安全

里面最薄弱的一环，在我看来

虽然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技术的

控制措施来保护数据，震慑一

些黑客的攻击，但如果说有想

要进行攻击数据系统的话，仍

然还是有很多的危险，这就是

人类所薄弱的一环。数据是我

们很大一笔资产，所以说很多

人都想要在这里面去发觉一些

价值，但很多时候，人类在这

方面的操作并不是那么容易。

涉及到大数据安全这块，看到

传统的这些控制会加大大数据

分析运行的负担，这种运行并

不有效，效率很低，而且它给

整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我们在执行安全措施时面对的

新挑战。

大家了解到有一些驱动的

因素促使我们进行大数据的处

理，在大数据处理过程当中，

怎样在分散小的领域保护这些

数据安全也是很重要的。这对

于当前数据保护来讲形成了一

种新的挑战。

同时还有一些情况，很多

公司业务都移到了云端，公共

云的环境也造成了很多数据安

全方面的新挑战。比如说可以

控制物理世界、物理网络的安

全，但如果说在云的环境里，

因为它是虚拟化的，是基于软

件的，就很难去控制。还有一

些其他的很重要的方面，很

多时候我们在使用大数据的时

候，会涉及到个人信息。我们

会考虑到一个方面，就是在数

据保护方面需要考虑到，因为

数据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演进

而下降，绝大多数数据生命周

期是很短的，需要非常严格的

控制这些数据，又不能够让数

据超过它的生命周期，否则的

话就没有价值了。像很多个人

信息数据会涵盖整个人的生命

信息，比如说DNA、病人有一

些医学方面的信息，甚至可以

用DNA去追踪一些人，应用是

非常广泛的，但很多时候这种

应用是不可持续的。

【Flavio…Villanustre】：

这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对

于数据处理的过程，让大家了

解我们所面对的挑战都有哪

些，数据来源非常非常多样，

是外部的来源，我们把这些信

息整合在一起，并且把这些数

据连接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数据分析的步骤。我们必

须要去识别数据实体的属性等

等，建立社会结构与模型，公

司才能够去真正地用这个数据

产生价值，避免一些负面的情

况发生。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

的数据源，也需要一个非常庞

大的系统来进行数据的处理与

分析。所以我们需要很多控制

的措施，同时，我们又需要提

高效率，不要制造更多运行环

境的负担。我们有自己的系统

做所有的处理。在大数据平台

上，在2000年时，就已经搭建

起了这样的平台，2011年时进

行开放，希望能够使技术更加

透明化，使其他人通过这个平

台做更多的创新。

可能之前的一些发言人

也谈到了数据管理的问题。数

据管理是关键，谈到数据管理

或者说黑客攻击的价值点的时

候，都要考虑到他最关注的

问题是什么？其中最关键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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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是必须要有能力追踪

数据，从它的产生到最后的使

用、处理，要知道它们来自于

哪些，经过了什么样的处理。

数据从安全性上来讲，也要了

解它整个产生的过程。我们也

会经常反思自己，一些新的数

据或者新的数据处理方式出来

之后，要考虑每一个问题，要

确保我们能够得到正确的答

案，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符合

我们对于数据安全的要求。

当然了，还有一些非常重

要的元素。因为数据的结构和

其他一样，它也有很长时间的

价值的产生，甚至由于法律法

规监管的需求，也会在后期产

生价值。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

知道数据需要在什么情况下使

用，然后什么时候要将它处理

掉。而且要在整个数据处理过

程当中，保证它的安全和合规

性。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

在系统里发出了一个删除数据

的命令，确保把这个数据的相

关连接等都能够删除掉。或者

什么时候这个数据是可以被复

原的，这些也会涉及到场景的

应用。

【Flavio…Villanustre】：

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匿名

化。把数据的标签删除掉，关

于个人的这些信息是不可以被

人们看到的，但数据的匿名化

是很困难的。有一些框架在过

去的几年当中出现，比如说20

年前广泛接受的匿名化的一些

方法，像K匿名现在也已经被

证明不是那么有效了。还有

一些其他新的机制，其中有一

个叫做差别隐私，差别隐私就

是在数据里加入一些噪音，这

些噪音可以去保护数据外部识

别，如果之前有过一些个人身

份的识别，仍然还是能够通过

一些方法来识别用户的信息，

所以说现在使用的差别隐私就

是希望能解决这些这方面的问

题。另外就是不要公开纯文本

的数据，所有的这些数据通过

散列的匹配，比如说银行帐户

余额的信息，你把信息进行了

加密，有人可能想从这个帐户

取钱的话，可以用一些匿名化

的方式，提取一些信息。比如

说你在不知道银行余额情况

下，也可以去验证这个信息是

否是真实的。虽然它不是一个

完全完美的信息，甚至也不是

说在所有情况下都能使用，但

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在这里我不想说得太多，

关于传统的数据安全控制，有

很多的方法都证明是很有益

的。但就像之前所说的，有的

是执行访问控制边界或者对数

据库表级别的授权，这些仍然

还不够，需要做更多，才能把

大数据安全性保护到位。

在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安

全边界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包

括物理的服务器，现在已经不

是数据传统的边界了，现在数

据的边界会更加广泛，很多时

候是由软件进行定义的。比如

说像一些计算机，它有很多虚

拟的事件，有一些连接也不是

说物理的电缆、线缆的连接，

关于安全边界的控制已经不适

应了。比如说像黑客可能攻击

的时候，会采用一些很巧妙的

方法，比如说在缓冲内存的时

候，甚至说你有一部分是加密

了的，仍然还有可能有这种漏

洞会让黑客有机可乘，它会去

篡改一些数据等等。

【Flavio…Villanustre】：

还有一些元素也需要，比如说

像授权检查，它的性能影响不

像数据处理级别那样的微不足

道，可以说它对于一些子系统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去进

行授权的检查。如果说你有几

万亿的记录需要去检查的话，

你可以想像，这也是一个非常

耗时的一项工作。另外一个，

数据丢失保护的效果比较差，

而且跨学科的协作也需要有更

多的人有权限访问数据的存

储，他们对于域名需要有一定

的知识。还有在虚拟化的过程

当中，也需要有很多专业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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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像跨学科的协作确实是一

个挑战，因为在整个协作过程

当中，也会涉及到很多数据安

全方面的风险。

还有隐私的需求也必须得

以解决。因为我们要有这个安

全性，需要做得更多，其实隐

私比安全性范围更广，比如说

它还涉及到一些法律法规等外

部环境因素。甚至有的时候还

要跨国、跨区域，保护隐私它

的定义需要作为你整个体系设

计的一部分。

其中一个技术就是我们在

整个行业的从业者使用数据标

识化，你可以保护一些敏感的

字段，或者说数据上加一些保

护的措施。有的时候，如果你

进行了数据的标识化，它的离

群值就没办法保护了。而且我

们进行保护身份时可以用差异

隐私，必须要了解整个技术的

好处与局限。还有一个就是要

进行哈希值的使用，也就是模

糊匹配。比如说单向腌制散列

法也是比较有用的，但它对于

模糊匹配会有一些限制，比如

说一些标识化的数据，你通过

哈希值来去保护，如果说你有

一些搜索值来使用的话，你就

没办法很好地去搜索。如果说

你想要对比一些词汇，即便只

是一个词，可能它们是近义词

不是同义词，但如果你用了这

种哈希值进行处理，可能这样

的一些对比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奏效了。所以这方面是需要我

们特别关注的。

【Flavio…Villanustre】：

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呢？

每天晚上睡觉前，可能午夜就

醒来，因为有很多事情干扰

你。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

样的在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

挑战，像GDPR已经出台了。

个人隐私怎么保护，这是个

挑战。在有些国家，对数据使

用设置了很多限制，这就涉及

到在何时能够对数据进行存储

和管理，并且怎么样对数据进

行限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可能需要对协同重新思

考，并且定期地进行检查。其

中一个挑战，像电脑，我们对

电脑装置也进行了一些改变，

比如说现在已经有了量子电

脑，计算机已经不再是传统自

卫的计算机，现在有了新型强

大计算的能力，就像右手边所

显示的这样，这样的电脑能加

工处理很多信息，同时进行海

量信息的处理，每一个信息单

位都能代表一种状态，或者对

同一信息各种状态进行处理，

我们必须要改造传统的密码，

因为传统的密码受到了当今量

子计算机的挑战。我们应该让

计算机能够以各种方法进行计

算，并且传统的加密密码已经

受到了计算能力新的挑战。量

子计算机也就代表着能够进行

双向的加密，这已经超越了传

统的能力，我相信在谷歌或者

其他的支持下，很快就会进行

商业化，也可能是五年之后我

们就会看到更多的计算得以实

现（在电子计算机上），这些

技术发展都非常快，很可能这

样的电脑就能超越以前很多计

算的能力。

我们还要关注信息数据

存储，有适当的存储方法才能

保证它的安全。我们在一定的

存储系统当中，该调用的时候

才能够安全的提取，如果你能

够以快速的方式来进行数据的

加密，那是很好的，现在能不

能做到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比如说区块链可能会让

一些数据成为公有数据，它加

载信息的能力和方式都值得我

们进行更多的研究，并且区块

链的帐本技术现在已经开始得

到很多使用。我们应该注意到

这些新的发展态势，并且持续

地进行技术实施方面进一步研

究，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各种各样的问题。密码看起来

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希望我们

能够不断地支持更好的加密密

码技术。

【Flavio…Villanus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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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

化，那就是对数据实施有了一

些新的限制，现在在公有云的

环境当中可以实现一些限制的

使用，比如说植入一些敏感信

息的技术，比如说把你的密钥

进行恢复，或者能够将这个技

术应用到你的内存当中。我相

信，在将来能够在这方面建立

一些标准。

时间确实太短了，这是我

的联系方式，感兴趣的话，希

望你们能联系我们，也希望我

们能相互学习。

【郎永淳】：谢谢Flavio…

Villanustre先生！接下来我们

会进入对话环节，接下来会有

一个小时时间围绕焦点话题进

行讨论，北京邮电大学杨义先

先生、刘东、崔宝秋、于海

波、陈晓光、GaryGuo。

【郎永淳】：我们接下来

讨论的话题更加具像一些，尤其

是针对各位所在的企业，研究的

一些话题，从个性化问题展开就

共性问题进行讨论，这个讨论是

非常非常短暂的，希望通过短暂

的讨论能够给在座的各位尤其是

通过网络直播以及没有来到现场

的各位带来一定的思考。第一个

问题想请教一下杨教授，网络安

全问题其实我们知道都是由人引

发的，刚刚很多嘉宾大部分都是

讲到，我们怎么样从技术方面解

决这个问题，可能往往忽视了人

的因素，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杨义先】：这其实是全

世界安全界被遗忘的一个很重

要的角落。全世界安全界都有

一个问题，大家都很重视技术，

真正的安全应该是由人、设备、

环境组成的一个生态链系统。而

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都会有问题。而这个

生态系统中最结实的部分是设

备，反而我们现在整个全世界安

全界把90%的精力花在了无数设

备（包括软件、硬件）上，在干

这件事。环境有些是不可控的，

最薄弱的是人，反而把人忘记

了。大家看所有的安全事件，第

一个重担都是人，通过人来倒逼

把安全系统攻破。怎么解决？人

什么最重要，是什么东西在支配

着人，人的心理在支配着人。所

以必须要对黑客的心理进行很

深入、很认真的研究。我自己

刚好就在很深入地研究人。

【郎永淳】：有什么初步

的结论？

【杨义先】：初步结论

很多。我专门出了一本书叫

《黑客心理学》，7月份有会

出来。首先结论就是黑客怎么

看人的？这要弄清楚，黑客是

攻击最薄弱的地方，最初人造

计算是按照人脑作为模特来造

的，而现在黑客攻击人又反过

来了，是把人脑看作计算机，

这个计算机，输入攻破了，让

你本来是A，你看成B，那你

就倒霉了。然后记忆、存储，

给你搞乱，让你理解错误，你

也会错。实际上网上很多钓鱼

的手法就是这种手法。我能够

整理出来很多很多都是这种技

巧，就是完全把计算机存储、

传输、处理、采集这样过程中

任何一个过程搞瘫痪了，人就

瘫痪了，作为用户或者管理用

户相应联系的系统也就瘫痪

了。

【郎永淳】：用户有办

法和黑客进行相应的抗衡吗？

或者说我们做好我们的防护工

作，需不需要有一系列科普的

条件与前提？

【杨义先】：那太重要

了。对付黑客，保护安全，技

术非常重要，管理也很重要，

法律也很重要，但这些成本都

是很高的，而且这些都是要

不断地改变、不断地升级换代

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最省

钱，效率最高，四两拨千斤的

东西，就是科普。

【郎永淳】：怎么讲？

【杨义先】：安全的科

普不仅仅是科普，它是对付黑

客最有效的手段。举个例子，

设置口令，如果大家都认为

随便设12345、设000，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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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口令嘛，请问如果都这

样的话，那黑客攻击起来易如

反掌。如果让大家知道，我设

口令应该注意什么事情，怎么

安全强度会大幅度提高。我用

一句话来说，对付黑客最有效

的手段是科普，当科普每增加

一分网络安全的强度会增加十

分，黑客攻击的强度会增加

100分。因为什么？因为黑客

攻击是哪个地方弱就攻哪里，

只要有一批人没重视这个事就

攻这批人就行了，反而攻哪儿

都一样，冲经济目的来说。所

以一定不要轻视安全靠谱。

【郎永淳】：除了7月份

马上要出来一本书之外，现场

还拿了另外一本书，《安全通

论》，这些基础理论知识不仅

仅是技术人员需要掌握的，也

不需要是管理人员需要掌握

的，每一个在网络世界当中的

人都应该或多或少了解一些。

【杨义先】：对，这其实

太重要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做

安全的，有一些话我就敢说，或

者说敢对自己要求严一点。比如

说《安全通论》，其实现在全世

界很多人号称做安全，但仔细分

析，没有一个人做安全。

【郎永淳】：这话怎么去

解读？

【杨义先】：大家都做的

不安全。也就是说病毒来了，

那我有一批人去杀病毒。

【郎永淳】：被动的。

【杨义先】：对，都是

被黑客牵着鼻子走的。整个安

全界都在打怪，就像玩游戏一

样，怪物出现了就去打。如果

这种状态下去的，攻守双方没

个头，或者永远处于被动，就

被他牵着鼻子走，所以这不能

算安全。我们如果比较一下，

现在全世界的安全界处于什么

状态？还处于春秋战国之前的

阶段，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

都在研究武器，我怎么打造一

把刀，怎么打造一个剑，到后

来孙子写出一本兵法，有了孙

子兵法，弱武器能打过强团队

了，安全这么一套统一理论，

就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按照这

样去打，就能以弱胜强，就知

道哪个地方是极限，我就找到

效益最高的一块去打，攻守双

方都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

整个最基础的，而且从人才培

养角度来说，现在做安全的很

多都是工匠思维，都是盲人摸

象，整个安全的态势是什么，

宏观是不太清楚的。

【郎永淳】：太微观了。

【杨义先】：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需要有一个很高的角

度来看森林。

【郎永淳】：所以还是需

要你能写出更多的科普文章，

带领我们看清这个森林。我觉

得刚刚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

思，所有人其实没有做安全，

并且现在处在一个春秋战国的

时期，如果在这样一个基本判

断之下，我们接下来还会面临

到一系列的跨境数据的流动，

面临个人数据的安全、工业数

据的安全等等一系列问题，所

以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埃森哲公司的刘东先生，您从

国际化视野来看，跨境数据流

动目前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吗，

面临障碍到底有哪些？

【刘东】：最近刚有一个

统计报告，1993年全世界只

有4个国家定义了属地保护规

则，规定了有些数据应该在本

国，不允许跨境，或者有跨境

的要求。这个数字到2013年，

是100个国家，也就是说几乎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对数据某

种类型的跨境流动做了某些规

定。我们觉得实际上对数据流

动来说，造成了某些阻力。

但既然有了这些规章制度，这

些法律规章，我们给企业的

建议要适应新形势，尤其是昨

天有了欧盟GDPR，看起来宏

观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在这样

大的宏观趋势下，要适应这个

潮流，调整我们的节奏。在新

的环境下形成新的竞争力，大

概有四个建议：第一，既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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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趋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整个

商业战略、数据战略应该有所

调整，有所新的规划。第二，

尤其是对大的跨国公司来说，

业务流、数据流应该重新审视

一遍，看看是不是要回避一些

不必要的跨境，尽可能满足各

个国家的数据跨境的要求。第

三，因为在上一轮的全球化

中，有一个很强的味道叫“全

球化”，我们现在想强调的是

在全球化和本地化的紧密结

合，因为你一味强调全球一个

大中心或者全球几个大中心，

这个思路已经没有办法适应

一百多个国家考虑数据跨境流

动限制这方面的因素了。我们

希望本地化，比如人才的本地

化和大意义上的全球化有所区

隔，在这些方面有所考虑。第

四，这也是我最爱的一个题

目，固然有各种各样数据跨境

流动的约束和限制，但是数据

流动本身创造巨大的社会价

值、人类价值这件事是毋庸置

疑的，现在也有N多新技术能

够帮助在合规合法前提下，继

续带来社会价值的数据流动。

比如说有个区块链的题目，解

释区块链题目之前，我想引用

360齐向东董事长的话，今天

说数据安全的时候，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是大数据的集中化，

这个现象和因特网设计初衷背

道而驰，当时是为了在原子弹

吸引情况下网络依然可以活下

来，为了达到这个设计要求，

IP网是纯分散化的网络，有非

常强的灵活性，去中心化的。

但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十年发展

过程中，由于技术水平的要

求，也是为了商业利益等等一

系列的驱动，演变的结果是在

一个去中心化分布式网络上形

成了高度集中化，甚至是跨越

国际、国家边界的大数据的集

中化。这件事延伸的结果就是

今天说的很多数据安全问题都

跟数据集中化、中心化密切相

关，要想在根本上解决数据安

全问题，我们得回到问题的本

源，有什么本身让数据去中心

化，能够分散化，和物理网络

能够有对应关系。我经常说人

类其实很幸运，有了这个问题

的时候带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技术，就是今天几位嘉宾提到

的区块链。区块链就是一种去

中心化的数据存储技术，除了

去中心化这一点，也能很好回

应大家说的数权或者数据权

利，这些归属权。其实数据属

于创造数据的人本身。所以有

了区块链技术，我觉得会有很

重要的技术机遇，解决数据安

全、解决跨境流动，解决数据

归属权的问题，让真正的数据

拥有者（这些个人、消费者，

产生这些数据的企业），把这

些数据当成自己权利的一部

分，利用这些数据以更合理的

方式，为自己为社会创造价

值。我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第

四个建议就是区块链等新技术

可能是解决现在很严肃、很严

重的问题的一个良药，我说成

是这样，舵手党和电商公司很

有可能摆脱现在舵手只能…舵

手的被藏命运，舵手党除了买

卖东西之外还可以分享到今天

大到无比强大的电商公司或者

中心化公司的资本市场上的溢

价。这样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

社区，因为买家和卖家除了买

卖关系之外，还可以在股权溢

价上有更好的协同关系，让社

会是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

【郎永淳】：从去中心

化到最后数据集中化，再到未

来的区块链解决去中心化的问

题。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关于技

术、模式的问题，更多的是基

于信息互联网，基于消费互联

网，其实今天在新时代去理解

数据，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生

产资料，所以要去看生产资料

的互联网，或者说是在工业互

联网的领域，产业互联网的

领域，数据的安全怎么样去保

护。刘东先生能不能进一步解

读一下，工业大数据和互联网

大数据区别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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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工业互联网和

消费物联网和一般的互联网大数

据有什么区别？我跟好多专家有

过交流，题目特别大，我只说我

观察到的一点，因为这是我们为

好多客户做服务中观察到的。我

说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就是人的融合上的区别。比如说

你在互联网公司或者我们做互联

网大数据类型的项目，我们项目

团队或者公司员工很少分成两

波，一波做互联网，一波做大数

据，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波的，

是做互联网上的大数据。但做工

业企业项目时，很容易地就能看

出两波人，我是领域专家，我懂

炼油、车轮、汽车等，你们是数

据专家，学计算机的，他们两个

是很容易形成两波。但是我从项

目经验，特别从项目教训上说，

其实这两波人如果能够融合起

来，能够创造出特别大的价值，

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彻底地解决这

个问题，释放工业大数据本身应

有的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

说我只说这一点，跨界融合说起

来容易，特别是工业生产的现场

其实是很难的，现在有一些改善

的现象，但还是有很长路要走。

【郎永淳】：但这个方向

是很明确的，虽然有很长路要

走，但必然要走。我们接下来

要问一下小米的首席架构师崔

宝秋先生，您认为国内在数据

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有哪些凸

显问题，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和建议？

【崔宝秋】：这个问题非

常大。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小米

负责人工智能与云平台，但是

不是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小米也负

责安全和隐私。我2012年刚加

入小米不久就成立了小米安全团

队，2014年就成立了小米的隐私

委员会。我也主抓大数据，数据

驱动、数据的重要性，我在公司

也特别强调。中间我发现了很多

问题，不仅是小米早期的问题，

还有整个行业的问题。曾经大

数据乱相，人们对隐私认识的意

识到不到位，最近随着中国网络

安全法的发布，随着昨天GDPR

的实施，我相信中国所有企业尤

其是互联网企业对大数据安全和

隐私都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

程度。但今天还是有很多问题，

包括对GDPR的解读做得到不到

位，其实整个行业中还是有很多

认知上的不同。企业之间共享数

据，如何共享，哪些是属于个人

的隐私数据，对用户意味着什

么，如何在尊重用户隐私的情况

下，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价值，让

大数据在AI时代焕发风采，其中

问题非常大。我觉得如果挑几个

问题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整个

行业能不能统一认识，统一一些

在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上的法律

法规，真正做到位。互联网行业

仅靠几家公司大的巨头推动，远

远不到位。这是第一个问题。

【崔宝秋】：第二个问

题，技术上还需要寻求各种各

样的突破。刚才讲了密码，传

统密码，几年前我就在讲哈希

算法、加密算法，有的是欧盟

早期就不推荐的，那时候还没

讲GDPR。我们很早就在公司

内部讲，MD5、哈希最好别

用，加密算法最后一步到位，

量子计算带来的挑战也需要

我们关注，当然有的看起来比

较远，但说来就来了。还有真

正做到数据共享，上一位演讲

嘉宾也讲了，数据共享在企业

间、企业与高校间、高校与高

校间的分享如何真正做到位，

脱敏，哪种算法是不影响数据

加工，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第三个问题，GDPR到底

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能真正

做到位，哪些企业说这一点绝

对做到位，也是有些模糊的，

尤其是在技术上，法规是一个

要求，技术能不能做到位，分

布式存储、分布式计算，如果

要满足这些数据主体的权利

（访问权、知情权等），也是

难度非常大的。

【崔宝秋】：重中之重，

我非常想强调大家提升对用户

隐私的尊重，能不能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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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用户知情，让用户知道这个

企业是在尊重他们，不让他们

担心，让用户真正放心，所谓

的“用户真正放心”，“对用

户信赖”，这才是所有企业都

必须关注的，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享受用户给我们企业带来的

大数据的红利，才能真正享受

大数据的价值，才能真正做到

人工智能的全面开花落地。

【郎永淳】：要想获得这

样用户的大红利，不能一直去

伤害它。

【崔宝秋】：对，有些企

业捞一笔就跑，用户会离他越

来越远。

【郎永淳】：小米在这方

面有什么经验教训？

【崔宝秋】：经验教训

都有。讲一些经验，有一些是

很早期的经验，四年多前我们

开始做的，今天我相信国内所

有企业已经不是四五年前中国

企业了。首先提升整体的隐私

意识、隐私理念。所谓从设计

着手的隐私保护理念不是那么

容易做到的。在一个公司里面

隐私和安全保护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大数据部门、云计

算、云存储部门，需要整个产

品部门等方方面面把控，什么

叫尊重用户隐私？搜集哪些数

据需不需要，有没有真正告知

用户，得到用户的同意。有没

有得到用户同意的前提下，才

和第三方分享，用没有告知用

户是如何用他们的数据，这是

每个企业应该注意的。这是小

米的经验。

第二，技术上一定要到

位。现在很多企业IT部门已经

被弱化，有云服务提供商，但

数据的传输、数据的存储、数

据的挖掘、数据的分享，这整

个数据处理流程、管理流程的

链条，中间有太多环节，技术

上做不到位，根本无法谈信息

安全、无法谈隐私保护。需要

每个企业都应该关注。

【郎永淳】：感谢您的分

享。GDPR就是欧盟个人隐私

保护条例今天开始实施。正式

生效了之后，对我们的安全企

业会有哪些机会与挑战，这个

问题想请教一下北京天融信于

海波董事长。

【于海波】：我简单说

一下数据，数据不同层面有不

同意义。数据对个人来讲，是

一种资产。资产其实是有价值

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网民忽

略了自身拥有的数据的价值。

数据同时对很多企业来讲，

其实它是资料，是生产资料，

现在已经是生产力重要的一部

分。数据对国家而言，它是一

种资源，是一种战略资源，就

像原子弹、核武器一样，所以

我们看数据，应该从不同层面

来看待它的安全问题。GDPR，

欧盟从个人隐私数据保护来说

的，实际上也牵扯到企业，牵

扯到了国家数据跨境流动。

我们也在做个人隐私方面的产

品，我们做手机上安全软件，

其实很多个人数据被拿走，都

是从APP上。我们也一直在想，

国家应该有规则去控制APP获

取个人数据的方式。比如说

社交软件要你通讯录数据是合

理的，比如说其他的数据，像

滴滴出行，你可以要位置，但

是我认为你不是社交的，没有

理由要通讯录的数据，怎么管

制？现在都是让老百姓自己去

选，其实有的很难选，有的还

选不了。我觉得从国家角度来

说，就应该控制APP，这个APP

是什么性质的，能最大获取什

么数据，有些数据你就没有权

利要求个人用户做选择。我想

说的是要去保护个人数据。我

们在座的每个人其实都没有

隐私，因为大家都在用大量

APP，都在购物。

【郎永淳】：我们已经都

透明了，360在做第三代所谓

查行为，你们做的是什么？

【于海波】：我们主要是

对2B企业、政府机构、商业企

业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当然

了现在的解决方案不仅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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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传统的网络边界，也是到云

端，也是到终端，到移动端，

其实涉及到网络安全，也涉及

到数据安全，甚至涉及到各式

各样的服务。

【郎永淳】：这是很有意

思的一个方向，首先是数据安

全，第二是云安全，第三是网

络安全，未来大概趋势是什么

样的？

【于海波】：根本的是数

据安全。我们刚才讲了个人、

企业、国家在数据中的位置实

际是越来越重要，网络安全根

本目的还是保证数据安全，当

然也包括大数据安全。数据安

全从技术发展来说有几个方面

需要注意：第一，既然做数据

安全，就要对整个数据可见性

（不管数据在终端还是云上还

是传输过程中）技术。第二，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加密技

术还是在数据安全保护上占有

非常重要的位置。第三，防止

数据主动或者被动情景下泄

漏问题，数据防泄漏技术。第

四，数据都有生命周期，在全

生命周期当中智能管控技术，

我认为这是数据安全中的核心

发展技术。

【郎永淳】：接下来问一

下陈晓光先生，如果举三个热

点的话，您认为未来网络安全

热点是哪几个？

【陈晓光】：整体网络空

间安全。这是比较大的范畴，

以前讲安全都是小安全，主要

是企业安全、局域网安全、个

人计算机安全，现在不一样，

现在讲安全是大安全，国家网

络空间的整体安全。包含内容

非常多，既包含了公共互联网

网络，比如说移动互联网、固

网，其次是关键技术设施的安

全，比如说国家一些云等。第

三，还包括了重要信息系统的

安全，比如说重要的企业使用

的关键信息系统，党政军重要

的信息系统，带有生命信息的

信息系统，带有重要数据的信

息系统，都属于网络空间安全

的范畴。网络空间安全是未来

一个最主要的热点。

其次第二个，我想的就是

数据安全。在数据安全里面，大

家都在强调个人隐私的数据安

全，为什么大家都关注个人隐私

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大家都在说大

数据，大家都认为大数据是一个

金矿，对于金矿而言，不懂的人

就是一堆石头，懂的人来讲可以

用这些石头冶炼出各种各样的贵

重金属，但冶炼的过程是需要成

本的，但恰恰相反，个人隐私数

据其实它有点类似与矿石中的原

生矿，不需要加工就可以产生出

价值，这是个人隐私数据受到关

注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

个人隐私数据应用的效果应该是

立竿见影的，或者说是非常简单

粗暴的，比如说我拿到了你的个

人医疗信息，我可以直接跟你推

荐各种各样的药品，我拿到了孩

子信息就可以推荐各种各样的教

育资源。第三点，个人隐私受到

大家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个人隐

私一旦被滥用之后，后果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甚至直接关系到公

民个人的经济利益或者是生命财

产安全，比如说大家都熟知的目

前比较猖獗的通信网络诈骗以及

空姐遇害事件，都是个人隐私泄

漏之后导致非常严重后果的反面

例子，这是个人数据安全。

第三点在安全领域的一个

关键词可能就是工业互联网的

安全。因为工业互联网安全其

实十年前就有人提，但最近这

一两年大家提得更多。我觉得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系统已

经从传统的封闭、扁平走向了

互联开放，它已经变成了互联

网+新兴制造的产物，这里面

融合了包括人、设备、服务、

产品在内的一个泛滥化的网

络，使得原来的工业网络从传

统机械化向高度智能化、数字

化、网络化进行转变。所以在

转变过程中，原先工业控制系

统所面临的一些IT层面安全风

险就被引入进来。工业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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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业控制网络、工业互联

网如何有效面对OT和IT结合之

后的新兴安全威胁，怎么样有

效对威胁进行相应检测、预警

和处置，会是未来几年第三个

安全热点。

【郎永淳】：这三个问

题提示得非常好，当然在解释

过程中已经讲了怎么样构建网

络空间安全体系，怎么样保证

数据安全方面重点做好个人

隐私的防护。当然很重要的一

点也做了提示，未来我们在

工业互联网方面怎么样去做好

相关的安全防范工作。最后一

个问题想请教GaryGuo先生，

Webroot威胁与督察平台最架

构师，大家都知道Webroot是

亚马逊云日志安全最大的服务

提供商，我们知道即将达到百

亿级数据量，这个压力是非常

大的，你们是怎么应对数据存

储与分析挖掘需求呢？

【GaryGuo】：非常高兴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非常惊讶

您说Webroot大家都知道，我在

外面跟工作人员聊天，他说您

从什么地方来，我说Webroot，

他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我说

你知道360吗？他说我知道，我

说我们是美国的360。齐总对安

全智慧平台整个流程的看法，

跟我们非常想象。您提到的安

全数据的处理，没有格式化

的数据处理的采集，跟三年前

比，当时采集量是一天3亿多个

记录，现在发展到每天都是30

亿以上的记录，数据量的增加

对我们数据安全智慧平台处理

能力来说，每天都是挑战。另

外一点，可能跟国内安全软件

公司不一样，Webroot在全球有

9个分公司，同时产品提供给全

球欧洲、澳洲、亚洲东京、南

朝鲜、新加坡、北美洲，所以

它的智慧数据提供平台是在全

球分布的。

另外，数据采集本身也

是从全球采集。处理这么海量

的数据，我们发现有任何数据

威胁信号时，要在2分钟之内

反馈到智慧平台，同时反馈到

用户手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

有挑战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采

用的手法是什么？十年前我们

就是亚马逊最主要的用户，我

们跟他配合了十几年，在大量

数据流程中，都是用的亚马逊

的技术。首先非格式化的数据

在全球，就近安置了非常多的

“数据壶”。处理非格式化的

数据怎么做，先在数据壶里进

行处理，进入亚马逊提供的数

据后端，然后处理成可用数据

的数据库，这是非常关键的，

每天数据量这么多，能不能在

实时的情况下，把数据植入到

数据库里，这个点我们做了三

个月的产品评估。有很多国际

著名公司，像谷歌公司等等，

后来我们发现至少三年前，实

际上这些公司虽然非常有名，

但他们在面对数据量表现和收

费方式方面，实际上都跟我们

的商业形式不是特别吻合，有

的是表现不好，有的是价格太

贵（比如说按流量收费），这

就妨碍了我们使用这些技术。

我们经过了三个月的考核

以后，打算从考核的名单里选

出一个性能比最好的技术，就

选择了中国的易精杰，他们是

表现最好的。

【郎永淳】：各家企业都

在做相互的防护工作，尤其是

在法律大的框架之下，来做一

系列技术。作为每一个个体、每

一个企业，都在构建数据安全新

秩序方面也会在未来作出新的推

动。这也是今天在坐而论道的环

节之后希望得到的结果。非常感

谢台上六位嘉宾做的一系列分

享，尤其是做了相应的提示，也

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再一次

把掌声送给他们。

现在我也宣布数据安全

高端对话：构建数据安全新秩

序所有的环节都已经圆满结

束了，感谢您的参与，谢谢各

位！

来源：http: / /zb.gywb.

cn/27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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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5月27日…09:00--11:3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国际厅

论坛简介：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

得感、幸福感，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本次“大数据+大健康”高峰对话讨论的核心议题。

论坛名称：“大数据+大健康”：
构建公平普惠健康新模式

大数据＋大健康：构建公平普惠健康新模式（直播内容）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

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

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

来到有着“中国数谷之称的贵

阳，出席我们今天的“大数据

+大健康”高端对话活动，我

是人民网主持人王婕，首先欢

迎大家。

最近三年每年都有一个关

键词，大家知道是吗？2015

年的关键词是“互联网+”，

20 1 6年的关键词是“大数

据”，2017年的关键词是“人

工智能”。

可以说互联网是基础，有

了互联网才会有大数据，有了

大数据才能有人工智能。

近几年，也是随着互联

网+模式在各个领域的深入发

展，可以说互联网医疗已经逐

渐走进现实并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4月1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时，确定发展“互联网+医疗

健康”的措施。可以说，“互

联网+医疗健康”作为大数据

技术重要的应用场景和落脚

点，也是能够更好缓解人民看

病就医难题、提升人民健康水

平的重要措施。

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技

术，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也是我们本次高

端对话所要讨论的话题。

【主持人】下面，请允许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出席活

动的各位嘉宾和领导。他们分

别是：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

世杰

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

玉海

贵阳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

社贵阳市委主委…田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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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雪

峰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

据学会会长…金小桃

美国两院院士…医渡云首席

数据科学顾问…王永雄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执行

主任…董盟君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孙阳

参加今天活动的还有健康

医疗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

家，以及我们50余家主流媒体

代表，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

世杰上台致辞，掌声有请！

…【王世杰】尊敬的小桃

会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

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

午好！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各位

领导、嘉宾、企业家朋友们荣

聚爽爽的贵阳，参加2018年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这是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

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

字中国、健康中国的一个具体

行动。在此，我谨代表贵州省

人民政府向远道的嘉宾表示热

烈欢迎！支持贵州发展的新老

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贵州是中国革命的福地，

是生态保护的绿地，也是投资

发展的宝地。近年来我们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指导，牢牢守住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经济社会

发展呈现出稳定有进，转型加

快，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

好态势。今年4月11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博鳌，落成国际

医疗旅游新型区规划管示指

出，要做身体健康的民族。同

日，李克强总理在考察上海华

山医院，要让更多普惠医疗服

务人民。提出大力发展互联网

+医疗健康，不断提升公共卫

生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

化的时代。贵州将大数据、大

健康作为姐妹篇加以推进，目

前全国首个省级政府和企业的

数据统筹重组、共享开放和开

发利用的，医用服务平台云贵

州已建成，三大电信运营商国

家级中心建成，华为、高通、

苹果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成功落

地。覆盖四级的医疗服务体系

在全国率先建成，为我省大数

据+大健康的融合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大

数据+大健康高端对话论坛，

交流研讨如何有效的利用大数

据技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

将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

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引

领大数据产业的转型升级，提

升、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具有重

要的意义。我们将以本次论坛

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数字中

国和健康中国战略，全力推进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西部中心

及产业园区的建设，不断深化

远程医疗服务，加快发展智慧

健康产业，建立大数据+大健

康的服务和支撑体系，更加精

准对接和满足群众多层次、多

样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让

老百姓真真切切享受到大数据

+大数据创新成果带来的健康

红利。

在此，我真诚的向在座

各位嘉宾、朋友发出邀请，通

过你们向大数据、大健康领域

的企业领袖、专家学者发出邀

请，邀请大家共商共建。

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取得

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省长的

精彩致辞。通过刚才王省长的

讲话，我们可以看到贵州正大

力发展大数据和大健康产业，

也希望通过这些发展为老百姓

带来方便和实惠。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

据学会会长金小桃做主题演讲

《大数据…大健康…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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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桃】女士们、先生

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来到贵阳参加2018

年的数搏会，对昨天的开幕式

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

专场大数据、大健康，特别是

构建公平普惠健康新模式这个

主题，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这

个题目，昨天晚上我又对原来

的PPT进行了思考，并且重新

修改。

大家这么关注大数据、大

健康，无疑是对我们卫生领域

的一个鞭策、鼓舞和激励。昨

天晚上我在改稿子的同事，跟

委里面的同事一起商讨，怎么

把今天的演讲，把能够表达的

内容，尽量有所表达，不当的

地方我们会后再讨论。

这次的题目非常好，刚

才我又看了一下小册子，主办

者和贵州省委省政府、贵阳

市委市政府，他们提出全球视

野、国家高度、产业视角、企

业立场，国际化、专业化、高

端化、产业化，这些提法、这

些理念我感同身受。因为在推

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的过程当中，

这些理念是展示出来的光芒和

对未来事业产业的发展，都是

非常重要。所以我深受启发，

大家如果有小册子，可以看一

看。

根据中央的正确决策部

署，颁布的系列文件，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会议

和重要场合，对大数据、大卫

生所出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我觉得要落实以上的

理念，真正构建公平普惠健康

新模式，必须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大卫生、大健康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和重要论述

的思想精髓。以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增强事业发展，

深化医改的新动力，促进数

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目标，

以人民为中心，顺应大数据新

时代要求，以健康中国建设为

主线，以健康医疗大数据为引

擎，以创新互联网+服务新模

式为路径，以优质医疗资源供

给侧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

建设完善做保证，广泛动员深

化改革，促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大数据应用取得新成效。以

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

业态来促进健康事业产业的双

跨越，才能够推动构建公平普

惠健康新模式。把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建设健康中国推向一个

新的水平，从而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扎实

的基础。

【金小桃】这是我们最

新的学习思考和总结出来的一

段话，作为对这次大数据、大

健康高端对话的一个理解和认

识。

借此机会，我向大家报告

三个方面，简单的意见，不会

长。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推进卫

生事业取得新的进展。习近平

总书记对于大卫生、大健康，

对人民健康的这件事，具有着

家国情怀、世界眼光、战略前

瞻，为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指

明了方向。总书记在调研、在

会议、在论坛，以及许多场

合，对此问题都做了非常多的

重要而切中实际，和具有可操

作性的这么一些重要讲话。大

家耳熟能详的，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大家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当中，能够看到

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

群众提供全周期的健康医疗服

务。在博鳌论坛，大家一定也

能看到，他在参观现代国际医

学中心的时候，讲了一段话，

说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

健康是把人民群众获得感、安

全感、幸福感的基础。他说要

大力发展健康事业，做身体健

康的民族。这些话我用前面的

家国情怀、战略前瞻、指明方

向，我觉得非常符合总书记对

我们的指示和要求。

这次卫生计生委更名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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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健康委，并做了相应部门职

能调整，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就说明了中央对人民群众健康

这件事的关注，到了一个新的

阶段。所以很多同志采访的时

候说，改了卫生健康，在卫生

健康大会上总书记用了三个多

小时的时间做了重要讲话，

他当时就提出来非常鲜明的观

点，要求卫生计生系统以及相

关的部门，因为健康这件事涉

及到20多个部门，说你们以治

病为中心向人民为健康中心转

变。我们系统有1100万医务人

员，为13.9亿中国人，包括在

座的各位。作为健康卫生的主

力军，不能整天忙于治病，治

病为中心转变为健康为中心，

预示着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

1100万同志为中国人民卫生健

康事业，特别是健康的问题上

面，要出新招、出实招，从而

才能解决看病就医的问题。同

时，总书记又强调一个问题，

这是在他最结束语的时候，讲

了优质资源什么时候能够真正

下沉到最最基层的老百姓身

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公平普惠健康新模式。所以我

说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记

住，总书记的要求、中央的要

求，就是我们行动的方向。中

央高度重视，作出了一系列正

确决策部署，发布了一系列的

重要文件。

【金小桃】刚才我们主

持人讲4月12号李克强总理主

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意

见》。但是这件事的背景远远

不是在4月12号那时候我还在

任，没有退出领导岗位。那天

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后，2017

年12月份，李平同志走出会

场就打电话，让办公室通知金

小桃、马晓伟不要吃中饭，等

着他，回来以后跟我们讲了总

理在总结常务讲话要求时，明

确提出以最快的时间、最高的

效率马上完成互联网+医疗健

康服务这样的一个文件草拟。

从12月底到4月份，我们就，

完成这项工作，在4月28号，

五一节前期这个文件就颁发

了。它对未来整个医疗卫生健

康服务新模式有哪些重要的引

导性的、方向性的东西，稍候

跟大家介绍。

克强总理在全国卫生与健

康大会上发出号召，要把健康

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重要支

柱产业。大家看大数据、大健

康，刚才我讲的理念当中，还

有产业化的问题。重要支柱产

业，就意味着它至少要在国家

年度GDP当中占有10%以上

的份额。按照2017年82万亿

的GDP，最起码要在8万亿以

上。所以蓬勃发展，这个空间

无限巨大。这次产业博览会，

我希望大家把眼光聚焦、关注

培育和发展健康产业。

孙副总理在赶浙江调研

以后，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统

领医改各项工作，积极发展

互联网+医疗健康，加强质量

和数据安全监管，促进卫生健

康服务，共建共享，智能便

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竺院

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卫

计委主任李主任都对健康医疗

大数据、互联网+服务这件事

高度重视，都作出了重要的批

示和指示。国家健康卫生委确

实贯彻、狠抓落实，马主任亲

自出席启动会，并讲话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正确责任

感、使命感，加快推进互联互

通，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等

等。所以面对大数据的机遇和

挑战，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认

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卫

生健康全行业和各相关部门，

以及我们全体人民群众拥抱大

数据，利用大数据，发挥大数

据，努力使大数据作为健康事

业产业发展的新引擎，为推动

事业产业的新进展构建公平普

惠健康新模式，奠定扎实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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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金小桃】二、以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为主线，实现互联

网+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的新

发展。

这个里面有两件事，在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总体的

部署和框架内，第一件事要准

确把握理解健康医疗大数据，

及其应用的含义。我们现在对

健康医疗大数据，即将出来的

一本书，定义是这样来做的。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只看成卫生

健康一家的事，这是全体中国

人民的事。这个定义是讲，

涉及到人们在生命全周期、生

活的全方位、生产的全过程

中，所产生发生以及交互产生

延伸的，关系到生理、心理、

行为、饮食，甚至于一系列其

他行为，包括环境、社会等信

息和数据的总和。所以这个数

据的总量，我们经过测算，到

达我们人口高峰，要达到ZB

以上的级别。为什么这么大？

每一个命名个体，对于我们这

项事业来说，都是无比宝贵的

财富，因为每一个生命体的不

同，和它的独特性，以及在流

行病学发展，疾病谱发展和生

命科学，甚至于到各种组学的

技术发展过程当中，都会起到

不同的形式的相关的决定性作

用。

最近颁布了罕见病有关的

资料文件，罕见病为什么会引

起我们的重视？虽然在现实现

刻它是罕见的，但是在某种时

点上，它既是对罕见病个人和

家属的一种巨大痛苦；同时，

对生命科学的发展，从组学的

角度，从免疫的角度会发现一

系列的相关机理，甚至于触

发到其他方方面面常见病的问

题、流行病的问题、传染病的

问题。因为现代的生命科学已

经更加广泛联系，不像过去，

即使是我们所谓辩证全面的医

治方法，但是由于方法上和手

段上的局限，我们不可能详细

的、精准的知道人体全面辩证

的病因之间的关系，而今天不

一样了。我们的基因组学、我

们的干细胞疗法、免疫组学等

等方面的发展，使我们对人体

的精准化掌握已经达到一定的

水平。当然我也一直强调，远

远没有达到。所以现在马上就

讲整合医学，或者说否定我们

精准医学，都不是最好的理念

和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或者用量子力学的方法，

现在量子很热，一定是精准医

学发展到绝对的高度，才能有

我们整体辩证医学整合的最后

辉煌。不把每个细节都弄清

楚，现在总体的这些思想和理

念难以落实。

所以我觉得现在健康大

数据要涉及到方方面面，让每

一个生命个体生命历程更加清

晰，每一个生命个体作为一部

机器的每个零件，精细的、精

确的描述，以及它的状态达到

一定的高度，最后才能对生命

科学集大成，才能展示中华民

族中医辩证观的伟大。但是今

天还远远没有达到，包括中医

自己，都处在一片混沌中。传

统的中医方法，学中医的学生

能够像学藏医一样吗？我们

去西藏，去藏医学院参观的时

候，每天早晨藏医学的学生捧

着3本书背、读，为什么？传

统必须坚持，没有传统，没有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完全拿

来就用的观点，不可能对传统

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变化。这是

题外话，但是因为讲到这个点

上。

对于健康医疗大数据来

说，正因为它对每个生命个体

的关注，以及相关数据暂时不

可或缺，它的量非常大。用陈

竺副委员的话，宏大的数据

量必将形成宏大的效益，产生

宏大的产业。我看了一下，

在这次博览会上同时还有智慧

健康。所以我想，这个是关于

健康医疗大数据，大家一定不

要以为就是看病时候的这点数

据。随着穿戴、传感和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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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大家对

未来大数据的贡献是需要人

人，同时也是人人需要，这么

一件事。它的终极愿景，是建

立全系数字人，在未来国家大

数据中心，健康医疗大数据中

心，我们在座的各位，全体中

国人民都有一个全系数字的你

在其中。这个全息数字人将会

把你所有搜集到的数据汇集成

健康医疗方面对你的一些指

导、一些警示、一些提示、一

些借鉴，从而使你能够更加健

康长寿美好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这是终极愿景，具体不展

开说。

【金小桃】关于促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是我讲的最主要部分。这个文

件写的非常好，虽然时间短，

但是文字简洁明了，指导思想

明确，而且可操作性强。一共

3章，14条意见，包括3个方

面。

第一个是服务体系的建

设，刚才我讲的体制机制上的

问题，没有服务体系的创新，

就不可能有互联网+医疗健康

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

体系。所以我们原来的这些服

务体系必须围绕着新的模式来

展开。

第二个是支撑体系，这

个支撑体系是非常重要，服务

体系建立，没有支撑强有力

的保障，那也是很危险。包括

标准的问题，包括规范的问

题，很多专家都提出非常好的

建议，集成在这个里面，体现

出包括像互联互通，包括政策

法规。昨天我看到欧盟公布关

于一般数据的安全管理规则，

强调属地主义和属人主观主义

的原则。我们在座的市场主体

你们一定要注意了，属地主观

主义、属人主义，那个词可能

是翻译过来的，不在我的土地

上，但是违反欧盟的管理条

例，对不起，照样抓你，这是

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国

家试点，包括我们在贵州省，

刚才王省长讲了，确定为健康

医疗大数据西部区域中心，在

6月上旬，我刚才跟王省长沟

通，国家要在这儿举行省市共

建和贵阳市与第五集团授权迁

移协议。第五集团是上海市人

民政府军民融合基金、网信基

金，组织起来承担西部中心建

设的一个大数据集团公司，6

月份准备签约。目的是为了把

中心建设好，标准规范先行先

试，来推动我们支撑体系的强

化。

第三个是加强行业监管

和安全保障。这也是非常重

要，我刚才讲安全保障，我们

相应的管理办法，初稿已经

出来了，现在看了欧盟的这

个，我们将会吸取相关有益资

源。因为医疗大数据涉及到国

家的战略安全，涉及到国家的

生物安全，涉及到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隐私保护，以及本

身大数据的安全。一个错误的

案例，一个错误的治疗方法，

会导致我们这个人得到错误治

疗易于，甚至于丧失生命，这

是非同小可。我希望我们企业

共遵守安全规则，在没有安全

的情况下，你们慎用所谓的数

据。开放的数据国家一定会全

力开放共享，但是数据得分层

次管理、分级授权，这已经在

国务院的文件当中都是明确写

到。我曾经约谈过某公司的中

华大区总裁，当我们发现有些

境外，存在境外的服务起的时

候，及时给予警醒提示。最后

这个公司整改还是挺好的，这

是举一个例子，希望大家对安

全问题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

后果自负。因为在国务院常务

会议讨论47号文的时候，每

一个国务院领导都谈了这个问

题，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从常

务副总理开始一直到国务委

员，最后克强总理做总结的时

候也强调这个。我们只有在安

全的情况下，保证质量的情况

下，才能把这件事贯彻落实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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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助大数据应用的

国家试点，针对面对挑战和问

题发力，解决重点、难点、痛

点，就是要以国家试点工程和

省级示范应用为抓手，开创联

合创新，共享共赢的新局面。

国家从2016年年底开始，

已经在江苏和福建第一批进行

了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试点，

去年年底扩大3个省，又在山

东、安徽、贵州，一共7个

市，开展试点工作，取得积极

的进展。所以大数据和互联网

+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

相促进，有互动发展的这么一

件事。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合为

一件事，借助国家试点，有几

个好处：

试点有很好的顶层设计

方案，同时又有我们五大集团

的投入，这五大集团是分别是

第一集团承建福建南部区域中

心，第二集团承担安徽中部

区域中心，第三集团是承担我

们山东为主的北方中心，第

四集团是承担江苏为主的东部

中心。我刚才讲的第四集团是

承担落在贵州省贵阳市的西部

中心。建成以后，刚才我讲，

从集成的数据，我们西部将有

五到六个省汇聚到西部中心，

因为31个省区市，5个中心大

概平均是6个省左右。当然也

要根据人口和相关区域特色来

汇集这些数据，由国家统一搜

集各省数据以后，存入5个中

心，最后形成1个国家中心，5

个区域中心，N个产业园区的

建设构架。从而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应用产业发展，以及社

会管理和方方面面的，包括优

质资源下沉，等等这些新模式

的建成。也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的实现，培育作出贡献。

所以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

措施，推动我们健康医疗互联

网+的服务和大数据应用，最

后为实现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应

有的贡献。

具体的一些举措我就不

多说了，其中有一个最新的，

可能我们要在全国评估的基

础上，启动省级应用示范的项

目，也是主要在于推进大数据

应用和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

的发展。从而为构建公平普惠

的健康模式，为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作出新的贡献。也希望全

体人民群众都来关注和都来支

持这个事业，为人民群众普惠

性，包括知识普及，作出更多

的部署。大家一起努力，为实

现今天对话的主题，为了全体

人民的健康，作出我们应尽的

贡献。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谢谢！

【主持人】感谢金会长的

发言！为我们解读“互联网+

医疗健康”政策实施的相关背

景，更明白实施这个战略的重

要性。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

美国两院院士…医渡云首席数

据科学顾问王永雄做主旨发言

《医疗数据管理如何帮助医疗

大数据创新》。

【王永雄】尊敬的王省

长、金会长，各位来宾、先生

们、女士们，大家好！

我叫王永雄，我在香港长

大，美国念书，现在在斯坦福

大学学。我第一次回到中国讲

学大概是1988年，很多年前。

这么多年差不多每年都回来几

次，跟国内院校、跟产业都有

很好的互动，长期的合作。也

目睹中国在科研、技术产业上

巨大的进步，和成果。今天非

常荣幸，很高兴受到大会的邀

请，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谈一下

我对中国医疗大数据发展的现

状跟前景的一些看法。

今天讲的主要是临床医疗

数据，以电子病历为主要代表

的数据。这个数据是在医院，

是在医疗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

记录，因为我的国语有很浓的

广东话口音，讲的不通常的地

方，在这里请大家多多包容和

见谅，但是我还是尝试用普通

话做演讲。

这种记录数据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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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政府和卫生部门、医

院管理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作

为一个科研人员，我特别关心

这种数据在科研上的价值。我

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数据就

算是非常简单的形式，但对医

生有价值。这里可以看到有50

个人，知道每一个人都发生过

什么疾病，这种数据可以从电

子病历里很容易获取。但是值

得注意，只有疾病的名称，根

本不知道是什么疾病，只知道

每一个人发生了疾病1、疾病

2、疾病3。就算这么简单的数

据，通过人工智能统计学习种

种的方法，但是已经可以获得

医学价值。

刚才金会长讲到罕见病

和常见病的问题，我这里有一

个表，常见病跟罕见病，这

里横向是常见疾病，比如心脏

病，它跟罕见病的误诊率高低

比较，我们得到这个图，从发

病数据里可以和容易找到。如

果我们看两个常见病，这是两

横，两横中间如果是很相似，

我们知道这两个疾病可能有一

点关系。这是我们从常见病

跟常见病之间相似的关系，可

以通过统计学的一个演算法，

得到下面的矩阵图，来表示常

见病跟常见病之间的关系。我

们发现这类表出来得到一个结

果，跟医学上的认识是完全一

致。比如影响脑袋的疾病在一

起，所有的肿瘤也在一起，没

有任何医学尝试的情势下，根

据大数据，只要样本够大，我

们可以得到很多医学上有价值

的信息。

如果我们知道常见病跟

罕见病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可

以得到更好玩的东西，罕见

病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基因变

异出了问题，如果某一个基

因，比如说IGHN基因发生严

重变异，影响基因，或者失去

它应有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罕见病，比如先天性白血

病。我们从图里可以看到，白

血病跟局部性场源有一定关

系，我们可以推出常见病跟基

因的关系，可能会影响常见病

的风险。这个信息在医学上非

常宝贝，但是需要大样本。举

例，用两个医学院的数据，几

十万的数据，得出来结论。罕

见病包括几百种，为什么呢？

几十万的病人里面，不可能把

所有罕见病都包含，罕见病有

一万多种，我们要非常巨大的

数据量，这是很简单的例子。

例子里用到非常简单的有结构

化的顺序，比如像疾病的代

码。电子病历里的顺序远远比

结构化代码多得多，这种结构

化数据从医疗保险支付里可以

得到，如果要得到更有价值的

数据，我们很可能要看电子病

历。这里有一些顺序是电子病

历里有的，有疾病代码、性别

等等简单结构化的信息。也有

大量的文本，比如说病人什么

地方出了问题，感觉怎么样，

或者是家族史、疾病史、免疫

史等等，这种东西很可能都是

文本的，不是结构化的。还有

医学影像，像MIR，这种是图

片，不是结构化。分析这种数

据比较有挑战性。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中

国，中国很多医院都实施了电

子病历，美国每一年政府津贴

医院建立电子病历方面的花费

是巨大的投资，里面有非常大

的价值，今天我们来看怎么挖

掘这些价值。

有两个问题，一是基本

数据部结构化，不可计算，也

不联通。二是产业生态上的

问题，缺乏贡献机制，社会认

可，或者清楚的监管法律。

【王永雄】为什么基础数

据复杂不可计算呢？其实很简

单，因为医疗数据分类很多，

范围很大，医院里各种IT系

统，有很多，可能有十几种，

医疗影像是一个系统，电子病

历又是另外一个系统，检验设

备的数据也很复杂，造成数据

不可计算，难以结构化。更大

的问题是每一个医院都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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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厂商，医疗IT系统厂商

在国内都有几百家，每个医院

用的系统都不同，可能同一个

电子病历系统有一二十个供应

商，这些数据汇集起来是非常

大的挑战。

我用医渡云公司建立的系

统来探讨克服这些痛点，医渡

云建立平台叫DPAP，这个平

台做什么呢？如果有一个医院

愿意跟医渡云合作，或者是用

它的平台，可以把它的数据经

过清洗，结构化、标准化，质

量的评估可以反馈到系统，最

后变成可用的数据。数据要有

标准化，如果两家不同的医院

都建了这个系统，它们之间的

系统可以互通。这一部是非常

复杂的事情，但是基本上已经

做完了。

如果数据已经标准化，可

以共通，如果在A医院开始，

中间换到B医院，最后换到C医

院，可以把单一化的数据整合

起来，做成数据整合，做医疗

健康档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情。

科研医学或者是药物研

发的角度来看，只有单一环节

的数据还不够，需要大样本的

数据来支持人工智能和统计学

的算法。这里面要解决共享的

问题，要有能力扫描系统里所

有人的数据，这个事情需要授

权，要政府授权什么情况可以

做，什么情况不做，也需要社

会大众认可这个事情是有意义

的，不然他们不愿意把医疗数

据用来做这个事情。首先要克

服数据安全，里面敏感数据或

隐私数据要有保护。平台里面

也有种种功能，可以让我们

把敏感数据脱敏，数据传到共

有云里要先做脱敏，敏感数据

要加密隔离储存。医院和卫生

部门要管理授权，无论政府的

政策法律怎么样，在法律之外

医院有自己的授权系统，可以

在平台上灵活实施，要有权限

管理的功能。最后还有溯源追

踪，可以看到是谁看了，可以

查找到人。

医渡云平台有十几亿的医

院电子病历，跟医院有合作，

有一些重要疾病，胃癌或者是

糖尿病成立专家小组，尝试建

立专业病种里的特定模式。比

如说也可以做药物不良反应，

想知道真实的应用会不会产生

问题，也可以用这个系统来实

施监控管理。

医渡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

系统，可能是其中做的比较全

面、比较大的系统。在系统的

支持下，医疗大数据创新、产

业创新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和生

态环境。生态环境包括很多方

面，医院跟医联体可以用这个

平台来做医疗方面的管理，加

强管理。卫生部门也可以用这

个平台来加强管理，药厂跟医

院也可以合作用这个平台来做

药物研发，保险公司可以基于

数据来评估风险、评估药品，

或者干预有效性，真实使用场

景的有效性。这个系统可以以

患者为本，建立全方位、全系

健康医疗的档案。

结语，在这个领域中，

我个人认为中国可以走到世界

的最最前面。因为两方面，

这是一个新领域，大家都是差

不多从零开始，世界上有一

些国家，比如英国和冰岛他们

有全民的健补系统，数据都

是国家的，但是因为它们的人

口太少，这些数据远远不够。

比如大的国家，像美国它的医

疗系统很分散，每一个医疗系

统自己的数据都是围起来，不

共享，而且政府也没有能力让

医院分享数据。中国有几点优

势，一是人口大，样本量大，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二是地

方政府、中央政府也有能力，

也有医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

我觉得最后成功的机会非常

大。我期待几年后看到中国站

在最领先的位置。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院士

的精彩发言。听完王院士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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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通过医疗数据的应用创

新，能更好推动产业生态良性

发展。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人

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执行主任…董

盟君做主旨发言，有请。

【董盟君】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有机会在2018年的

数搏会上聆听各位专家关于健

康医疗大数据与公平普惠的话

题，我来自媒体，我想从媒体

的角度谈谈我们对这个话题的

了解、思考与做法。

刚才金小桃会长提到近

年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不断在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把人民健康作为全民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要内容。李克强总理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

申。目前发展健康医疗大数据

既有国家政策支持，也有着

深厚的群众基础，从信息化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医

疗领域技术革新的推进进程来

看，医疗技术、大数据技术全

面融合的互联网+……医疗时代已

经到来。当前健康医疗越来越

受到公众的关注。医疗健康大

数据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

略资源，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

视。近年来政府出台多项政策

来推动医疗服务机构的信息化

建设，为医疗大数据的应用营

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我国在健康医疗大数据领

域，已国有资本为主体，已经

初步形成国家主导的几大集团

公司的格局，刚才金会长也提

到五大集团去搜集健康信息，

体现国家对医疗大数据发展的

重视。而且根据部署，医疗健

康大数据的中心国家试点已经

分两批，分别在福建、江苏，

以及山东、安徽、贵州等省份

开展，正式进入落地实施的阶

段。与此同时，一些民营资本

也进入到这个领域。

可以说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潜力巨大，服务对象包括居

民、医生、服务管理机构、共

够健康。目前医疗大数据涉及

疾病诊断数据、居民行为健康

数据、医学管理数据等多个层

面，可以预见健康医疗大数据

在未来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

和更加的应用价值。

能够推动健康医疗层面

实现公平普惠，通过对健康医

疗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到

非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

对百姓而言，一是可以通过这

数据鉴定相当一部分不合理用

药的情况，给问诊者更好的建

议。二是提供问诊数据，提供

个性化服务，推荐合适的家庭

医生，或者去医院接诊。三是

结合身体情况，进行个性化方

案设计，真正做到服务的个性

化和精准化，实现传统环境下

难以完成的事情。此外，医疗

大数据的挖掘，有助于环节医

疗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可

以解决“三长一短”的问题。

【董盟君】健康医疗大

数据的应用带来其市场规模高

速增长，据国家卫健委提供的

数据，我国医疗大数据应用规

模，最近一年的增长率超过

200%。全民健康信息服务体

系基本建立，初步建立全员人

口信息，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国家省

市县四级全面健康信息平台已

初步实现，联通全覆盖。智慧

健康医疗便民、惠民服务更加

高效便捷。全国三级医院全面

实现电子病历诊疗。健康医疗

大数据积极推进便民、惠民的

成效非常明显。

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

的大国，特有巨量医疗数量，

赋予中国了解更多数据。医疗

大数据存在的问题，用户隐私

保护的问题亟待解决，医疗数

据的复杂性。医疗数据的复杂

性一方面表现在包含大量的专

业医用术语，光是疾病名称就

有3万多种，还有殊异万一诊

断手术和药物名称，以及大量

的影像、医嘱等非结构化数

据。另外一方面，医疗数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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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临床诊疗服务中的产物，

数据之间的关系复杂，并且也

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同时，用户的隐私保护更是受

到了舆论的关注，医疗大数据

除了包含病人隐私信息，还包

含大量的关于医院运转、诊疗

方法、药物疗效等信息，这些

信息都比较敏感，某些可能会

涉及利益，容易引发争议，甚

至导致法律纠纷。

健康医疗大数据给使用者

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健康论坛

上有专家表示这方面的犹豫，

因为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全民健

康生病周期的大数据，在使用

时如何从海量数据中找出规

律，这是目前面临非常大的困

难。

如何从分析、挖掘、分

享健康医疗大数据，并更好的

服务人民，这是当前的一个重

要课题。人民网作为国家级网

络媒体，也是第一个上市的中

央级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发

挥平台的优势。目前在健康医

疗大数据应用方面，人民网联

合中科院、上海生命研究科学

院、医渡云等公司，将打造开

放的数据应用平台。人民网发

起成立国家的灾备中心，正在

筹备落地。

大数据也是人民网未来

的发展发现，为此人民网成立

健康网络有限公司，将共建共

享带动盘活大数据上下产业。

在大数据应用方面，人民健康

将发挥平台优势，以旗下的人

民好医生、人民健康APP为基

础，搭建智能数据平台，以数

据集中共享为途径，推动技术

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

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未来人民网将积极履行媒

体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做好健

康、医疗大数据的宣传和科普

工作，帮助民众和企业参与到

医疗大数据工作中。人民发挥

好桥梁作用，配合政府破除信

息孤岛，来实现党管数据。我

们愿意与各界同仁一起携手，

让大数据真正实现共享共赢。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董主任的

发言。人民网发展大健康，承

担媒体的责任使命，引导百姓

提升健康管理意识。下面，让

我们掌声有请华大基因董事长…

汪建做主旨发言。

【汪建】刚才听了小桃主

任的发言，我按照今天早上的

实际情况改动发言主题了，叫

“数化万物…智在融合…数据创

造价值…数据驱动未来”。我对

大数据有一个定义，生命大数

据是什么？

… … …这是刚刚加上来的，

“数化万物”，大千世界的

万物都是中间这个链，是是

DNA。人和苍蝇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一样，大千世界离不

开元素周期表，离不开DNA，

这是数化万物的根本，只有

这个数字它才有根本的意义。

今年省长当选的第一天接见我

们，下午看了数字博物馆，三

个问题，数字从哪儿来？如何

存？如何用？我想谈谈我们的

看法。

数据从我来，从我自己

来。刚才小桃主任讲欧盟规定

的属地管理、属人管理，数据

是我的数据。现在各省市各个

国家建立数据都当地化，而且

用区块链保证它的个人化，数

据的自我保存和集中保存。国

家基因库，世界上最大的基因

库是在中国，以我们运行。数

据的自用和共用，有什么？刚

才算一个人终身是10T数据，

乘上14亿人口，会是多大？刚

才小桃主任算了，是10的21次

方，ZB级的数据。我们从根本

上解决大数据的三大挑战，我

们不用别人的数据。

生命的过程，全周期、全

方位，从哪儿开始？从根上开

始，从DNA开始，一个受精

卵的形成，就是一个生命的开

启，一个生命的开启是ABCD

的过程，疾病是什么？疾病是

XY，最后是Z。我们今天把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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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精力放在XY上，对前面没

人关注，所有的疾病是ABCD

开始，基因不变哪来的罕见

病？疾病不变哪来的肿瘤？这

是根上的问题，而且过去为什

么做不了，为了它的太小，它

是10的负9次方，数据量太大

它也是10的10次方、10的9次

方。到了影像，到了细胞，那

是10的6次方，数据也是10的

6次方，尺寸显微镜分辨率都

可以看到，在分子、原子层面

就没人关注了，这是一个核心

的问题。过去循证医学从XY

往这里推，哪儿不舒服就去看

病，是看内科还是外科，是看

影像，还是做病理，还是做生

化，再往下就看不下去了。精

准医学是ABCD顺着走，刨根

问底。这是根本的认知问题，

这是科学原理的问题，我们今

天太多集中在后面，所以解决

不了这样的问题。

华大是干什么的？我们把

我们的目标定的非常清楚，华

大员工加家属100岁不封顶，

100岁很难评估，我们对每个

员工进行生命指数的评估，30

岁、40岁……。这是我的个

人数据，我敢说我个人的数据

是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已经好

几个T的数据。从每年的肿瘤

标志物和肿瘤的检查，我们可

以原理肿瘤。华大三项纪律，

不允许员工生出出生缺陷的

孩子，1400多个孩子，走到

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很自豪

宣布，我们没有一个已知重症

出生缺陷，全世界没有哪个国

家可以做到，我们完全做到。

我们不允许你放支架搭桥，你

放支架是我的耻辱，所以三高

从最早期就要控制。不允许我

们的职工在医院发现肿瘤，而

没在我们自己发现，早期肿瘤

的发现，从全部生理学代谢，

从基因科学到质谱科学，从测

序到质谱、到影像、到体值、

到细胞保存，每年全体员工2

万块钱补贴，按照这个方式

来做，每个人的数据都超过1

个T的数据。现在不光员工要

做，家属要做。现在跟我们合

作的医院，我说你不要想着病

人，先把你们医生护士先体验

一下。上海复旦中山、吉林大

学医院都在跟我们做同样的事

情，我就不相信今天的医疗能

够走得下去，它忽略根本上的

问题，所以一定要走一条全新

的道理。

【汪建】我举几个简单

的例子，深圳市把全部新生儿

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做一个

人一个T数据，控制几百种疾

病，做100T数据控制几千种疾

病。黔西南、黔东南、毕节已

经做了。深圳市有钱，大家不

可以比，但是现在河北省、吉

林省、西藏、青海、宁夏、海

南，几个小省都做了。我们终

极目标是一个人1个T，我们可

以领先世界，出生数据清零，

没有聋哑盲傻。华大能够做

到，黔西南可以做到，其他都

可以做到，一个T的数据。从

肿瘤防控上，深圳市所有的肿

瘤提出来让每一个肿瘤病人享

受，有尊严的享受精准医疗，

现在的市场价格去掉一个零，

能不能做到？一定能做到。传

统性疾病过去拆来拆去，东一

个诊断，西一个诊断，细菌培

养，很多病人在ICU已经等不

急了，病人已经不在了，我们

的检验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

在西藏做了一个试点，全覆

盖，9个月，做了9万人，费效

比1：43，全部都用一百个G的

数据来衡量这些疾病，如果在

全国铺开会是什么样。如果做

到一个T的数据，基本上这些

疾病就不用去考虑那些东西。

这个很简单，深圳能做到，中

国能不能做到？未来特殊人教

育的学校全部清零，做产业，

做预防，做聋哑盲傻。我们提

出拉萨能做，全世界都能做，

西藏能引领世界的发展。

这些百万人的数据如果

加一个零，不就是千万吗，如

果再加一个零就是几亿。刚才



131

数博会专题

讲的是公平普惠，我们要做的

是公平普惠，为什么当年挑黔

西南？是挑中国最贫困的一个

地方。在华大没人敢说人工智

能，人工智能是根据技术性推

理思维，必须上升到科学性

的全景认知思想上，它是个科

学，所以我们讲叫BI，这种大

数据出来，你不需要算，就能

够看得出来。苦逼调算法，牛

逼加仪器，穷则后半截，富则

全贯穿。

【汪建】深圳1500万人

口，一个T，那就是15个EB，

如果是15个T，就是15个ZB。

其他地方能够做到。所以我们

说生命大数据软件开发，人工

智能一定要上升到生物智能，

要有科学智能、社会智能、

文化智能，包括区块链和个人

隐私，没有这个，整个社会

非得乱套。一旦你的数据进入

华大、进入国家数据库，我是

终身百年替你保存，永远不可

能清楚。带来的问题非常大，

人工智能一定要上升到生物质

能，上到真智能，我们有千万

人口强劲数据的时候，对比数

据库就可以了，算法在我那里

变得不重要了。得到那个数

据，我们就要读，读天下可读

之书，就是数化万化。这是我

们国家基因库，全世界最大的

基因库，在明年年初每天原始

数据产出1PB的产出，存储量

是10P的产出，这是每一天。

深圳市打造全球生命科学创新

中心，是亿万产业。

我们对比信息平台的谷

歌和百度，商业平台的亚马逊

和阿里，社交平台的脸书和微

信，这些比生命更重要吗？生

命大平台，绿水青山、金山银

山，最重要寿比难受。数字化

的生命更重要，这是人类的终

极追求，你有本事把金山银山

带到坟里去吗？1950年11月

份，10月份渡江作战，11月

份周总理下令全国接种天花疫

苗，我们那时候没有技术，没

有生产能力。人均GDP40美

元，人均期待寿命38岁。仅仅

几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第一个

宣布消灭天花。毛泽东主席，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

虫何！哪怕是人海战术，也要

控制血寄虫。60年过去，我们

有什么新的科学技术来面对和

从根本上改善人的疾病和医疗

条件？去真正实现新的发展。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民

为中心，那就是健康中国、美

丽中国。我们环境要健康，环

境要美丽，我们的人要健康、

要美丽，都要回到根本的科学

基础上去，而不是在那里讲后

半截。那这个时候的疫苗、抗

生素，使得我们大大往前迈了

一步，今天我们基因科技完全

可以引领整个人类的发展。刚

才王教授认为可能，我说是完

全，不要用虚拟词，就一定，

这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必然结

果，这是健康中国的必然结

果。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汪董的发

言。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中

日友好医院院长孙阳做主旨演

讲，掌声有请！

【孙阳】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

大家分享作为公立医院如何主

动迎接互联网+医疗健康这样

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来自中

日友好医院，医院是国家卫生

健康委直属医院，建于1984

年，是中日人民友好的窗口和

桥梁。在80年代是全国最现

代化的医院，现在分本部和北

部、西部，2112张病床。今

年4月份，互联网+医疗健康文

件对于健全服务体系完善支撑

体系，加强行业监管和安全保

障，都作出了非常好的一个顶

层设计。其中也允许医疗机构

开办互联网医院，部分常见疾

病的复诊，还可以开具慢性病

电子处方，等等，都是非常有

突破性很好的意见。所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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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我们要主动迎接互

联网时代。

中日友好医院一直是远程

医疗和互联网医学的领跑者，

我们现在是国家远程医疗与互

联网医学中心。每年我们会诊

量都能超过6000例，我们现

在形成一个完整的主责医师团

队制度，通过团队完成预约诊

疗、双向转诊，同时通过空中

应急体系，搭建空间生命通

道。通过互联网，我们还可以

进行远程培训，手术示教，和

远程查访。三年培训全国医师

5万多人，而且对公众科普的

直播超过140多万人。

总书记和总理分别在大连

和三亚，通过远程医疗系统对

中日友好医院喊话。下一步对

于互联网医院建设我们有一个

初步的思考，我们想申请成为

国家级的互联网医院的示范单

位，通过以患者为中心，院内

外一体化全方位的流程再造，

基于客观的数据，刚才讲的

非常好，大数据进行精细化管

理。同时我们整合、优化、共

享，在医疗供给侧进行结构性

的重构，同时查处标准规范，

并且进行推广。我们希望建立

基于5G通信跟大数据的新的医

疗。

【孙阳】我们知道大数据

是智能决策的基础，医院的信

息化系统、远程医疗系统、物

联网系统等等通过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进行汇聚处理

应用，最后进行决策支撑。

总的来讲，我们这个5G

互联网医院，围绕居民健康服

务、医疗机构服务、院际协调

服务、管理协调服务，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重

构医院的信息流。

对于居民健康服务，可以

开展预约诊疗、线上支付、医

养结合、家庭居家健康管理。

对于医疗机构服务，我们

要彻底改变传统HIS流程，建

立电子病历的临床信息技术，

实现设备共享，统一预约检查

等等。

院际协调，数据互联互

通，实现区域协同，分级诊

疗。

对管理决策，要实现医疗

资源的配置，医疗卫生服务，

以及疾病预防控制，做决策的

支撑。

最后的产出希望通过示

范，产出医疗卫生信息的5G通

信信息技术，基于5G的医疗规

范。我们有初步的合作框架，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

我们医院和中国移动、中国信

通院、国家医管中心、清华大

学、北航等等形成合作体系。

最终通过双方合作模式，形成

一种合作的创新，产学研用的

创新，希望能推动医疗业态的

改变，包括医疗的协调、教育

培训、科研协调、慢性病和重

大疾病的防控等等。

在这里我用阶段的时间

跟大家谈一谈作为国家级的公

立医院，我们有很强烈的愿望

主动迎接互联网+医疗健康，

去创新一种互联网医院的新模

式。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孙阳院长

精彩的演讲，提出互联网医院

建设，更好惠及患者，请您入

座。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

健康”服务新模式新业态蓬勃

发展，健康医疗大数据加快推

广应用，为方便群众看病就

医、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效率、

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也遇到一些新情

况，需要及时加以规范引导。

在4月28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就

促进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深度融

合发展作出部署。互联网与医

疗健康要如何更好地深度融合

发展，我们今天请到了业界的

专家大佬，一起来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邀请4位嘉宾上

台与我们交流当今国内医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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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展情况。有请中国健

康医疗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筹）联合筹备组办公室主

任、中移动集团公司政企客户

分公司总经理戴忠、中南大学

副校长陈翔、微医创始人董事

长兼CEO廖杰远先生、贵州医

科大学校长助理邓家奎登台。

据我了解，目前医疗信息

化程度越来越高，积累了大量

的医疗数据，同时也存在海量

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挑战，

中国移动早在2014年就成立了

医疗事业部，再加上现在作为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建设

的第三集团军主力，戴总应该

有自己的见解，有请戴总为大

家分享一下经验。

【戴忠】今天上午参加论

坛我本人收获非常大，刚才金

主任从国家政策的角度上，对

国家发展医疗大数据做了非常

重要的一个政策解读，刚才几

位嘉宾对什么是医疗大数据、

怎么做，都做了非常好的主旨

发言和演讲。我大概把中国集

团和第三集团的相关工作借此

机会向大家作报告。

确确实实，像刚才大家

讲的，医疗大数据不断生成，

大家对中国移动的理解，有中

国移动手机，中国移动做移动

通信起家。随着信息化的进

程，国家对信息化的需求越来

越大，中国移动不仅提供9亿

手机用户，我们在国家信息化

一些基础性工作方面，基础网

络建设方面，数据中心建设方

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另

外一个，中国移动牵头在卫计

委倡议下，从去年开始在筹建

中国医疗大数据股份公司，通

过前期的大量筹备工作，4月

底在金主任的见证下，我们跟

山东省人民政府已经签署北方

中心建设的全面协议，第三集

团全力以赴做好北方大数据中

心的整体建设工作。也会支持

其他地方政府大数据的产业发

展。

我想通过我们这几年来的

一些工作，大概讲这么三点体

会：

第一，医疗大数据，就像

前面几位嘉宾讲的。数据量增

长是指数级快速增长，过去建

数据中心都讲ZB级，刚才华大

基因专家讲，一个人有一个TB

数据，肯定是ZB级。这些数据

怎么存？最后要存到物理节。

中国移动在全国有几大中心，

包括今天在贵州，我们在贵安

新区中国移动建了规模巨大的

一个数据中心，这将来都是作

为医疗大数据进行存储的一个

基础。另外一方面，数据怎么

采集？前面专家讲非结构化的

数据也好，医疗影像数据可能

直接从机器产生，这些机器可

能需要联网，用4G、5G把这

些设备连起来，我们的数据中

心也好，网络也好，做了大量

的基础工作，我们觉得要把基

础打牢，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数据有了，不能

在数据中心里变成死数据，怎

么做好应用？这个应用不管是

中国移动，还是第三集团，我

们希望做开放的，因为光靠自

己的能力做不完，把做大数据

开发的力量开发起来，我们做

好基础，我们搭建开放应用平

台，大家都可以做应用产业，

伙伴们大家一起来开发，应用

好这些大数据。

第三，安全。前面嘉宾

也讲了，医疗大数据从国家层

面，个人隐私层面来讲，安全

都非常重要。我们在过程中也

非常关注与安全的防护。

我想这三个方面是我们非

常关注，也是我们深化工作的

发力点。

【主持人】通过三个方面

打破数据孤岛，让数据实现互

联共同。接下来想问陈校长，

我们知道现在信息技术飞速发

展，我们如何能够在海量数据

上面更好的挖掘出大数据的价

值，也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的一

些经验。

【陈翔】常感谢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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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前面的

各个专家从各个方面讲的非常

全面，也学习很多。这几年随

着医疗大数据概念的提出，互

联网医疗概念进一步深入和实

施，医疗行业受到很大的关

注。但这种关注的背后，作为

一个长期从事医疗并且医院管

理的人，我有一些感触。刚才

汪建老师提出，我们真的非常

希望社会和产业各界能够真正

对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全貌有一

个真实的了解。为什么说到这

个话题呢？首先我们想澄清一

些概念，对医疗数据的使用，

我想不是今天的事情，而是多

年以来就有的，我们说神农尝

败草，神农对自己吃过的中草

药有过记录，这就是数据，大

量的记录数据、使用数据，再

到跟今天的循证医学。数据的

使用有一个统计学的概念，一

直到今天的大数据，是不断发

展的过程。中南大学所辖的有

三家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的国

家级医院，总的门诊量每年达

到800万人，在5年前我们在

国内第一家成立医疗大数据的

系统建设项目，并且也汇集几

千万病人的数据。应该说这些

数据，对整个健康生命科学和

医院都有很大的使用空间，作

为医院而言，高水平医院有四

大任务，医疗、教学、科学研

究、医院管理。医疗，大家很

好理解，预防疾病、治疗疾

病。教学，要培养更卓越的医

生，或者医疗服务人员。科学

研究，要提升医学知识的水

平。管理非常好理解。

从数据的应用来讲，我

们觉得首先逻辑关系，首先是

科学研究，也就是刚才汪老师

所说到，应该用好数据，产生

一些新的知识，这个是非常

重要。至于说知识来自于基础

医学的多组学，还是临床的

病例，还是药物的临床实验等

等，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可能

会有不同的使用前景，也是所

讲的市场。

最近人工智能非常活跃，

这是个好事情，我觉得不管是

医学教育，货币医院的从业人

员，我们欢迎人工智能。但是

我们也要提醒关注，人工智能

应该是对医生的辅助工具，这

是特别值得关注。因为特别罕

见的病例，特别少数据量的情

况下，机器是学不到任何知

识，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靠高水

平的医生去解决非常疑难的问

题，人工智能能够达到的也就

是帮助在学习阶段的医生去提

高他的水平，提高效率。有了

这些研究的成果以后，我们

可以把这些成果反馈到临床应

用中间，这就是为什么说先要

做研究，对数据进行研究，才

能够应用于临床，来提高我们

疾病诊断的精确度，然后提高

治疗的水平，提高新治疗方法

的探索应用，等等。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是医学教育，医

学教育是着眼于中国整个医学

和生命科学的未来，我们特别

需要为国家培养一大批医学人

才。现行医学教育模式，基本

上是传统模式为主，随着互联

网+技术不断推广，随着模拟

医学教育的推行，数据量的激

增一定会产生一些新的知识，

能够让医学生、住院医生在非

常短的时间内接触更多的病

例，虽然有些是虚拟的，这对

他们是有帮助的。我个人觉得

这也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

且是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关于医院的管理，甚至

包括医疗保险，大数据的使用

和采集，我们是可以用好这些

数据，去发现一些医院管理中

新的规律，甚至可以发现某一

个医生的手术，多年观察下来

一种新的手术方法比另外一位

医生更高明、更先进一些，这

个时候不但可以教育年轻医生

学习，可以提高医疗水平，可

以有科学研究成果的诞生，同

时也利于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

门，以及医院的院长们，更

加有效管理好这个医院。所以



135

数博会专题

说，应该说医疗大数据从长远

来讲，一定会对整个医学界产

生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和触动。

但是，我们特别恳请各界应该

全面的、系统的来看待这个问

题，以免出现瞎子摸象个别的

盲点，或者不正确的道路，这

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想大

家也会有同样的看法和心愿。

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我们都

是从行业的角度来提，想问如

何让优质资源更好汇集到老百

姓身上，我想廖总肯定有发言

权，微医作为非常重要的企

业，想听听您的看法。

【廖杰远】三点体会，医

疗健康大数据是各类数据里最

大的大数据，医疗健康大数据

深度共享和应用最终不仅会带

来医疗效率根本的提升，带来

健康水平根本提升，也会带来

综合国力的提升。

应用先导，最后所有的数

据都是通过应用驱动，通过应

用释放价值。在多年以前我们

作为一个最小的数据应用，就

是把医院的号源和老百姓的手

机连在一起，我们创建了挂号

网，帮助中国老百姓节省3800

万个工作日的排队时间。我们

创建乌镇互联网医院，互联网

医院和互联网+健康，乌镇互

联网医院是样本，每天的会诊

超过1.5万人次，都是基于数

据基础的应用。我们在AI上看

到中国医学人工智能对中国基

层医疗能力的提升会起一个根

本性的促进作用，相信不久的

将来，我们将近200万的基层

医生，每个人旁边都会有一个

AI教练。辨证论治系统，成功

辅助诊疗量超过250万人次，

是医学辅助诊疗最大规模的AI

应用。这些都只是医疗大数据

一些很基础的应用，一些健康

大数据应用是浩瀚大海，应用

的驱动最终回驱动医疗水平、

健康水平和真正综合国力的提

升。

一滴水怎么样不会干？

融入大海不会干，大数据是连

续的，我们是最大样本数据，

前提是共享，互联互通，目前

这个理念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

识，很多数据源还是孤岛，觉

得孤岛安全，觉得孤岛有权

利，孤岛可以收费。我们看到

国家对医疗健康大数据定的准

则是强制互通和分级管理。我

们积极拥抱医疗大数据互联互

通的趋势，用大数据来驱动自

己效率的提升，这是大的发展

方向。我们想信息孤岛的理念

应该很快用共享互通来替代。

【主持人】医疗应用是为

了更好推动医疗行业的发展，

更好实现互联互通。我们也知

道贵州省在2016年提出大数

据、大健康、大扶贫的三大策

略，想问一下邓家奎博士，我

们如何进行更好的融通呢？

【邓家奎】谢谢主持人！

上午听了嘉宾精彩发言，可以

说是大开眼界，深受启发。听

美国王院士讲，美国搞大数据

搞了30年，中国还可以先发

展，走在前。金主任讲，把基

础东西做精了，我们系统才会

辉煌。汪总说不是可能，是肯

定的语气讲，华大基因、中国

做了很多事情是世界上没有哪

个国家能做。我感觉我产生了

昏幻觉、产生幻听，我出去

外面看了一下，我以为我在纽

约、以为在北京，看了一下牌

子是贵阳，才进来。震惊世界

的声音，怎么会在这里谈论这

个话题，我们这里是哪里？这

里是贵州，这里不是纽约，不

是北京。我虽然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贵州人，我也到外面世界

走了一圈回来，但是我发现我

作为一个贵州人，我对贵州还

是不了解、不认识。我是2013

年回到贵州医科大学工作，我

承担了省委的一些课题，总算

是对贵州有一个肤浅的认识。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多彩贵

州、爽爽贵阳，贵州是中国的

一个宝贝之州，因为“贵”就

是中国与宝贝，大家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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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简单分享一

下，我觉得多彩贵州很神奇，

简单讲，贵州是天地在贵州做

的一个梦，这个梦藏有一个密

码，这个密码是什么呢？是

“1417”，翻译成文字就是一

世一奇，奇怪的地方。贵州天

上的空气和气候，习总书记讲

贵州的天气可以做空气罐头。

大家搞旅游的可能知道，贵州

的地下是贵州的政治，贵州的

地下是贵州的经济，贵州的地

下是贵州的未来，贵州的地下

是贵州的文化。这个话听起来

像领导作报告，其实不是。马

化腾先生说要把腾讯机密放到

贵州的洞下，贵州地下17万平

里很丰富，地下有一部史诗，

有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有人

说贵州地下是记载地球的史

书。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

了。

贵州的过去大家都知道，

过去贫穷，我们是小民、落

后，这是我们的标签。但是在

新时代，时过境迁，大数据改

写了三言两语的贵州。两语有

两个成语，夜郎自大，大数据

把夜郎自大改为夜郎智大。我

们讲新时代贵州，人类有了贵

州世界更加光明，为什么这样

讲？因为在贵州有人类的两只

眼睛，一只是天眼，这个天眼

可以观宇宙，探索宇宙奥秘，

这只眼睛观的远。另外一只

眼睛是心眼，王阳明来贵州悟

道，有心眼。在新时代贵州有

了两只眼睛，世界更加光明。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脚下

这块土地，以及大数据、大健

康为什么在贵州的举办，我的

简单思考。

回到主持人给我提的话

题，贵州大数据+大数据这些

年取得了什么成就，我从三个

方面来回答。

【主持人】第一，智慧大

舞台，在大数据方面，贵州发

展大数据，数搏会才3年，连

我都非常感觉奇怪，外面很壮

观。没想到在落后的地方，大

数据数搏会短短3年时间产生

了奇迹，马云每次来贵州都要

点残。大数据在贵州变成大舞

台，我想我们轻松一点，大数

据把我们数字贵州变成一个大

舞台，可以理解成现代中国版

的“灰姑娘”童话故事，大数

据大贵州，是灰姑娘找到水晶

鞋，遇到白马王子，今天的数

搏会可能就是为她举行的盛大

婚礼。

第二，大健康成为健康的

大本营，刚才我们讲了贵州的

气候和自然生态条件，它的这

些神奇文化，贵州发展其他方

面，可能条件有限，但是搞健

康养生，通过大数据、通过移

动医疗、智慧医疗作为支撑，

贵州这个地方是发展健康养生

绝佳的地方。

第三，贵州是未来中心，

贵州历史上曾经演绎了很多边

缘和中心的故事。贵州是谷生

物的天堂，也是古人类发迹的

地方，这里有亚洲文化之称，

这个地方是古人活跃的地方。

贵州是心学的圣地，也是生态

文明的发祥地。未来贵州后发

赶超，贵州要做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总部基地或者示范基地。

如果把示范基地建在贵州，

为什么建在贵州？这里有养生

谷，如果建在这里，我们贵州

的后发赶超就指日可待。

【主持人】下面想问一下

戴总如何保证大数据的安全？

【戴忠】从中国移动自

己的实践来讲，跟大家分享如

何保证大数据应用的安全性。

从中国移动自己的业务特点

来讲，我们现在正在服务9亿

手机客户，1.2亿家庭客户，

600万家集团客户，本身就产

生了庞大数据。我们对于大数

据安全问题两方面入手，技术

和管理。技术层面，数据的安

全性，它本身在存储上是否安

全，存的数会不会丢了？被损

坏？现在一提大数据就说云计

算，两个技术应用，很多数据

储存都采用多副本异地存储，



137

数博会专题

一个节点出现问题，还有第二

个、第三个副本，保证数据的

可靠性、安全性。数据管控

上，无论是内部人员使用，我

们也叫金控模式，谁可以用？

管理员操作的时候是两个人操

作，每个一个人可以拿到全量

的数据去做什么事情。另外是

外部的防控，外部的用户要调

用，没有授权肯定进不来，黑

客攻击、防护我们都做了大量

安全防护性工作。对外使用的

时候，大家都谈到数据的脱

敏，对用户隐私的保护等等，

才可以进行数据交易、数据交

换、数据应用开放。通过技术

和管理，来保证医疗大数据的

安全性。

【主持人】非常感谢台上

4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也让我们更好了解现在国内

医疗大数据的发展情况，也

请几位回台就坐。接下来将

进入到下半场的对话环节，

将邀请另4位嘉宾登台，他

们分别是：来自芝加哥大学

博士，GigaScience杂志主编…

Laurie…Goodman、金特尔信

息技术公司董事长…张俊平、

IBM…Watson健康大中华区副

总裁张文明和医渡云联合创始

人、首席技术官徐济铭。我们

时间有点紧，每个人问一个问

题，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我

们先来了解一下Laurie女士，

GigaScience作为第一个数据

知识库的杂志，在全球范围内

有很多数据运用，这一块能给

我们分享一下吗？

【Laurie…Goodman】我

觉得讨论这个话题最好的是要

看传染病，我们公布的第一个

数据是关于传染病的，几年前

发生大肠杆菌的病毒曾经带来

很多传染病的发生，如果感染

了大肠杆菌可能会得这个传染

病，可能会丧失生命。我们看

这个细菌来自于哪里？有人细

菌来自于西班牙的黄瓜，西班

牙的经济大幅下滑，没有人从

西班牙买黄瓜。我们跟德国的

一家医院拿了样本，华大基因

进行基因测序，把数据跟大家

进行分享，大家都可以获得这

个测序结果，这是在我们数据

库里面首次发布的一个数据结

果。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

让我们非常兴奋，全世界人们

都会看这个基因组，他们很快

发现，其实这个传染病不是来

自于西班牙，这个传染病来自

于德国，西班牙所有经济灾难

就停止了。为什么人们会丧生

呢？为什么对于这个细菌没有

抵抗力呢？人们发现这个结果

跟原因。但是有时候人们不愿

意释放这个数据，因为他们觉

得可能释放数据之后他们无法

发布论文。埃博拉病毒，人们

会很快方向这些数据，他们发

现这些数据对于发表文章特别

有用，人们一旦发现公开数据

可能就没有办法发论文，他们

就不愿意分享数据。各个国家

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一定要支持发表论文的学

者，但是也必须要有足够的机

制鼓励人们分享数据。

最后，我想谈一谈去年开

元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实时监

督全世界各种病毒的源头，比

如登革热、埃博拉、黄热病等

病毒，很快人们就可以利用这

些数据库追踪感染源头，还可

以追踪感染方向是从哪里到哪

里。这是各个国家都要重视的

事情，要有足够的激励机制鼓

励人们更好的建设分享数据的

机制。

【主持人】谢谢Laurie女

士，通过您的分享，我们知道

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进行研究，

如何让大家共享数据，也需要

进行探讨。国外的医疗数据情

况，请张俊平博士给我们分享

一下。

【张俊平】我是1990年

去美国，在美国从事医疗行业

20年，有4个不同的公司。第

一个是做传统电子病历，第二

个公司从电子病历里做了互联

互通的数据交换公司，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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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做移动互联网，第四个

公司是做医疗大数据分析。从

过去20年看到整个医疗健康和

医疗行业数据方面的发展，一

些痛点和难点，从开始的话，

我们从手工录入，到后来电子

化，从没有标准到有标准。如

何把数据变成有用的信息？怎

么样把信息变成知识，变成智

能？在美国来讲，过去这些

年在标准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

好，也做了很多通用标准，我

记得我们国家在10年以前，

当时的卫生部开始把一些国际

上的标准引到中国来使用。有

了标准是第一步，大家有一个

互联互通的标准，大家能够采

用这些标准，这还不够，大家

能够把标准用起来如果不用的

话，各自为阵，数据还是一个

一个孤岛，尽管连起来了，还

是说不同的语言，没有通用的

语言，数据还是一堆垃圾。一

堆垃圾的数据，不可能变成很

有用的数据，特别是在现在讲

的精准医疗时代，要把数据变

成有用数据，把数据用于精准

医疗。特别是要用于癌症的治

疗，各个方面来讲，需要把变

成真正有用的，不仅仅是打通

不同的孤岛，打通不同的部

门、不同的单位，赋予不同方

面的数据。无论是积阴德数

据，还是临床的数据，还是检

验检查的数据，能够真正利用

到临床上，利用到健康上，不

仅仅是青山绿水，而是寿比南

山，为大健康起到真正的作

用。

【主持人】如何打破数据

孤岛，需要标准化的制定。我

们现在都在说人工智能，了解

到张总所在公司Watson，有

很多著名医疗行业的AI产品，

如何达到智能化，跟我们分享

一下。

【张文明】我代表IBM感

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来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看法。IBM

在中国超过30多年，在这里

扎根，有3万多员工，有2万

多员工在中国。我们在AI方面

开始很早，几十年就开始了，

特别是在Watson方面，逐渐

把理念带进中国。我非常赞

成王院士的演讲，中国的机会

非常多，特别是在大数据跟AI

方面。IBM在这里的研究非常

多，我们带进中国两个产品，

我们还有很多产品也在慢慢带

进来。中国有几万家医院，我

们如何跟国内医院，特别是跟

卫生健康组织合作？我们现在

找到很多合作伙伴，与中国电

子合作，我们做了一个合资企

业，建立很强的平台。

【主持人】刚刚都聊到国

外的人工智能医院，我了解国

内医渡云作为数据挖掘非常重

要的公司，想问如突破数据的

瓶颈呢？

【徐济铭】很高兴有这

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今天能够

感受到从国家的政策，包括地

方的支持，包括刚才王院士，

包括汪建董事长讲到，学科有

很大的未来，有很多的契机，

也有很多的挑战。我们创办医

渡云，从2013年作为过内最

早的一批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

公司，做到今天，这里面的奇

迹、机会和挑战都非常感同身

受。作为技术人员，如何把机

遇转化为现实，我觉得有几个

技术障碍。安全和合规，安全

和合规不仅仅是政策和法律，

也是技术，医疗数据不仅仅是

临床数据，包括基金组学的数

据、代谢数据，这些数据涉及

到个人的隐私，也涉及到很多

专业技术的价值，包括涉及到

国家信息安全。所以最早我们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希望用

我们的技术保证安全。大家讲

数据安全，我们对数据采用米

密态加密，保证能应用，又安

全。我们的平台不仅仅服务信

息孤岛的医院，更多发挥成共

享协同的作用，网络安全是很

重要的点。

另外一点合规，因为涉

及到个人隐私，如何合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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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这里面不仅是法规的制

定，技术和平台是否能够把合

规条例落到实地？对数据的访

问、加工是否追溯，这非常重

要。在安全合规上构建平台，

保证安全有效应用数据作为基

础。

无论在国际上，还是中

国，医疗数据业态非常复杂，

从技术角度有多模态的问题，

临床文本数据，机器产的影像

数据，基因组学的数据，这些

数据本身是多模态数据问题，

多模态数据如何被融合？数

据当下有一些国际通用标准，

因为行业进展的问题，导致

有些标准不够规范，多模态的

数据在标准不够的情况下，中

国有这么多工艺厂商，我们如

何做？当我们合作第一家医院

的时候，我们对医院的融合和

处理全公司花了一年的时间，

到今年把整个平台平台化，平

台拆解为300多个子系统和模

块，如果我们的合作伙伴授

权，由我们来处理。我们在两

周之内完成数据的融合处理，

交由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技

术。因为把零散、不规范、不

标准的数据能够融合，才能沉

淀患者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这

时候才能更有价值发挥数据的

效能。从技术角度讲，叫认知

智能，也是认知技术，把数据

融合在一起，数据里的信息如

何服务行业？如何把里面的数

据通过认知智能的数据产化成

有价值的知识图谱？涉及两个

非常重要的技术，一是自然语

言处理的技术，二是方法学的

角度来讲，今天搜集的数据都

是中国患者长时间，包括医务

人员积累下来的数据，这些数

据如何把数据转化成知识和服

务，推导和归纳，存在方法学

上的挑战。这也是我当初去美

国拜访，从斯坦福、哈佛拜访

专家，我们碰到王教授，把知

识转化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

平台处理患者就诊人次超过12

亿人次，处理的病例数超过5

份病例。前面提到标准疾病诊

断只有3万个，由于汉语的复

杂和多变性，包括临床规范性

执行不够好，我们看到诊断数

据超过2000万，如何把不标准

变成标准？把数据转变为疾病

的模式，这是我们技术创新非

常重要的一点。目前为止，我

们在这些数据上构建300多个

模型，包括肺癌、胃癌，构建

大的中心，和服务研究。

在行业技术建设里，我们

在比较早布局和比较优势，医

疗大数据是服务场景，包括医

疗研发和应用，数据最后是涉

及到治疗和安全，包括对很多

方法和人员的评价，整个过程

数据如何可追溯？如何被国家

和行业标准所接受？这也是非

常重要的一点。

在安全技术，在多模数据

融合的技术，在认知技术，在

可追溯上，这也是我们这些年

耕耘和努力的。

【主持人】通过几位的

分享，让我们从世界的角度上

更好了解医疗数据现在所处的

位置，和接下来如何做，再次

感谢几位嘉宾带来的分享，谢

谢！… … … …通过今天我们跟各行

各业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及企

业家进行分流交流和碰撞，可

以看到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

潜力巨大，我们现在探讨如何

更好把医疗数据更加规范化、

标准化，如何能够更好利用大

数据技术，真正“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也是我们

接下来将要探讨和继续努力的

方向。最后，感谢出席今天活

动的各位领导、嘉宾和媒体朋

友们。感谢本次活动的责任单

位贵州省移动、贵阳市卫计委

和贵阳市乌当区政府的大力支

持，我宣布，此次"大数据+大

健康"高端对话活动到此结束。

各位，再见。

来源：http:/ /zb.cbdio.

com/31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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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工业互联网，产业新动能

时间：2018年5月27日…09:00--12: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综合B、C厅

论坛简介：工业互联网高端对话将以“工业互联网，产业新动能”为主题，进一步加速工业互联网

产业发展，为工业由数字化向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供新动能。

专家对话“工业互联网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原创：…AII… …工业互联网产

业联盟………

2018年5月27日，在中国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工

业互联网”高端对话上，思科

副总裁魏松斌、树根互联技术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贺东东、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

化工厂集团及过程工业和驱动

集团战略部总经理范扬国、阿

里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

里、戴尔科技集团大中华区副

总裁吴海亮、华为公司副总裁

及云BU总裁郑叶来等领导、专

家，就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现

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互联

网与实体行业融合及应用等话

题，开展了一场…“工业互联网

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主题对

话。现场讨论热烈，观点不断

抛出，为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

了许多有价值、可参考、可借

鉴的观点和经验。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

人靳强、思科副总裁魏松斌、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

行官贺东东、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及过

程工业和驱动集团战略部总经

理范扬国、阿里云机器智能首

席科学家闵万里、戴尔科技集

团大中华区副总裁吴海亮、华

为公司副总裁及云BU总裁郑叶

来（从左到右）

下面，小编带领大家看看

在这场主题对话中，专家们都

说了什么？

如何面对当前中国工业互

联网的发展现状？怎样才能更

好地将工业与互联网融合？

魏松斌：现在大家都在讲

协同制造。在世界500强中，

有95%的企业都是思科协作

产品的用户，在刚才各位嘉宾

的演讲中也提到了工业互联网

是大家一起协作，没有任何一

家公司能够提供所有产品，思

科在工业互联网未来发展方向

上，是制定标准，让企业互联

互通。

贺东东：工业互联网从字

面上看是工业和互联网，主要

的能力是打通工业和互联网的

边界，但是在实体经济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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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和互联网还未实现深度融

合，因为工业有一个特点，从

不同的细分行业角度看，每一

个细分行业的能耗特别深，碎

片化知识非常多，工业的学习

路径比较长。工业互联网有一

个非常大的难题是如何打通OT

和IT的界限。在工业领域，自

动化控制OT运营技术和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IT技术都是自成体

系，两者打通的难度非常大。

一个机器的数据模型要用IT的

编程语言真正变成机器可执行

的控制指令工作量非常大，需

要工业团队和互联网团队紧密

联合，打破OT和IT的界限，才

能真正把工业互联网打通，真

正让制造业的机器实现万物互

联，实现数字双胞胎，也能让

制造企业真正连接到互联网，

能够享受到互联网技术给实体

经济带来的各种便利。

“厂派”还是“云派”？

这是一个问题。

范扬国：西门子在汉诺威

上展示的数字化双胞胎有三大

环节：产品、生产、绩效，利

用工业云的方式将联合三大环

节连在一起，能够促进加速其

不断持续改善的过程，这个过

程对于加速消费领域和工业领

域，以及企业的转型升级，非

常重要。

闵万里：虽然我们来自

云计算公司，但我们更想把自

己叫做落地派，从云上落到地

上。阿里在工业互联网连接的

主体是机器，但是阿里做的是

以工业互联网为载体，以工业

大数据作为血液，以云计算作

为智力资源，最后嫁接出来的

是与时俱进的自我进化的控制

逻辑，使得企业的工艺过程变

得与时俱进，不再靠经验，

使企业的供研产销体系成为一

体。当机器像人一样思考，工

业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可能就

达到了与时俱进、双轮并驱的

状态。

吴 海 亮 ： 戴 尔 是 “ 厂

派”+“云派”的一个代表，

戴尔认为目前工业互联网发展

的两个瓶颈：大量数据无法采

集；即使可采集，数据质量也

不高。要解决上述问题，应该

从基础做起，将设备联网，将

设备数字化，数据模型化，这

就需要把数字化人才和传统人

才结合起来，同时用工业APP

的方式体现，最终达到服务和

应用的目的，需要有工业知识

积累和互联网创新精神，再加

上新的一些云源生的方法，来

迎接工业互联网的挑战。

闵万里：呼应刚才吴先生

的观点，与互联网不同，工业

领域目前已经沉淀了相当多的

数据，不能照搬互联网的发展

路径。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价值

是转瞬即逝的，并且每分每秒

都在产生新的数据，如果不从

工业数据着手，而是先追求互

联网的形态，就会本末倒置。

所以我认为，数据先行。

华为提出“有未来”：帮

助小企业快速成长；让中型和

大型企业选择华为一起做数字

化转型。华为的底气在哪里？

郑叶来：工业制造企业

在全产业链环节所产生的数据

种类，都是非常复杂并且封闭

的，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愿意随

意公开。而华为要做的，就是

如何打通这个环节。

工业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方

向和亮点在哪里？如何利用工

业互联网培育新动能？

魏松斌：整合不同的机

器，使它们一出厂便具有互联

互通的功能，通过云平台的接

入，有效使用数据，形成端到

端的良性互动，加速工业互联

网发展。

贺东东：工业互联网的难

点在于设备如何互联，数据如

何互通，以及如何解决语义互

换。同时，数据分析应该源于

行业，结合行业知识，用于行

业，这样才能做到有价值的优

化。

范扬国：需以客户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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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

阶段，针对客户需求提供相应

的解决方案。

闵万里：工业互联网要

迅猛发展，必须找准价值的高

地，以“利诱”而非“威逼”

的方式推动企业把数据打通。

坚信以无限的计算能力和海量

的数据资源，去找准新的价值

点，所有互联互通的障碍都会

消失。

吴海亮：互联互通的关键

还是数据互通；无论是工业互

联网还是工业转型升级，最重

要的是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

能创新，在创新中再去实践并

实现。

郑叶来：未来，华为将坚

持走开放架构，将多年在ICT

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所具备

的能力开放给更多的企业。因

为华为坚信，人类知识积累的

过程，大家需要相互分享，果

断拥抱新的技术，才能相互提

升。

中国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

建设的建议和最亟待解决的问

题都有哪些？

魏松斌：应尽早开始工业

互联网的项目。

贺东东：应尽量提供端到

端的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

让企业享受保姆式服务。

范扬国：将工业领域、互

联网领域的人才凝聚在一起，

互相有更多的交流，我相信会

擦出更多的火花，同时要培训

相应的人才。

闵万里：找准价值点，让

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达到知行

合一。

吴海亮：要从基础做起，

一起做，解决各种困难，不断

创新。

郑叶来：果断拥抱新技

术，改进服务，改变生产流

程，提升各行各业的能力，降

低使用门槛，让大家用得起、

用得好、用得放心。

来源：AII… …工业互联网产

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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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2018数博会“网络扶贫：
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

时间：2018年5月27日…09:00--12: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综合厅A

论坛简介：全面助力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中的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在全国推

进网络扶贫行动提供实践基础和经验借鉴。

网络扶贫：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来宾，此刻通过网络

观看我们论坛的朋友们，大家

上午好！

在这繁花似锦、绿荫如海

的五月，我们齐聚多彩贵州、

相聚在爽爽的贵阳，共同参加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贵

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网

络扶贫：大数据助力精准扶

贫”高端对话。我是今天的主

持人窦爱莉，在此我谨代表主

办方对各位领导、专家和企业

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

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今

天我们请到了许多重量级的嘉

宾，下面荣幸为您介绍出席今

天对话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

们是：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

副主任洪天云；

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慕德贵；

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

书记赵德明；

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刘捷；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马利；

国家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

副局长张望；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刘文奎；

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张国

华；

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

裁、阿里云总裁胡晓明；

腾讯公司副总裁马斌；

蒙牛乳业集团执行总裁石

东伟；

出席今天对话的还有来

自美国、阿根廷、加拿大、新

西兰、日本的外宾朋友们，以

及北京云校大数据技术研究院

院长陈正拜先生，沪江教育科

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席

教育官吴虹女士，每日优鲜副

总裁郭琦先生，马蜂窝旅游网

联合创始人、CEO陈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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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兼CEO周源先生，中国电

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国务院

扶贫办扶贫专家姚广辉先生等

6位对话嘉宾，还有其他兄弟

省区市网信办的领导和企业家

们，贵州省、贵阳市有关部门

负责人。让我们再次用热情的

掌声对所有嘉宾的到来表示诚

挚的欢迎，欢迎大家！

今天的对话环节共有四项

议程。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

领导致辞。有请贵州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慕德贵致辞。

慕德贵：大家上午好!今

天我受志刚书记的委托，来参

加本次论坛。尊敬的志刚书

记、天云副主任、马云主席、

马利理事长，女士们、先生

们：

数化万物，智在融合。贵

州是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也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作

为本次数博会的重要板块，今

天的对话会高朋满座、大家云

集，共论大数据在精准扶贫中

的融合应用，十分契合大会主

题，非常贴近贵州实际，可谓

话题重大、意义深远。在此，

我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

高端对话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

诚挚的欢迎！

昨天，习近平总书记专门

向大会发来贺信，让我们深受

感动、倍受鼓舞。他指出，当

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要把握好大数据发展的重要机

遇，共创智慧生活，造福世界

各国人民。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深刻把握了大数据时代发

展趋势，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我们推进

大数据发展应用指明了根本方

向，也为今天的高端对话会提

供了基本遵循。

慕德贵：党的十八大以

来，贵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大力弘扬“团结奋进、拼

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

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以志

刚同志为班长的省委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

发的战略思想，发出了“贫困

不除，愧对历史；群众不富，

寝食难安；小康不达，誓不罢

休”的铮铮誓言，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年

均减少贫困人口100万以上，

全省贫困发生率降低到8%以

下，人民福祉大幅提升、贫困

标签正在撕下。

慕德贵：在脱贫攻坚过

程中，贵州立足自身优势，密

切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发展

应用，坚持把大数据助力脱贫

攻坚作为落实新时代精准扶

贫战略的重要举措，深入开展

网络扶贫行动，通过大数据

聚通用，打通精准扶贫的“经

络”，让“大数据+大扶贫”

成为政府提升扶贫管理能力的

重要途径、发展扶贫产业的重

要方向、整合扶贫资源的重要

载体、汇聚扶贫力量的重要平

台。

我们通过大数据助力实

现“识真贫”。为打通数据壁

垒，我们联通了扶贫、公安、

医疗等17个部门和单位的相关

数据，建设了“精准扶贫云”

系统平台，让碎片化数据“牵

手”“共享”“交换”，使扶

贫信息在阳光下运行，把真正

的贫困人口筛选出来，实现精

准化识别。

我们通过大数据助力实现

“扶真贫”。推动“扶贫云”

与“国土资源云”“教育云”

等云平台的融合，对全省所有

贫困人口、贫困地区进行实时

观测、动态监测，精准评估扶

贫项目进展、资源利用、政策

落实等情况，进而动态调配资

源、规划部署工作，提升扶贫

资源、资金和项目的精准度、

有效性，让贫困地区群众在互

联网、大数据共建共享中有更

多的获得感。

我们通过大数据助力实

现“真扶贫”。通过大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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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应用，因地制宜、因人而

异、分类施策。创新开展了农

村电商助力扶贫、“9+1”对

口帮扶、线上线下产销对接、

网络免费广告扶贫等工作。阿

里巴巴等电商巨头先后开设

了贵州农产品地方馆、特色馆

等，为贵州扶贫开发作出了

积极贡献。在此，我们特别感

谢以马云主席为代表的业界领

袖对贵州大数据、大扶贫工作

的支持和帮助。希望你们坚定

不移地看好贵州、帮助贵州，

在贵州收获更多经验、更大成

功！

慕德贵：女士们、先生

们，大数据的要义在融合、价

值在应用。贵州的实践充分证

明，推进大数据在精准扶贫领

域的应用是利国利民之策、是

政企共赢之举，有着无限的融

合空间、广阔的发展前景。贵

州将继续在这方面先行先试、

贡献智慧。同时，我们也期待

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继续携

手努力、深化合作，为决战脱

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

贡献。

最后，祝愿本次高端对话

会圆满成功，祝愿各位来宾身

体健康、心情愉快！

主持人：感谢慕德贵部长

的精彩致辞，下面有请国务院

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致辞。

洪天云：尊敬的慕德贵、

尊敬的马云主席、尊敬的各位

嘉宾、新闻们界的朋友们，大

家好！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参

加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昨天在座的各位一起参

加了开幕式，聆听了习近平总

书记给咱们数博会的获信，并

有幸在“网络扶贫：大数据助

力精准扶贫”为主题的高端对

话活动上与大家交流，在此我

谨代表国务院扶贫办对数博会

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洪天云：随着精准扶贫

的推进，大数据与大扶贫融合

发展，大数据助推精准扶贫成

为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昨天省

委书记在开幕式上介绍咱们贵

州，特别是大数据与四个方面

的融合做了精彩的论述与阐

述，我们听了以后深受教育，

也非常振奋，大家知道融合才

有力量，融合就会推动发展，

融合还会推进不断创新，咱

们今天参加的高端嘉宾里面，

像马云主席就是世界的融合大

师，通过融合天下的资源为阿

里巴巴所利。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有

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对全

球解脱的贡献率超过70%，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摆在治

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强力推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力度之

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

有，五年来，我国脱贫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发生

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

之四以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

了信息化加强步伐，推动扶贫

开发机制体制创新，购建大扶

贫格局，国务院扶贫办智力实

施全国扶贫开放信息化建设，

建立信息共享和业务的协作机

制，在2014年建成的扶贫开

发信息系统，统筹全国扶贫开

发相关数据，与国家卫计委、

住建部等多个部委进行数据比

对和交换，同时我们将电商扶

贫作为精准扶贫，在全国大力

推广，有效的促进贫困地区产

业扶贫取得了显著成绩，去年

以来我们推广了中国社会扶

贫网，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和模

式，搭肩连接贫富人口网络服

务平台，充分发挥大数据推动

大扶贫的作用。

洪天云：咱们贵州贫困

人口众多，贫困面大，贫困程

度深，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脱贫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

坚持把脱贫攻占作为第一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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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带领全省各族人民苦干

实干，各项攻坚成绩非常优

异，解贫数量和质量位居全国

前列，贫困乡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成为全国脱贫攻坚

的示范和样本。

贵州省强力推进大扶贫

和大数据的两项行动，为全国

脱贫攻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省扶贫办

成功升级改造了贵州扶贫云，

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从扶持谁、谁来扶、怎么

扶，怎么退四个入手，实时掌

握全国贫困人口的情况，动态

监测帮扶资金落实情况，分析

评价各类帮扶措施实施效果，

着力推动扶贫工作数字化、动

态化、精准化建设，实现了对

全省脱贫工作的精准管理、动

态管理和科学管理，为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力支

撑，是大数据+精准扶贫深度

融合的精准体现。

洪天云：今天通过这个高

端论坛我希望，也期待咱们贵

州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

更好的服务、推动脱贫攻坚，

在大数据+精准扶贫方面进一

步探索创新，建立健全脱贫攻

占识别、帮扶、监管、评估完

整的业务流程，建立健全扶贫

资金项目事前的预警，事中监

控，事后评估的体系，充分发

挥信息公开、社会参与和监督

的作用，充分发挥提高工作效

率，介绍基层填表报数的作

用，充分发挥提高精准扶贫水

平，提高精准扶贫质量等方面

创造新的贵州经验。

借此机会，我也想向在座

的各位朋友倡导，希望大家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

积极参与投入脱贫攻坚这项重

大而光荣的事业。最后，祝本

次论坛和数博会圆满成功，祝

多彩贵州新未来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洪天云主任

的精彩致辞，下面有请国家网

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副局长张望

致辞。

张望：尊敬的洪天云副

主任、慕德贵部长、刘捷秘书

长、马利理事长，女士们、先

生们、朋友们：

非常高兴与各位相聚贵

州。受办领导委托，我谨代表

国家网信办对网络扶贫高端对

话活动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向关心支持我国网信事业发展

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望：消除贫困是全人类

的共同理想，让贫困人口和贫

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

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

贫攻坚，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

战略思想，以强烈的使命情怀

和政治担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齐心协力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

网络扶贫是全国脱贫攻坚

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新

方式、新途径。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

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让更多困难群

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

互联网走出乡村，让山沟里的

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国家

网信办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国

家发改委等部门制定实施《网

络扶贫行动计划》，统筹推进

网络覆盖、农村电商、网络扶

智、信息服务、网络公益五大

工程建设。

目前，数字鸿沟正在弥

合，建档立卡贫困村通宽带比

例已经超过90%，越来越多

贫困地区孩子通过互联网享受

到优质教育，农村电商带动建

档立卡贫困户274万人增收，

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逐步健

全。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和

各网信企业积极参与网络扶

贫，成效已经初步显现。

张望：党的十九大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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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目前，我国仍然有

334个深度贫困县和3万个深度

贫困村，仍然有3000多万人尚

未脱贫。推进网络扶贫工作，

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精准

扶贫思想，进一步挖掘互联网

和信息化的潜力，以更大的力

度、更实的措施推动网络扶贫

五大工程向纵深拓展。

一是聚焦精准脱贫。要

加强精准扶贫领域的大数据应

用，持续完善全国扶贫开发大

数据平台，加大力度推进扶贫

开发相关信息的跨地区、跨部

门互联互通和互认共享，进一

步完善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

系。

二是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和重点贫困群体。要把网络扶

贫新增项目、资源向深度贫困

地区集中，着力解决这些地区

公共服务、信息基础设施薄弱

等问题，还要聚焦特殊困难群

体，利用互联网帮助他们获取

服务、脱贫致富。

三是加强东西部协作。

今年，我们将组织开展网络扶

贫东西部协作行动，推动东部

省（区、市）网信部门把本地

区互联网相关技术、项目和资

源拿出来支持西部对口帮扶省

市，务求见到成效。

四是注重激发内生动力。

要进一步发挥互联网优势，帮

助贫困地区引进优质教育、培

训资源，促进扶贫同扶志、扶

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积极

性和主动性，加快脱贫步伐。

五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作用。近年来，不少网信企业

积极响应《网络扶贫行动计

划》，开展一系列网络公益扶

贫活动，作出了积极贡献。今

年起，我们组织实施网络扶贫

深度贫困地区行活动，更好帮

扶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

贵州是第一站，一会儿还要举

行网信企业与贵州省深度贫困

县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结对帮

扶只是第一步，后续的重点是

把帮扶项目落到实处，比如，

帮助贫困县拓展农副产品销

售，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开展

“互联网+教育”等等。

张望：女士们，先生们，

朋友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

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

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

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让我们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齐心协力、求真务

实，扎实推动网络扶贫行动取

得更多实效，共同打赢脱贫攻

坚战！

最后，祝本次高端对话活

动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

工作顺利，身体安康！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张望副局长

的精彩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下面

进行第二项议程，主旨演讲环

节。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国

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

利理事长将围绕中国互联网发

展基金会如何助力网络扶贫做

主旨演讲。有请马利理事长。

马利：尊敬的各位嘉宾、

马云先生、马斌先生、尊敬的

各位领导，非常荣幸能参加这

次论坛，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要求，发挥信息化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信

息是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

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让人们群众在信息化

发展中有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普及，

不断的改变着人民的生产生活

方式，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都

要适应这种变化。近年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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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互联网贵州孕育出了大数据

产业，实践证明，大数据产业

的发展在带动经济转型升级的

同时，也为破解脱贫攻坚的难

题提供了新的路径。

要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的打赢脱贫攻坚战，要

动员全党、全国和全社会的力

量。我们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

会是作为互联网领域的全国性

公募基金会，也希望在脱贫攻

坚中发挥我们的力量和作用。

2016年在中央网信办的

指导下，在全国网络扶贫现场

推进会上我们联合了BAT等15

家网信企业成立网络公益扶贫

联盟，组织了企业与地方区县

签署结对扶贫协议。2017年在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我

们还参与举办了“共享红利：

互联网精准扶贫”论坛。今年

脱贫攻坚进入了一个决胜的阶

段，我们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

会决定发起“中国互联网发展

基金会网络扶贫专项基金”，

专项基金的启动资金为人民币

1千万元，作为启动基金我们

想倡导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参加。如果大家有好的

网络扶贫项目，希望向我们网

络扶贫专项基金提出申请，我

们一定会不折不扣的传递大家

的善心、传递大家的义举，让

许多帮助的人群享受到互联网

发展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同志们，朋友们，先生

们，先生们，当我们享受春暖

花开的美好时光，一定不要忘

记在那苍凉贫瘠的地方还有需

要我们帮助的贫困人群，无论

是组织、企业和个人，请伸出

我们的手，一分钱也是参与，

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就希望和

大家一起为扶贫事业奉献一份

力量。

衷心的感谢大家，最后祝

愿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

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马利理事

长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阿里

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阿里云

总裁胡晓明先生，他将以“让

科技更有温度”为题做主旨演

讲。

胡晓明：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我是做技术的，所以如何

让技术来参与整个扶贫和脱贫

是我们一直在向往的。2013

年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总在

参加了北京贵州向全国优强民

营企业招商的推荐会讲了一句

名言，如果我们错过了30年前

的广东和浙江，不要错过今天

的贵州。在这4年当中阿里巴

巴不仅参与了在贵州的投资，

我们也参与了贵州本身的云上

贵州的建设，在云上贵州的努

力下，今天云上贵州已经成为

全国政务云的一张名片，同时

云上贵州的成功也告诉我们一

个经验，只有敢于在薄弱处着

手，在困难中下手才有机会能

够获得成功，这是阿里巴巴在

2013年开始到今天我们5年非

常有幸跟贵州、跟贵阳走在一

起。

同样不仅仅在云上贵州，

我们也参与了整个贵州的脱贫

和扶贫，脱贫是中国共产党非

常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一个理

想，也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

重要战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对此的理解是不仅仅让先

进变得更强大，我们同时也希

望落后的地方更有特色，所以

阿里巴巴在参与扶贫的过程是

希望通过技术授人以渔，真

正的扶贫是造血，而不只是输

血，要通过撬动阿里生态的力

量，发挥阿里技术的力量让他

们进入到产业发展中脱贫致

富。

所以在2017年阿里巴巴成

立了我们的脱贫基金会，我们

决心在5年内投入100亿元，但

是我们更希望撬动阿里巴巴生

态经济体的力量，通过技术赋

能，通过科技赋能，带来远远

超过100亿，甚至超过1000亿

以上的脱贫效应。所以在我们

的脱贫事业中，我们在5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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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我们参与我们本身的脱贫。

第一我们在电商；第二我们在

健康脱贫；第三我们在教育脱

贫；第四女性脱贫；第五是生

态脱贫。在阿里巴巴集团我们

规定了每个总裁每半年需要对

脱贫进行KPI的绩效考核，不

是仅仅把脱贫挂在嘴上，而是

真正落实到利用我们经济体的

力量，利用我们的科技力量真

正参与到这场战役当中。

胡晓明：我给大家看一

张图片，这是我们在四川青

川，青川我们参与了灾后重

建，这个灾后重建我们坚持了

十年，我们积极鼓励支持返乡

创业者，我们今天把我们本身

的电商的技术，把我们客户服

务的技术和能力带到了青川，

我们帮助残疾人就业，同时青

川的农副产品，所有的信息服

务网络我们帮助青川覆盖到

100%。今天青川的黑木耳、

蜂蜜、竹笋、贡茶、香菇等这

些特色产品已经成为了淘宝上

的热销产品，也是成为了名牌

商品，青川我们用了十年，我

们持续给予它支持，我们持续

为青川在造血。

我们在青川参与援建的经

验也带入到对于生态脱贫、技

术脱贫的产业体系里来，这是

我们在四川平武，四川平武是

大熊猫之乡，所以我们也在想

如何来参与四川平武本身的脱

贫。

在四川平武有一个地方叫

关坝自然保护地，5月15日我

们与四川平武通过互联网进行

了合作，我们通过蚂蚁金服的

蚂蚁森林一起上线合作，我们

在短短的一周内蚂蚁金服有大

概646万的客户参与了关坝自

然保护地的项目，有140万会

员用他们在蚂蚁金服平常用低

碳所积累的能量兑换平武每一

平米十年的保护权，通过这样

的合作我们一下子把四川平武

的品牌带了起来，所以平武给

我们这样的评价：

第一个把生态品牌拉起来

了，我们有将近3亿的会员了

解了平武，有可能很多今天也

不一定知道，其实平武是中国

最大的大熊猫的保护之地。

第二我们也让更多的年轻

人知道了平武的品牌和产业品

牌。当地政府说，花20亿人民

币都不一定有这个效果；第三

由于有了140万的会员参与了

平武的保护，又开发了当地的

旅游保护资源，这140万年轻

人会关注每一平方米保护地的

建设。

同样我们积极参与到健康

脱贫，我们跟全国四个省、15

个贫困县积极开展保护，我们

为109万贫困户送去的保障，

当然我们的目标希望覆盖1000

万人，希望减少贫困人群因病

致困的发生概率。我们在贵州

跟习水合作，我们用支付宝，

我们用区块链进行了全村的覆

盖，我们让整体的脱贫能够全

流程、更透明。

胡晓明：同样，我们在

整个农业，我们积极用我们的

技术去帮助当地的贫困户来激

活农业生产力，我们跟四川特

驱养猪集团合作，通过生态养

猪。同时跟西安海升合作，我

们跟阎良合作，帮助农民提升

小猪的死亡率，我们用我们本

身的技术帮助农民更好的灌

溉，降低每亩地的成本，同时

我们把阎良的甜瓜通过天猫、

河马生鲜进行分销，甜瓜的单

价提升了2倍。

不仅仅在健康生态，我们

不仅仅在电商，我们在科技作

品上积极合作。我们云计算的

合作伙伴积极为全国的贫困大

学生、贫困区县、技术从业者

免费提供云计算、大数据的培

训，我们联合了将近100多家

云就业的联盟。今天上午在我

演讲的同时，我们也跟贵州省

的教育厅、跟贵州省的大数据

发展局一起合作，我希望三年

内为贵州免费培训8000名的贫

困大学生、贫困地区的技术从

业者，这些经过我们的培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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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帮助贫困地区通过技术脱

贫，我们更希望能够把这些贫

困的大学生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对接起来，解决他们的就业机

会，就在现在他们正在举行签

约合作。

这是阿里巴巴参与脱贫的

一点小的想法和成就，我们衷

心的认为参与脱贫战是阿里巴

巴巨大的荣幸和福报，我们不

仅仅加大贵州的投入，参与云

上贵州的建设，更把参与脱贫

攻坚，参与贵州的脱贫合作作

为我们最大的荣幸，也是作为

我们最大的福报。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各位

领导！

主持人：感谢胡晓明先

生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腾讯

公司副总裁马斌先生，他将以

“腾讯助力精准扶贫的创新实

践”做主旨演讲。

马斌：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下午！

我是来自腾讯的马斌，非

常荣幸由我来代表腾讯给大家

做一个回报，关于扶贫的一些

思考和实践。

马斌：腾讯其实做的工作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虽然标

题是这个标题，但我们坚定的

认为如同Pony所讲我们要坚定

的做好数字化助手。

首先我们看各个行业的变

化，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未来已

来，我们每一个行业都在发生

巨变，特别是互联网打开了时

间、空间的界线，让我们感受

到到现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

正在深度融合，在这种融合的

情况下各行各业，尤其是我们

所在的每一个行业的知识正在

快速的迭代，我们要求各行各

业必须走在跨界当中。我们原

来所有的成功的经验在明天来

看有可能都是创新的阻碍，所

以我们面对的各行各业都在跨

界融合，这种条件下新的生活

方式，特别是技术、思想、未

来不断冲击我们，而随着人工

智能的出现，物的人化和人的

物化也在不断进化，所以需要

我们思维不断升级。

所以对于我们思维、知

识到认知都在发生进一步的升

级，在这种条件下未来已来，

我们怎么样做好应对？我觉得

贵州在这里面做好了非常好的

样板，因为从贵州发展的角度

来讲数博会是一个弯道超车以

及换道超车的机会，所以对于

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要抓住历史

给予我们的机会，真的未来已

经到来。改革开放40年，其实

带给我们无数的机会，在这种

条件下扶贫是其中一个最重要

的工作，如何一起联动政府、

企业、个人呢？腾讯坚定不移

的做好数字化助手，推动数字

中国建设。这是前几天马化腾

在云+峰会上讲的通过五个领

域做好7种工具，做好各行各

业的连接器，做好各行各业的

小助手，帮助各行各业在数字

化的建设当中脱颖而出，所以

我们通过科技向善，一直在腾

讯持续发力。

马斌：大家看看腾讯公益

是中国互联网第一家基金会，

腾讯公司捐赠的原始基金是

2000万，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

进行捐赠，现在累计捐赠了24

亿。但是网友的的力量有大？

我们移动端现在有7.5亿用户，

20%的人群是通过人群在完成

捐赠，大家都可以上到微信里

面找到钱包，里面有一个腾讯

公益，目前汇集了网友34亿的

捐款，帮助8家慈善机构进行

了捐赠，尤其是影响力巨大的

“9.9公益日”，网友捐一块

钱，腾讯配比1块钱，我们发

动社会的力量完成精准扶贫。

所以大家会看到用好互

联网，用好移动端，我们发挥

更多在移动端的力量，汇聚网

友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

我们也开放我们的公众参与的

平台，例如益行家，现在通过

每个人步行捐步仍然可以做公

益，我们打造的公益平台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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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提供一套智慧乡村解决

方案，为乡村连接情感、连接

信息、连接财富创造我们的价

值。

同时我们还有守护者计

划，当所有的黑客使用了大数

据、人工智能，每一年的损

失高达一千亿，这是非常痛心

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各方面数

字化的同时要打击这些黑色的

毒瘤，所以用科技向善的力量

推动了整个数字化的建设。

马斌：我给大家介绍一

下贵州黎平的案例，互联网+

乡村。首先帮助贵州黎平建立

关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整

合资源、汇聚大量。大家可以

看到志愿者提供免费规划和

建设指导，赞助商云集，建成

后的经营利润全部归村寨，当

时总理也去看过我们的案例。

这是春也创新的农产品，非常

有特点，也是腾讯联合了内部

外设计团队，还有设计公司帮

助他们设计了大米、茶叶、手

工艺品、纺织品，还有侗族的

文字、书签、服饰、农产品等

等。

这是特色旅游体验，大家

通过微信公众号进去，有旅游

套餐的预定，跟第三方合作伙

伴一起把一个原生态的传统古

村，刷成智慧村庄。我们联合

多方为铜关侗族大歌生态博物

馆做了设计，还有村庄的整体

建设都非常有艺术情调。这是

我们营造的一个社区，结合的

传统的文化，大家看看招募演

员的要求，我们以传承世界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宗旨，对

外开放演出，让整个生态系统

以社区的形式能够自循环。

马斌：这里也介绍一下

的移动互联网第一村，也就是

致力于乡村移动互联网能力建

设。今天的农村仍然在信息失

联，他们的信息还是不对称

的，第二他们的情感失联，特

别是留守儿童，还有财富失

联，所以我们有太多的工作可

以做。农民还没有进入到整个

移动互联网智慧上，怎么办？

我们用好我们“为村”，帮他

们做好信息的连接。

仅仅上线一年的时间，16

个村加入了“为村”的开放平

台。大家可以看看一些优秀的

案例，首先党建之家，直达基

层的党员服务平台，这是内蒙

古的巴彦社区，互联网提升了

村务的效率，信息透明公开。

资源的对接，我们有村内的众

筹，还有公众的筹款。在连接

财富上，打造互联网的村上名

片。

首先推广物产不求人，公

安号打出品牌，这是湖南的比

耳村，在“为村”上掀起了微

店热、网店热，帮助更多的客

村打破长期以来的商人价格垄

断。全村通过微店的方式价格

增收500多万，对于100多户的

村庄来讲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这是山东菏泽曹县，其中有一

个超百万的投资项目。

所以腾讯要做的工作其实

是非常之多的，这里面只是以

扶贫作为一个入口，精准扶贫

就像做医疗一样，为所有的用

户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做好数

字助手，所以腾讯仍然保持开

放的状态，也希望能够更好的

走向开放。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马斌先生的

精彩演讲。下面有请中国扶贫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

奎同志，他将以“全力以赴，

助力攻坚----中国扶贫基金

会的贵州脱贫实践”为题做主

旨演讲。

刘文奎：尊敬的马云老

师、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

天我们的主题是互联网主力军

征战脱贫攻坚主战场，这些年

来的扶贫我感同身受。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29年

来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企

业的支持和帮助，这两年更多

的企业投入到扶贫的主战场，

主力军投入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不是光钱多了，企业家们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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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在投入扶贫，今天我没有

想到马云先生到这个会场参加

会，这说明真正的互联网主力

军参与到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了，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对参

与脱贫攻坚的企业和企业家致

以崇高的敬意。

主要汇报一下扶贫基金会

在贵州做的一些扶贫的工作。

刘文奎：现在的扶贫进

入到关键阶段，精准扶贫、深

度扶贫、产业扶贫是接下来这

几年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扶

贫基金会主要的工作方向实际

上也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在这

几个方面，一个是产业扶贫，

另外一个是健康扶贫，还有教

育，还有特殊人群的关爱，包

括留守儿童这样的一些领域发

力。我们的工作侧重点一个是

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平

台的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力

量、新的方法、观念应用到脱

贫攻坚工作之中。另外一个是

聚焦深度贫困；第三个是进行

项目模式的创新，力争能够创

新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刘文奎：我们在这些年主

要实施的项目。顶梁柱健康扶

贫项目，这个项目是一个典型

的互联网主力军参与脱贫攻坚

主战场的一个项目，什么叫顶

梁柱，顶梁柱对我们贫困家庭

来说就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一个家庭主要劳动力得病会带

来两个困难，第一收入来源减

少了，第二要花钱看病，往往

一个人得病一个家庭陷入贫

困，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占现

在立卡户的44%，大约有一千

多万。

怎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在原来我们的方式下我觉得很

难，这么多人怎么找到得大病

的人，怎么帮助他，而且很多

以前做的健康项目虽然有政

策，有低保之类的各种保险，

但是我们得病的农户不知道找

谁，不知道怎么办手续。去年

我们和阿里巴巴公益，蚂蚁金

服合作，包括蚂蚁保险，我们

设立了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

具体的做法是整县覆盖，

大约一个人30块钱，保的是什

么？保的是自付费用的50%，

现在国家精准扶贫力度很大，

报销比例达到了85%—90%。

即便这样，他得了大病自己付

费还要一两万，对贫困户来

说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

们的保单可以让保险比例提高

95%。

这个项目从去年开始实

施，第一个项目县是贵州习水

做的实验，这个项目经过半

年，我们通过阿里的平台筹款

达到了五千多万，已经有100

多万的建卡立档贫困户纳到项

目之中，这个项目最大的特别

就是便捷。

全部投保之后贫困户经过

培训，有手机APP在网上就可

以理赔，足不出户一个礼拜内

可以收到理赔款，怎么做到让

数据多跑路，农民少跑腿，这

个项目计划在未来三年每年筹

款1个亿，总共覆盖一千多万

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个项目是

在5月23日刚刚搞了阶段性的

总结。这样大数据的接入让扶

贫增加了能力，让建档立卡户

增加了几乎。

刘文奎：第二个项目是

美丽乡村项目，最早在贵州反

排村开始了。这个项目最底层

的设计是建合作社，让所有的

村民都加入合作社，能人带着

贫困户一起做，项目是全村人

都拥有，无论是硬件，还是软

件、服务体验都比一般原来的

农家乐，包括个人的民宿都不

一样。这个在习水试点成功之

后，现在已经在全国13个点开

始推广，未来我们希望这样的

项目能覆盖更多的地方，在贵

州还有另外三个新的项目也已

经确定。

第三个项目是产业扶贫

项目中的电商扶贫项目。电商

扶贫项目大家都很重视，但是

我们研究了之后，真正的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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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帮助到我们的建档立卡有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最后一

公里，最后一公里不是说硬

件，而是软件，我们的农民怎

么能形成规模，怎么解决增加

独户小规模生产效率的问题，

第二个怎么解决农产品质量问

题，第三个怎么解决农产品品

牌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成立统一的品牌，从扶贫

基金会长期在农村积累的建立

合作社、培训农民的优势，把

农民组织起来，建成合作社，

按照统一的规程和标准生产出

来合格的农产品，再跟网络伙

伴，网络平台把农产品销售出

去。这个项目比较比较慢，做

了6产品，但是效果还是比较

明显。三年的时间累计受益农

户一千户，三年培育6个农产

品，户均收入达到三千块，农

产品价格提高了一到两倍。今

年在贵州的计划会吉利集团合

作。

第四个是留守儿童关爱

的项目，这个项目在童伴妈

妈。大家知道贵州留守儿童比

较多，妈妈不在，父母不在产

生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安全问

题，怎么办？在留守儿童比较

集中的村庄聘请全职的童伴妈

妈，这个项目在贵州实施了一

年，效果非常好。这里有一个

短片。

（播放视频）

主持人：感谢刘文奎同志

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蒙牛乳

业集团执行总裁石东伟先生，

他将以“网络扶贫，传统企业

赢在精准”为题做主旨演讲。

石东伟：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

大家好！

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美

丽的贵州！过去，提到贵州，

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美酒、

美景，而今天，一个新的热词

和贵州建立了强关联，那就

是大数据，中国的三大电信运

营商，以及阿里、华为、腾

讯、苹果等国际知名信息技术

企业，都在这里建立了数据中

心。放眼全国，没有哪个省份

像贵州一样和大数据绑定得如

此紧密。当然，还有一个热词

也和贵州有着一定的联系，那

就是脱贫，贵州是我国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之一。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我国减贫脱贫已经

进入“最艰难阶段”，打赢这

场攻坚战，需要凝聚更多的力

量、更多的智慧。其中，利用

大数据产业优势、将大数据与

精准扶贫对接，是一条必经之

路。

石东伟：今天在座的，

有许多互联网企业的领袖。而

我来自蒙牛，这是一家乳企、

一家传统的实体经济企业，似

乎有一点“另类”。但在我看

来，与互联网企业相比，传统

行业企业在利用互联网、利用

大数据精准扶贫方面，有自己

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特别

体现在“精准”二字上。

乳 业 拥 有 一 条 特 别

长的产业链，形象地说是

FromGrasstoGlass（从牧草

到奶杯）。产业链中，许多环

节是与农村、农业、农民密切

结合的。乳业企业与三农结合

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着乳制品

的安全与质量，并深刻影响着

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

收。为了优化与改进这条产业

链中与三农的结合环节，蒙牛

除了在资金、人才和专业技术

方面的投入外，重点依靠互联

网与信息化对其进行赋能。毕

竟，我们更了解农牧民们的急

切需要，也知道在哪里可以帮

他们争取到更多机会。

石东伟：蒙牛认为，精准

扶贫的关键在于向农牧民提供

“造血功能”，走一条“授人

以渔”的持续发展扶贫之路。

今年有一个很火的概念——

“底层操作系统”。如果将一

个人比喻成手机，那么他在工

作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就是

APP，而意识、性格、情绪等

是他的“底层操作系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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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推动一个人向前发展的关

键，是意识而非能力。“可持

续扶贫”的关键，其实就是改

变贫困人口、改变贫困地区的

底层操作系统，也就是改变意

识和观念。这些东西改变了，

才能将精准扶贫的成果转化为

自身发展的动力和能力。

蒙牛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

开展扶贫的，我们利用互联网

和信息化的方式参与“网络扶

智”工程，积累了一些独特经

验，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养殖奶牛，是一个脱贫

致富的方法。但养牛是一件技

术活，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

需要丰富的经验，对于新入行

的养牛人，这是一个很高的

门槛。针对这个问题，2013

年，蒙牛联合高校、研究机构

和“中国·丹麦乳业技术合

作中心”一同启动了“牧场主

大学”公益项目。通过资金帮

扶、技术服务、管理提升等措

施，帮助从业者对牧场进行转

型升级。截至去年年底，蒙牛

已经将10个标准化牧场建设成

了“牧场主大学”教学基地，

累计开展无偿培训230场、培

训学员8000人次，帮扶牧场提

升效益8亿多元。

石东伟：“牛人说”虽然

是一个专业平台，但却一点也

不枯燥乏味，充满各种笑点。

我昨天看到一条问答，有个养

牛人问，我们家的牛为什么最

近老吃土？是不是上淘宝上得

太多了？专家的回答也很有

趣，他说，牛吃土是因为土太

好吃。当然，他后面进行了详

细解释，有的时候牛身体里缺

乏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而垫

窝用的土恰好包含一些营养物

质，所以牛才会喜欢吃。

在座的朋友，如果哪位

想试试养牛，现在就可以在微

信上搜索并关注“牧场主大

学”，点击进入“牛人说”平

台先学上几招。

网络扶智的目的是“授人

以渔”，但这并不是蒙牛精准

扶贫的“终点”。我们希望，

将扶贫对象发展为我们的利益

共同体，让扶贫对象与蒙牛达

到生态共赢，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统一。

除了刚刚提到“网络扶

智”实践外，蒙牛研发试点了

牧场数字化管理系统，利用

大数据技术来控制繁育、产

奶、饲喂等模块的工作，帮助

牧场、奶农更轻松、更有效

地开展工作。现在，蒙牛专属

牧场中有一些奶牛已经装上传

感器，帮助我们实时分析它们

的行为、需求甚至情绪波动，

然后由一个后台来进行智能喂

养、挤奶等工作，为牧场赋

能、逐步解放劳动力。这套系

统成熟后，我们将在蒙牛所属

牧场进行普及。我们更决心将

这些数据与研究成果向广大牧

业从业者分享，促进大家增产

增收。

积极参与精准扶贫，蒙

牛的初衷是能够通过价值观提

升、管理提升、信息共享等多

元化、全方位的综合措施，推

动更多的牧场向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升级，深化与广大农牧

民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实

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生

共赢，从根源上扶贫脱贫。

最后我想说，扶贫是一

项攻坚战，需要长期的、共同

的努力。在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时代，精准扶贫需要

的不仅是资金，更是智慧和技

术。将扶贫和扶智相结合，引

导内生发展机制；将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相结合，构建扶贫

对象、成熟企业和社会的利益

共同体，才是打赢扶贫仗、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蒙

牛愿意同在座的政府机构、互

联网信息化企业紧密合作，一

同为贵州、为全国的扶贫攻坚

战的胜利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石东伟先生

的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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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博会开门的这两天

有一段视频刷爆朋友圈，35

分钟，什么视频呢？那就去年

马云主席在数博会上的一段演

讲，刚才我把这段视频点击查

阅了一下，现在阅读量达到了

3500万，这个数据告诉我此时

此刻关注我们直播的网民们对

接下来这个环节万众瞩目，接

下来有请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马云先生为我们做主旨演讲。

请允许我代表数博会主办方向

您表示感谢，因为今年是马云

主席第三次参加我们数博会，

非常感谢您的大力支持，谢

谢！

马云：尊敬的部长、书

记、秘书长，我今天来本来是

专门过来倾听整个精准扶贫的

演讲，我没有打算来讲话，我

觉得坐过来听听、学习学习、

思考一下，因为最近讲的太

多，主要是扶贫、脱贫这方面

整个阿里巴巴非常重视，所以

我想到这儿来主要是学习。刚

才部长说讲一下，那我就分享

一些观点和看法。

刚才坐在那儿我还是很

感动，很多的观点对我们来讲

很有启发，特别是这么多企

业，这么多人投入了这么多的

努力，我觉得深受鼓舞。中央

提出全面脱贫，大力反腐是我

们国家这么几年来最具理想主

义色彩，也是难度最大、力度

最大的两大创举。所以历代以

来所有的仁人志士都希望解决

贫穷问题，解决脱贫问题，但

是几乎大家都非常找出好的方

法。中国14亿人要全面脱贫，

并且设定了时间表，我觉得

这个任务之大、之艰巨、之伟

大、之意义深远是本世纪最了

不起的创举。

马云：我自己认为，扶

贫、脱贫和致富是三个不同的

东西。扶贫给人以鱼，脱贫授

人以渔，而致富是给大家造鱼

池、鱼塘，这是三件完全不同

的事情。贫穷不是我们农民不

努力，而是我们的农业文明和

商业文明没有完美的结合。贫

困县不是贫困县不努力，而是

我们的发展模式没有跟上，我

们真正要消灭的不是穷人，我

们要消灭的是贫困，而贫困在

根源上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

教育的不平衡、医疗健康资源

的不充分。有的时候我们希望

看到的是孩子的教育，如果不

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关注，那么

很多年以后这些孩子依然是穷

人，依然是贫困，所以贫困不

仅仅要解决今天穷人的问题，

更要解决贫困的问题，要从

教育、要从医疗、要从各种各

样方法上面，从根源去解决问

题，消灭疾病最主要的是在源

头上进行消灭。

另外一个观点是，过去联

产责任承包制解决了土地上种

出来的东西属于谁的问题，大

力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而

今天大数据、互联网要解决土

地上种出来的东西卖给谁的问

题，如何让土地增值，因为只

有让土地增值，只有农民觉得

土地有利益可图，农民才会回

到土地。过去农民离乡背井，

全部成了农民工，今天如何让

土地增值，让农民回到家乡，

变成农业工，形成真正的农

业产业，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

的。我们经常讲农村现代化，

我们一定要把农村乡镇现代化

做起来，而不是把城镇农业

化，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必

须要有高度的重视。

马云：我以前给华谊兄

弟讲过，中国的演员演谁都不

像，因为骨子里我们每个人都

是农民出身，中国人很奇怪，

过了50、60岁都想回到乡村，

因为我们来自于乡村，来自于

农村，所以只有把农村变得山

清水秀，只有农村发展起来，

农民富裕起来，农村真正像个

乡村的时候，才能真正落叶归

根。所以我看到贵州贵阳大力

发展高科技、大力发展数据

产业，这实际上保护了绿水青

山，同时给我们贫困的地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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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无限的希望，谁说贵阳不

可以做高科技，谁说贫困地区

不能发展高科技、数据产业，

这不仅给贵州乃至全国、全世

界的贫困地区带了巨大的希

望。

马云：第三，我今天很

高兴看到那么多的大公司在分

享自己做了什么，这几年来很

多大公司都积极的参与了贫困

扶贫工作，但我希望更多看到

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

们准备做什么，以及准备怎么

做？因为你准备做什么能给大

家带来更多的启发。我自己觉

得大公司的大不是利润大，不

是收入大，不是市场份额大，

而是责任大，而是担当大，人

们希望你能担当更多的责任，

希望你能做更多的事情。在阿

里巴巴我们关注扶贫，关注

脱贫，关注公益不仅仅是为了

自己好，而是为了别人好。如

果要想让阿里人坚持这样的理

想，必须要阿里人参与公益，

公益和慈善的区别，慈善是给

别人东西，而公益是给自己益

处，只有让自己越好，别人才

会慢慢好起来，慈善改变的别

人，而公益更多是改善自己。

今天你的几分钱、几块钱并不

能改变什么事情，但是你参与

的任何行动改变的是自己，所

以我们希望更多人参与脱贫，

更多人参与扶贫，更多阿里巴

巴的员工，只有我们自己的员

工参与这些，从公益中体验自

己，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有什

么、要什么和放弃什么，我相

信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持久，

所以做慈善也许你是有这种能

力，而做公益最重要的是你自

己获得了无穷的福报。

最后祝福贵州，我相信

贵州和贵阳是未来中国最有意

义，最富有的地方之一，因为

他们懂得未来，他们有畅言，

他们愿意去努力，他们敢于挑

战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这也是

脱贫和扶贫最大的希望之在，

脱贫是给人以希望，而不仅仅

是给人以钱财，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我们进行第

三项议程，嘉宾对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可

以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

攻坚中的作用。近年来，互联

网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

来越大，互联网分享、远程、

快捷的特点，使其在社会资源

配置中能够有效发挥优化和集

成作用。因此，互联网企业理

应也正在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

任。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几位

来自互联网业界的大咖上台，

一起聊聊他们充分利用自身优

势资源，开展网络扶贫工作的

精彩实践，以及对网络扶贫方

案、路径的看法和独到见解。

有请：

北京云校大数据技术研究

院院长陈正拜先生；

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首席教育官吴虹女

士；

每日优鲜副总裁郭琦先

生；

马蜂窝旅游网联合创始

人、CEO陈罡先生；

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兼CEO周源先生；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

长、国务院扶贫办扶贫专家姚

广辉先生；

欢迎6位专家和企业家的

到来。

其实刚才我对6位嘉宾的

身份都做了介绍，大屏幕上也

有他们的职务介绍。今天来到

这个对话，关于大数据与精准

扶贫，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思想

风暴和他们职务之外有很多的

关联，因此在对话之前我想请

6位嘉宾用1—2分钟的时间先

对自我的角色定位做一个简单

的介绍，也许是你们曾经做过

的成果，也许是你们公司目前

的状态，之后我们再开始今天

的主题对话。

陈正拜：大家好，主持人

好。云校本着技术服务教育的

宗旨，融合云计算、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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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物联网定高新技

术，提供包含教育云平台、智

慧课堂等在内的一站式教育信

息化整体解决方案，提高学校

教学管理效率、挖掘优质教育

资源内容，推动教育经验分享

传播，为老师提供施教工具，

为学生配置学习方案，实现教

育个性化、多元化、均匀化，

推荐教育全面发展。

云校以推动教育强国和人

力资源强国战略为准则，我们

发挥我们的界别优势，以互联

网为工具，以高科技为载体，

整合和推广优秀教学资源、教

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打破师资

教育不平衡、教育不公平现

象，我们还积极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脱贫攻坚重要讲话精

神，积极参与贫困地区精准扶

贫工作，先后为贵州、西藏、

云南等西部地区搭建教育云平

台，捐赠教学仪器、设备，价

值达6.2亿元，惠及了1000多

万学生。

主持人：谢谢陈院长，稍

候我们期待您在对话当中给我

们带来有关大数据+教育+精准

扶贫的观点。

接下来有请吴女士

吴虹：各位好，我来自沪

江教育，我们是在一个互联网

平台上帮助老师、学生链接优

质资源，解决小问题的项目。

什么项目呢？叫做互+计划。

我们解决怎样的小问题呢？就

是在中国现在乡村有11万所

100以下的小微小学，他们普

遍面临的问题就是缺少老师、

缺少课程，没有办法开启开

足国家的音乐、美术、科学、

阅读这样的课程，通过我们

这样一个计划，我们用一张大

课表，是用网络直播课的形式

就可以让全中国所有的偏远乡

村教学点连接到这样一张大课

表，让乡村里的孩子可以享受

到最好的音乐课、美术课，而

这些课程对他们孩子来说是他

们人生当中不可缺少的资源，

所以我们觉得扶贫是一个大战

略，但是我们的精准就是解决

它的小问题，用互联网更快

乐、更简单、更公平帮助乡村

孩子学习。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把这样

一个项目带到我们的大会来，

因为所有的学校现在90%有了

互联网，就有了连接到这样一

个项目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今

天是带着这样一份使命来的。

主持人：谢谢。扶贫先扶

智，在教育领域我觉得承担了

精准扶贫基石的作用。

接下来有请郭总。

郭琦：尊敬的各位领导，

还有在场的嘉宾，还有主持

人，大家好！简单介绍一下每

日优鲜是一家相对比较年轻的

企业，我们是专注于生鲜领域

的垂直电商，在过去几年快速

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给自己

也有一个愿景，就是让每一个

人随时随地享受食物的美好，

就像我们的愿景一样，每日优

鲜自己从事的就是我们的生鲜

食品，连接上游的生产者和下

游消费者。

经过几年发展每日优鲜

月活的数量，包括目前在生鲜

垂直领域相关的销售额已经成

为了中国生鲜电商领域的排头

兵，在我们已经开通服务的20

个城市当中已经做到了一线送

达，我们目前拥有中国冷链扩

容面积最大，配送效率最高

和配送密度最广的及时交付体

系。

我们每日优鲜还拥有目前

中国规模最大的办公室无人货

架的销售体系，就像我们天然

的行业属性一样，在扶贫攻坚

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一个参与

者，像刚刚马斌先生讲的，我

们去年同样在贵阳作为电商精

准扶贫联盟的发起企业，参与

了对于汪洋总理的汇报。

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在扶

贫这个领域，因为它是天然跟

上游的种、养、加工相关行业

的供给者发生关系，我们也是

从一开始帮助我们上游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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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解决供销对接的问题，

解决信息流通不畅的问题，到

现在逐渐发展为运用我们所拥

有的这一套冷链物流配送的体

系，运用我们的后台大数据的

体系更加精准的对于上游提出

相关的一些行业和产业发展的

规划和想法。换句话来讲从原

来种什么、养什么、卖什么，

到现在消费者需要什么，让我

们生产者去调整生产消费者需

要的产品。

主持人：谢谢，就是从农

民的菜地到市民的餐桌。如果

说到精准，我觉得你们更具备

精准扶贫的优势。

有请陈先生。

陈罡：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早上好。

马蜂窝是一个基于大数据

和大旅游的新兴创业企业，我

们拥有中国最具活力的80后、

90后的旅游活跃人群，这个人

群已经高达1.2亿，并且高速增

长。刚才我在台下打开手机看

了一下，今天此时此刻有6588

位年轻旅行者在贵阳旅行，使

用我们的APP和产品，而且三

分钟最新的预定已经完成。马

蜂窝就是基于旅游大数据和中

国最活跃的社区和人群，内容

+交易的模式来引领整个旅游

产业的变革，并且为全新的旅

行者在旅游消费升级里面提供

新一代旅游从咨询到服务一站

式的体验。

可能和台上前几位嘉宾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一点，马

蜂窝虽然是一家北京的企业，

但是我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

我觉得从去年参加数博会到

今年参加数博会有一个飞速的

变化，今年更是人气爆棚，

听说是一票难求。从去年参加

数博会到今年来讲，马蜂窝也

有一个本质的变化，我们今年

在贵州落地了我们的分公司，

我们也希望把马蜂窝已有的全

球领先的旅游大数据的技术带

回贵州，助力贵州的文旅产品

飞速的增长，也和贵州的青山

绿水，和独特的人文风情相结

合，对全国乃至全球的旅行爱

好者带去一个清清爽爽的贵

州。

主持人：稍候我们也希望

聆听到您对旅游扶贫的独到见

解。

接下来是周源先生，刚开

始开幕的时候我介绍到北京智

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可能对智行天下大家不

熟悉，大家提到知乎大家都知

道，他就是知乎网的创始人兼

CEO。

周源：大家好，我是知乎

的创始人周源，我从小就在贵

阳长大的，这几年看到家乡的

发展变化，包括大数据产业的

快速发展，我作为一个家乡人

我是觉得由衷的自豪和骄傲。

现在我也在北京互联网创业，

我们在互联网上搭建了一个平

台，帮助大家分享各自领域的

知识和见解，我们有非常鲜明

的价值观，不以低质内容换流

量，我们帮助大家把这些有用

有价值的信息分享出来，传播

出去，沉淀下来，为所有能够

认真回答问题的普通人提供丰

富。

经过几年发展，知乎有

了各个行业的用户，我们整个

发展阶段从原来的社区开始走

向一个普惠的内容平台。有一

句名言说的很好，知识就是力

量，知识的延伸是教育。从贵

州贫困地区走出去的每一个

小孩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国家人

才，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知识分

享去推动知识的普惠，同时我

们通过知识平台能够找到跟教

育的结合点，能够弥合知识的

鸿沟，为这片土地上的教育工

作者，通过教育为他们赋能。

主持人：谢谢。

最后一位是姚广辉，请您

给我们介绍一下。

姚广辉：大家好，我是

工信部隶属的中国电子商务协

会，这几年我们跟着商业部、

国家扶贫办，用4年的时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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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27个贫困县，在跑这些贫

困县的时候就发现网络扶贫和

电商扶贫实际上对农产品上行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目前也在

积蓄力量，因为我们在不断试

错。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

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从2014

年开始研究社交电商，也就是

大家所熟悉的，我一提社交电

商很多人会问是不是微商，其

实微商这些年在我们市场的名

声不是很好，从业者有2700

万，但是我想一说点，微商是

有区分的。举个例子，这几年

我跑贫困县的时候发现农产品

在电商大型平台，包括阿里、

京东、苏宁都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实话实说上行比例不超过

9%，一般在7%，不代表这些

平台的力量没有，而是这些平

台在发挥大宗的力量。

但是在农村我们发挥一

种现场，通过社交软件开始卖

特产，这种非标准化的农户多

的，现在在全国县域里面至少

能找出几百个县都在通过社交

的力量上行，包括知乎社交力

量的分享，包括淘宝有淘宝直

播，腾讯有微选。

我就发现农民增收就要靠

这种门槛低，农户直接可以学

会的东西。另外一种县域经济

要依靠传统企业的营销升级，

就是让县域的农产品赋能，让

农产品变成产品，变成大健康

食品，这样才能有附加值，才

能增收，所以在这个观点上我

们进行了很多研究。举两个例

子，去年10月份汪洋在贵州开

调研会的时候，我们用直播+

网红的方式打造，整个五香县

的小米已经品牌化了，其中一

个村200户居民，147户全面做

微店，47户全面脱贫，截至去

年12月31日整个五香乡7个自

然村，3000户微店主农户。

我上个月到贵州进行了两

次调研，第一次是雷山县，我

们想重点打造雷山的茶叶，一

周前又到了贵定县，我们2015

年给贵定县做了一个方案，把

贵定县的刺梨进行了升级，这

家企业的店现在要开到全国

200多城市，运用社交电商的

形式。

主持人:今天现场请到了5

位电商企业家，一位专门和电

商企业家打交道的专家，所以

今天的话题就是聚焦。咱们作

为大数据企业，如何去征战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如何运用大

数据精准脱贫，如何这个主题

我想各位专家根据你们自己工

作的特点来发表你们的看法，

首先请陈院长。

陈正拜:几年我们国家对

教育的投入是不平衡的，相差

非常大，这样也导致我们跟沿

海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差越

来越大，所以现在云校就想

攻克这门难题。我们现在通过

PPP，政府采购在全国31个省

市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一些

服务，现在有将近4万多所学

校，在线学生达到了3000多

万，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扶贫先扶智，所以我们先后在

贵州、四川、西藏等地区进行

了教育帮扶工作。在贵州我们

先后在毕节、铜仁和黔西南搭

建云平台，让学生享受沿海开

放地区的优质资源。我们在

2016年贵州望谟县做了一些服

务，通过使用云平台对当地教

育有非常大的提升。去年在北

京，我们中宣部举办了砥砺奋

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当中，我

们也展现了我们的一些成绩，

通过互联网手段我们跟教育深

度融合，在西藏这些偏远地区

的学生同样能享受到北京、上

海等优质资源的教育，对提升

当地的教育教学质量有很大的

帮助、促进作用。总书记也讲

过人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

想，我们愿意和在座的企业共

同探讨，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

好的未来。

主持人:贫困地区通过教

育云平台享受优质教育的学生

有3000万人，您觉得在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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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当中还有没有遇到其他一些

对您工作有一些阻碍的发展因

素或者条件，有什么解决方式

吗，目前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陈正拜:还是有的，很多

贫困地区网络还不通，有些即

使通了网络教育的设备，比如

说电子白板、电脑都是一种摆

设。其次就是有些老师也不爱

学习，还有就是当地的教育经

费，虽然我们这几年对教育非

常重视，但是真正用到教育上

的经费还是比较少的。

主持人:作为企业来说有什

么办法克服这些困难，我们目

前能做些什么呢?

陈正拜:我觉得第一党委

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引导，

第二加强这方面的投入，第三

我们做教育信息化的多一些宣

传，引导引领更多的师生对教

育信息化的重视。

主持人:就是让更多人参与

云平台的建设和自己的身体力

行当中，谢谢。

下面有请吴虹女士。

吴虹:各位领导好，今天我

们此刻是在直播，您估计有多

少人在看?

主持人:我们那边的数据还

没有了解。

吴虹:我们想肯定是一个大

数据，它还可以反复看。大家

有没有想过像这样一种技术，

不仅是在这样的高端论坛上，

在我们贵州西风小学每天都用

直播的形式上课，这样的形式

把偏远地区的孩子带进了大山

用的名校，并且是互动直播，

不是看视频录像。大家可以

看到这就是一种平台模式的创

新，这样的方法让我们过去的

走教、送教，我们到一个学校

可能要好几个小时，甚至要好

几天，其实只能送一次又回来

了，而现在全中国有那么多的

优秀老师，他们有愿意无偿的

利用这样一个平台给偏远地区

的孩子们上课，其实就解决了

我们偏远乡村课时不足，课程

不够，老师不足的大问题。所

以我们说扶贫不是一个点一个

点解决教学点的问题，而是要

用更大规模、可持续、可复制

的方法解决。所以我们沪江在

2015年发起了互+计划，这个

计划已经帮助了5000所学校进

行教学直播。

主持人:这样老师的压力会

很大?

吴虹:对，所以我们老师不

是把原来课堂上的课颁到镜头

前重新讲一遍，他对随时观察

学生的反映，随时参与互动，

所以对老师成为网师有更高的

要求。我们现在帮助孩子的模

式，一方面帮助乡村学校把技

术学会了，只要两三百块钱，

每一个乡村学校的课室都可以

变成直播室，这是用一张大课

表排了所有学校最缺的课，音

乐、美术、科学、艺术，20

多节课随你选，这是一个模式

上根本性的解决方案。第二个

我们还有一个思维上的根本

性解决方案，不能不给学校捐

钱，不给学校捐设备，不给学

校配老师，但一样可以持续性

帮助老师，因为老师是最重要

的，我们在网上开通了一个新

的模式，叫做青教计划，打通

了平台和平台之间的资源，各

个平台虽然有大数据，但是封

闭的，现在把平台打通，发起

了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

计划，所以老师们的学校动力

就出来了。第三个方式是思维

模式的改变，老师和学生不能

总是等着国家，没有钱等钱，

没有设备等着捐，没有老师等

着支教，这都不能解决实质性

的问题，贵州80个县50个是

国家级贫困县，14个是深度贫

困县，所以我们现在是用帮助

各地自己解决平台。去年年底

中央电视台专门报道了甘肃定

西的阳光课堂，他们自己的学

区20多个学校，就用自己的老

师解决的教师不足，课程不足

的问题，这才是我们说从输血

到造血，所以我们想科技是发

达的、强大的，科技连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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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把每个人的内生动力激

发出来，让他发现自己也很强

大，自己也可以通过网络，通

过社区帮助带动更多的人，这

是我们的一种扶贫模式。

主持人:你们的创新发展真

是耳目一新，但是也有一个小

问题，一个老师面对几万名学

生，这种状况下怎么关注这几

万名学生呢?

吴虹:我们用的双师，线下

的老师起着非常重要，他可以

和孩子进行互动，所以我们对

所有参与双师的老师要进行系

统的培训和持续的陪伴，他们

知道每节课上什么，怎么和他

们的孩子互动，这样的课程就

打破了过去单向看视频、看录

像的单一模式。

主持人:我们贫困地区的教

师资源、教师力量比较薄弱的

情况下，名师上课的时候当地

老师可以作为助教，和孩子们

共同上这一堂名师课。

接下来有请每日优鲜副总

裁郭琦先生。

郭琦:各位领导，简单介

绍一下我们每日优鲜在精准扶

贫方面的一些动作和思考。每

日优鲜从事的是生鲜产品的一

个交付的工作，而我们国家现

在大部分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

都生活在农村的教育，看着生

活的环境都很好，绿水青山，

但是怎么把他们生活的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这个中间有

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每日优

鲜从事的是食品对于消费者的

交付和满足，所以一开始我们

在扶贫这件事情就是帮忙贫困

特区把滞销的产品卖出去，这

个事情很简单，但是在实践过

程中我们发现好像这件事情没

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为什

么呢?就像前几天大家看到网

络上的滞销大爷的图片，辣椒

滞销了我们要献爱心，白菜滞

销了我们要献爱心，好像我们

有那么多优质农产品和食品都

出现了需求端和供求端的不匹

配，东西卖不出去，农民很着

急。这种情况我们进行了深入

的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情况的发生?因为每日优鲜自

己是从事的生鲜的垂直领域，

我们的模式也相对比较创新，

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全部是自

营，所有的东西自己采购，自

己销售，所以消费者的需求，

消费者想要什么，消费者对于

什么东西感兴趣，我们心里头

最清楚，我的后台数据能看得

最准确。我们反过来头看发

现，很多时候很多所谓滞销的

农产品，特产的东西它其实是

跟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很多消

费者的需求不是那么匹配的，

不是那么能够更好的满足和符

合我们现在消费者的口味的，

这个方面我们觉得结合整个行

业的认知，改革开放以前我们

面临的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

到了后来大家伙通过联产承包

制解决了人的积极性，但是中

间还给没有解决，现在年轻一

代的消费者他们对于食物的需

求，对于相关的产品需求，对

于信息接触的方式其实和以前

的消费者是不一样的，而这些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在我们的上

游的生产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

反馈和接受，所以大家种出来

的东西，养出来的东西，加工

的东西到了消费者手里不买

帐，这个情况其实是我们上游

的供给侧和下游的需求侧不匹

配、不对等的典型代表。所以

我们想在每日优鲜自身，在我

们整个运用网络大数据进行精

准扶贫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做

的更多的是把我们所拥有的消

费者他想要什么，他感兴趣什

么，他对于哪些新的东西接触

度会更高，把这一块相关的用

户画像，我们的数据分析直接

反馈给地方的上游产业所在行

业的主管部门，反馈给行业从

业人员。既解决了消费者需求

的满足，更解决了上游从业人

员生产出来的产品对路的问

题。我们发现一个好的产品它

的中间有很多服务的环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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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它的保鲜、运输、交付是

不是完好，这是一个完整服务

的链条，消费者才会为之买

单，所以我们干的是修路的

活，在开通的一二线城市冷链

即时交付时间可以达到1个小

时，这些修路的事情我来做，

我把我的数据提供给上游的生

产者，让他能够精准的生产出

赊销对路的产品。

主持人:刚才郭老师提到

了农产品上行的问题，这里有

一个小小的互动和姚广辉说一

下，我知道你跑了200个贫困

县，您能够修好这条路，能把

这个信息反馈过去，但是你能

保证就能拿到想要的东西吗?

扶贫不能靠爱心扶贫，必须要

靠市场扶贫，你真正能满足市

场的需求，市民的需求才能达

到扶贫的持续效果，如果企业

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一

定是企业能解决的?

姚广辉:客观的讲现在要

谈扶贫其实很多企业都参与进

来了，但是扶贫的问题在于县

域，在于农村，因为农村有很

多小众的产品无法进行标准

化，而我们企业要上的，像京

东、阿里这样的产品必须是标

准化的，这中间就有一个核心

的问题，非标准化的差别谁来

销售，比如说农民的土豆，农

民的梨，农民的桃，所以在

过工作中要注意两点，一种是

在农民增收上给农民赋能，送

教育、送平台给他们，因为我

们发现县域最缺的流量，流量

很贵。县域经济指的是什么?

其实地方不缺好的农产品，也

不缺好的，也不缺标准化的一

些东西，缺什么呢?缺的是农

产品上行的营销渠道，真的是

这样的。县域经济增收就需要

台上这些有责任性的企业，当

然要有社会属性，我们只有让

农产品增值、让农户学会种

植，鼓励当地的乡镇企业参与

到整个产品的标准化建设和深

加工或者粗加工中来，我觉得

县域经济才会有更好的气色。

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两年咱们

国家一直在提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也也有了网络和电商的

工具，但是依然缺一股什么力

量呢?就是消费扶贫的力量，

这不是让大家去捐款，而是要

打通连接农产品信息化的品

牌。我们到县里调研发现，很

多县有好的文化，好的产品，

外面不知道，有了知乎这样的

平台，每日优鲜这样的平台一

部分优质农产品上去了，但是

县里还有大量的农产品需要开

发。我说一个例子，我到雷山

去调研，发现他们的茶叶品质

很好，我们希望后期能共同打

通这样的渠道。

主持人:这个话题可以探

讨的空间特别大，后面几位嘉

宾你们抓紧时间，有请陈罡先

生。

陈罡:刚才大家提到农产品

上行的问题，其实大数据除了

在农产品方面外，很多基础信

息都需要上行，马蜂窝作为大

数据新旅游的企业来讲，我们

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中文酒

店的信息平台，我们汇聚了全

球180万酒店的信息，网民可

以看到曾经住过酒店的点评、

评价，他们的攻略和游记的分

享，然后进行消费决策。马蜂

窝回到贵州，在前天我们联合

中国旅游研究院，在贵州落地

发布了自由行的大数据联合

实验室，我们希望什么呢?我

们希望通过马蜂窝的技术和产

品，通过中国旅游的智库把大

数据落地到中国，这个数据不

仅仅是中国，也希望是全球，

这个大数据落地之后一方面能

把更多外部的旅游大数据引进

贵州，另外一方面也会在贵州

设立数据中心，帮助贵州基础

旅游的信息能够上网。比如各

种餐厅、景点、酒店，因为贵

州这几年高铁开通之后有了很

大的变化，这些信息还是线下

的，我们迅速会启动在贵州的

数据运营中心，把和旅游相关

的一切基础信息从线下搬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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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在2017年，我记得赤水

的样本就和旅游很好的结合，

包括2017年我们和赤水也有

很多的互动，马蜂窝和赤水联

合举办了一个音乐节，我们为

赤水带上了北上广深很年轻的

人群，这样为贵州的旅游带来

了更多的助力。我们希望在

2018年看到更多的贵州合作

的机遇，尤其是和贫困村镇的

合作。因为往往是在这些贫困

的村镇里面有最好的原生态的

自然风景，也有最好原生态的

人文风光，这些是往往是北上

广深新一代80后、90后最渴望

的，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种体

验能为广州大旅游、大数据带

去新兴的活力。读万卷书和行

万里路都能改变人，我们希望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能为贵州

的扶贫攻坚带来更大的助力，

行万里路是马蜂窝，读万卷书

是知乎作为代表的。

主持人:谢谢。接下来有请

这周源先生。

周源:提到扶贫这件事情，

我其实想起这段往事，我小学

三年级的跟我父亲去贵州高坡

乡采访，那个地方真的很穷，

也没有店，晚上吃饭要摸黑点

着油灯吃，我们遇到一个男

孩，那个男孩说他想去联合国

工作。后来我回去以后写了一

篇文章叫做生动的一刻，参加

了全国小中学作文大赛还拿了

一个奖。我说这个往事还是与

扶贫本身有关，贵州是扶贫攻

坚的主战场，我记得习总书记

多次在谈话里面都讲到了扶

贫工作中的教育问题，要抓下

一代，要把贫困地区的孩子能

够培养起来，这个是扶贫根本

政策。知乎作为一个新兴的智

库平台是不是可以在教育中找

到思路，可以有更多先行行试

的做法，这次我来的时间比较

短，但是我们已经展开了一些

具体的调研，确实要感谢各个

主办单位的指导和牵线搭桥，

我们即将开始要跟贵州省榕江

县进行直接对口的帮扶工作。

榕江这个地方据我们了解它的

人口差不多30、40万，老师

加在一起是3501人，其中有

2000人是乡村教师，他们主要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其中之一

就是这些乡村教师怎么能够提

升自身的素质。

主持人:师资力量比较薄

弱。

周源:专业提升很难。你可

以想象，因为你的人很少，任

务又很重，时间又很紧，自然

就没有精力，也没有方法去获

得这种培训的资源，这个教育

理念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的话一

定会影响教学质量。知乎马上

要推出一个新的平台就是知乎

大学，把通时的教育资源，包

括专业的教育资源，包括信息

教育整合起来，给到所有需要

的人，结合当下贵州的对接，

我们非常愿意深入到一线，深

入到乡村教师群体当中，了解

他们真实的需求，再反向定制

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这个事情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去和各界人

士，在政府的指导下干出一点

成绩。因为你帮了教师，其实

就是提高了教学，你提高了教

学，其实就是帮助了学生，帮

助了学生其实就是抓住了下一

代。

最后我说一个感想，在很

多年前贵州新华社出了一个系

列文章，叫黔军出山，这个文

章流传很广，主要谈的是贵州

省劳务输出的问题，但是到了

今天出山的黔军早就不是民工

了，这里面走出了一大批实干

家，我想既要走出去，同时也

要把学到的、做到的、看到的

东西带回来，一起去建设一个

更加美好的贵州，知乎特别愿

意跟贵州省一起发现更大的世

界。

谢谢。

主持人:通过网络教育扶

贫这一块都有很多自己的方式

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主

体作为教师，作为孩子，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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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是第一位，在我们设计

一个项目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可

操作性、可行性，还有可持续

性，只有长期持续之后才能了

解孩子和老师的所需，也才能

不断优化我们的结构，最终成

为一个有效的扶贫方法，半途

而废也会造成另外的伤害。

最后还是请姚广辉先生为

我们做最后一个发言，谢谢。

姚广辉:各位领导，刚才

讲到了扶贫的新型的一些项

目。我在这儿想说一点，作为

行业组织，这么多的大平台，

大企业，包括专业平台、垂直

平台做了很多农产品上行的工

作，其实我觉得百分比一直会

提升，在这个提升的过程中

我们更需要发挥一批社会的力

量，传统企业的力量，我们今

年在做一件事，去年中央电视

台做了一个“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扶贫行动，它做了7期节

目，我们最终感悟很多。今年

开始我们联合央视、新华社、

旅游卫视以及淘宝、新浪等

等，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温

暖中国、消费电商与扶贫的行

动，我们觉得产业扶贫是最终

脱贫的核心，所以围绕产业扶

贫我们做了六个点。第一个我

们想县里现在最缺什么，县里

最缺的是宣传，最缺的是农产

品的上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消费扶贫，通过媒体的力量，

通过社会平台的力量去做，所

以我们用消费扶贫拉动县域的

销售。举个例子，去年我们的

社交企业一共有9家，每家大

概有15万的社交团队，其中一

家企业去年做了10次扶贫。

第二个是如果消费扶贫能解决

县里阶段性的问题，那么我们

的媒体扶贫一定要跟上，为什

么要跟上?因为县里的文化、

特产、民风，甚至县长给县里

的代言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传

播，所以今年我们和北京十几

所高校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做社

交的力量，我为家乡代言，他

们会到我们贵州贫困县里面来

做实践，同时把我们县宣传出

去，所以我们会给每个县做一

个H5的页面做公益传播，下

面会链接这个县的一款农产

品。如果媒体扶贫还不是最终

的抓手，那营销扶贫一定是最

终的抓手，这些年阿里、京东

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发

现还有一股力量，就是帮县里

建营销网站，营销的频道，为

什么?因为这几年电子商务一

个最大的误区，我们到示范县

都去卖软件了，结果建了软件

之后运营不了，也没有流量，

所以最终又跑到每日优鲜、知

乎的平台上来，所以我们想进

行一个线上线下的融合，当然

这一定离不开垂直平台，所以

一定要给县域政府赋能，我们

免费给他们搭建APP平台，不

能让县域再买流量了。第四个

是教育扶贫，我们发现电商发

展到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多政府

干部你给他讲电商，他就认为

是买卖东西，其实不一样，现

在的电商应该叫新电商，为什

么?因为我们要从种植端到加

工端、到流通端全部赋能，这

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

农户也要解决，为什么因为农

户的增收是非标准化的产品。

最后一个就是数据扶贫，因为

大数据峰会最核心的是数据扶

贫，如果我们到一个县不能准

确的找到县里的贫困户的数

据、收入值，我们就无法进行

有效的对接，所以我们想通过

这一系列的有效对接解决定，

当然扶贫还有一个误区大家一

定要重视，我们不一定要到一

个县里做扶贫，不能光盯着贫

困户，应该全县参与电商扶

贫，为什么?因为收入高了，

贫困户自然也就带动了。在这

儿感谢所有电商平台，所有企

业，也感谢大家能参与到我们

温暖中国、社交电商的扶贫行

动中来。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6位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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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用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

他们的经验为我们诠释了大数

据+精准扶贫的深刻内涵，今

天第三个对话环节到这儿告一

段落，接着进行第四环节。各

位嘉宾请就坐！

下面，我们进行第四项议

程，网络扶贫深度贫困地区行

活动。

首先，由贵州省互联网

发展协会、贵州省网络文化发

展协会联合会员单位代表多彩

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多彩贵

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向社会发起共同参与深度贫困

地区结对帮扶行动倡议。请贵

州省互联网发展协会会长、多

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晏世忠同志上台宣

读倡议书。

晏世忠:共同参与网络扶贫

行动倡议书。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本标志和目标，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

要位置，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

力，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决

战脱贫攻坚大踏步前进，已减

少农村贫困人口670.8万人，

易地扶贫搬迁173.6万人，贫

困发生率从26.8%下降到8%

以下，减贫和搬迁人数全国最

多，创造了全国脱贫攻坚“省

级样板”。脱贫攻坚战虽然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我们必须

看到，贵州省仍然有280万贫

困人口需要帮扶，深度贫困县

还有14个，而且大都是自然条

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

深的地区和群众，脱贫攻坚已

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

刺期。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的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

年，是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年。

贵州作为全国扶贫攻坚的主阵

地、主战场，打赢脱贫攻坚

这场硬仗，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携起手来。为此，贵州省

互联网发展协会、贵州省网络

文化发展协会共同携手多彩贵

州网、多彩贵州文化产业集团

等企业，践行“文军扶贫”行

动，推动“山货出山”，助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企业

与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牵线搭

桥，为早日脱贫、全面小康贡

献社会力量。

“贫困不除，愧对历史；

群众不富，寝食难安；小康不

达，誓不罢休。”今天是一个

新的起点，让我们一起行动，

加入到深度贫困地区结对帮扶

大军中来，情系山区困难群

众，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

2020年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而不懈奋斗!

贵州省互联网发展协会、

贵州省网络文化发展协会、多

彩贵州网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多彩贵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18年5月27日。

谢谢！

主持人:接下来，举行全国

网信知名企业与贵州省深度贫

困县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签约

仪式将由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

会副秘书长王波主持，有请王

秘书长。

王波:尊敬的洪天云副主

任、慕德贵部长、马利理事

长、赵德明常委、刘捷常委，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

会副秘书长王波，很荣幸在这

里主持结对帮扶签约仪式。为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实施网

络扶贫行动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国家网信办印发的《网络

扶贫行动计划》和《2018年网

络扶贫工作要点》安排部署，

我们在国家网信办信息化发展

局指导下，推动网络扶贫向纵

深发展，聚力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任务，组织多家网信企

业和贵州省深度贫困县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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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经过双方深入沟通和交

流，共有13家企业和10个深度

贫困县达成结对帮扶协议。

现在，进行网络扶贫结对

帮扶现场签约。首先有请鉴签

领导和嘉宾上台，有请贵州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

长慕德贵同志，贵州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省委网信办主任谢

念同志，国家网信办信息化发

展局副局长张望同志，贵州省

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省委网

信办副主任刘冲同志，中国扶

贫基金会秘书长、理事会理事

刘文奎同志，上台见证签约。

有请第一组签约代表上

台，请58集团党委书记、公

益中心主任马兰女士和正安县

县委书记邓兆桃女士；北京每

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

裁郭琦先生和紫云县县委副书

记金龙先生；上海能诚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瑞平先

生和纳雍县县委副书记唐宇先

生；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教育官吴虹女士

和三都县副县长欧善闯先生；

蒙牛集团雅士利集团公共事务

总经理朱国刚先生和威宁县县

委副书记谢斌先生上台签约。

58集团与正安县开展结对

帮扶，58集团将为正安县提供

招聘以及农副产品采购业务支

持，并通过58同镇项目助推正

安县农产品品牌建设和乡村旅

游推广。

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与紫云县开展结对帮

扶，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将在紫云县直接采购特

色农副产品并在其平台上销售

推广。

上海能诚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与纳雍县开展结对帮扶，

上海能诚将为纳雍县打造可溯

源、可管控的物联网生态养鸡

平台，提供物联网智慧养鸡

农场所需的网络设施、视频监

控、移动终端等技术支撑及技

术方案，打造“纳雍土鸡”品

牌并负责推广。

沪江教育与三都县开展结

对帮扶，沪江教育将助力三都

县网络扶智、教育扶贫，通过

“互联网+教师教育”、“互

联网+双师课堂”和“互联网+

精准扶贫”等方式实现对三都

县的教育精准扶贫。

蒙牛雅士利集团与威宁县

签订“营养普惠行动+牧业知

识共享项目协议”，蒙牛将提

供雅士利学生奶粉共计180箱

用于青少年加餐，和牧业知识

共享。

请双方交换签约文件，并

合影留念。谢谢各位，请到台

下就坐。

有请第二组签约代表上

台，请易果集团公司副总裁周

辉先生和正安县县委书记邓兆

桃女士；云校(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大数据技术研究院院长陈

正拜先生纳雍县县委副书记唐

宇先生；北京一亩田新农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彭南峰先

生和威宁县县委副书记谢斌先

生；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裁陈海先生和榕江县

宣传部部长龙胜能先生；多

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编辑胡涛先生和沿河

县县委副书记宋选文先生上台

签约。

易果集团与正安县开展结

对帮扶。易果集团将根据现场

实际市场需要，直接采购正安

县特色农副产品并在其电商平

台销售。

云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与纳雍县签订的是“教育信息

化建设合作协议”，云校(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将为纳雍县

免费提供“云校智慧教育云平

台”使用权及相关配套服务一

年，以支持纳雍县辖区内的幼

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等教

育机构的信息化发展。

北京一亩田新农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和威宁县签订的是

“天机农业大数据”和品牌建

设服务合同，北京一亩田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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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为威宁县

提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规

划服务、农业大数据分析以及

在一亩田APP上开设“威宁县

特色农产品专区”。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与榕江县开展结对帮扶。

北京马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将利用自身在旅游行业及网络

推广方面的资源优势，推动榕

江县旅游事业的发展，进而带

动该地区经济、文化等领域的

发展。

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

与沿河县开展结对帮扶。多彩

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将利用自

身资源优势，在文化、旅游的

网络宣传推广方面对沿河县进

行帮扶。

(签约仪式）

请双方交换签约文件，并

合影留念。谢谢各位，请到台

下就坐。

有请第三组签约代表上

台，请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副总裁郭琦先生和从

江县县大数据中心主任梁杰刚

先生；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兼CEO周源先生

和榕江县宣传部部长龙胜能

先生；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高级助理敬华女士和威

宁县县委副书记谢斌先生；上

海能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瑞平先生和晴隆县副县

长、三宝乡党委书记龙汉勇先

生；好未来教育集团企业社会

责任高级总监满超先生和望谟

县副县长刘涵先生。

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与从江县开展结对帮

扶，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将在从江县直接采购特

色农副产品并在其平台上销售

推广。

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

司和榕江县开展结对帮扶，北

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将实

地调研，深入了解榕江县脱贫

需求，利用自身在网络信息传

播方面的资源优势，积极参与

榕江县的发展建设项目。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与

威宁县签订的是“精准扶贫合

作协议书”。唯品会(中国)有

限公司将为威宁县提供200个

小学到高中阶段的贫困助学名

额，重点帮扶建档立卡户的贫

困学子，分别为小学生提供

2000元/人，初中、高中3000/

人的助学金支持。

上海能诚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与晴隆县开展结对帮扶，

上海能诚将为晴隆县打造可溯

源、可管控的物联网生态养鸡

平台，提供物联网智慧养鸡

农场所需的网络设施、视频监

控、移动终端等技术支撑及

技术方案，打造“晴隆县三宝

林下生态土鸡”品牌并负责推

广。

好未来教育集团和望谟

县开展结对帮扶。好未来教育

集团将根据望谟县具体资源条

件，结合自身优势，为其项目

提供平台、技术、渠道、市场

和人才的支持。

(签约仪式）

请双方交换签约文件，并

合影留念。谢谢各位，请到台

下就坐。

此外，多彩贵州网有限责

任公司还将与正安县，北京每

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纳

雍县、沿河县，上海能诚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与沿河县在场下

签订结对帮扶协议。

再次感谢各位签约代表，

希望签约的各企业和贫困县认

真落实协议内容，发挥网络扶

贫的优势和特点，实实在在地

为贵州深度贫困县打赢脱贫攻

坚战贡献一份力量。

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到此结

束，谢谢大家!

主持人:请各位见证嘉宾就

坐，感谢秘书长的精彩主持，

谢谢!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项签约

仪式，由我为大家主持。

刚才一批结对帮扶的项目

已经签约在贵州落地，我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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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中央、省市州领导的支

持，有企业的助推，有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贵州结对帮扶

工作将再上新台阶!

当前，大数据产业助力精

准脱贫，已成为贵州脱贫攻坚

战中重要的战略方向!而技术人

才的培养是产业发展的基石与

成败的关键。早在2016年，贵

州省人民政府同阿里巴巴集团

在《深化全面合作协议》中就

把人才培养列为了主要合作目

标。目前，全国第一所阿里云

大数据学院已正式落地贵阳理

工学院。今年，在践行中央、

贵州省政府脱贫攻坚战略、以

及阿里巴巴集团脱贫战略中，

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大数据

发展管理局与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将再度携手，为贵州省贫

困大学生、国家级贫困县IT从

业者提供免费的云计算与大数

据培训和认证机会。帮助贵州

省加快大数据基础人才建设，

更好的服务于贵州的科技精准

脱贫事业、服务于贵州的大数

据产业发展!

今天在数博会现场，我们

也将有幸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

时刻。有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

管理局副局长景亚萍、贵州省

教育厅副厅长王红红、阿里云

计算有限公司资深总监汤子楠

上台见证。有请贵州省大数据

发展管理局人事人才处处长龚

宁飞、贵州省教育厅高教处副

处长王晓红、阿里云大学校长

王晓斐3位嘉宾上台签约。

(签约完毕)

我们相信在三方的努力

下，一定会让贫困地区的学生

受益匪浅，让自己学到的知识

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脱

贫事业。

在这份协议中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将免费提供大数据认

证与培训的机会，还是那句话

扶贫先扶智，只有从源头上来

解决智慧贫穷的问题，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贫困的长期问题。

最这这一轮签约结束，今

天的高端对话将划上圆满的句

号。在今天对话上我们听到很

多智慧的语言，看到很多智慧

的案例，我想他们必将结出更

加丰硕的果实。让我们祝贺签

约成功，请签约代表和见证嘉

宾一起合影留念。

感谢各位高端嘉宾的关

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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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坛

论坛名称：数字融合·领航中国新经济

时间：2018年5月27日…14:00-17: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4

论坛简介：畅谈数字经济新政策、新发展、新实践，集聚数字经济前沿思潮，引领中国新经济发展

走向纵深。

数字融合·领航中国新经济论坛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年度报告发布

5月27日，由人民网（贵

州）、财新智库、BBD联合

主办的“数字融合·领航中国

新经济”论坛在贵阳举行，论

坛紧扣“数字融合”主题，邀

请国内外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

专家、经济学家及商业领袖齐

聚一堂，深入聚焦数字经济与

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会上，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2018年度

报告》正式发布。

数博会“数字融合·领航

中国新经济”专业论坛

论坛现场，与会嘉宾不

仅从宏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与

产业融合的发展前景，而且还

从更深入的技术实践层面，对

传统产业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浪

潮实现结构化转型进行深入探

讨，共话大数据、人工智能、

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发展前景，促进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的深度

融合，领航中国新经济，推动

高质量发展。

大咖集聚…共话数据经济新

未来

“2017年，贵州数字经

济增长37.2%，位列全国第

一。”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罗宁

在致辞中指出，贵州深入推进

大数据战略行动，大数据已经

成为世界认识贵州、了解贵阳

的一个重要窗口，大数据企业

达到8900多家，大数据产业规

模增总超过1100亿元。苹果、

高通、微软等七家全球前十的

互联网企业在此落户，阿里巴

巴、华为、…腾讯为互联网领

军企业扎根发展，以大数据为

代表的数字经济在贵州成功发

展，让人们对数字经济和大数

据有了更多的期许。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罗宁

财新传媒全国营销总经理

傅茜在致辞中表示，把脉数字

经济发展，为数字经济领航中

国新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我

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

合理的方面演化。数据显示，

2017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

到32.9%，数字经济在带动整

个国民经济的同时，也让老百

姓感觉到实实在在的收获。当

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我国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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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全国营销总经理

傅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理事长、中国商务部前副部

长魏建国分析，数字经济将

彻底改变人类命运，但首先要

了解清楚数字经济是干什么

的、数字经济的服务对象是谁

等问题。他认为，在数字经济

领域，有人指出大数据发展的

软肋受限于资金、人才、缺创

新，其实并不是，中国大数据

发展的软肋是理念。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

理事长、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

魏建国

会上，华为公司副总裁、

云BU总裁郑叶来分享了华为

公司在数字融合领域的一些经

验。他说，AI(人工智能)不是

独立的，它适用于深度网络模

型、深度学习等大部分经济活

动，以此产生一个倍增效应，

而华为具备海量数据的处理

能力，在这方面有优势，要让

AI高而不贵，让各行各业用得

起、用得好，更重要的要用得

安全、放心，让AI更好地提供

服务。

华为公司副总裁、云BU

总裁郑叶来

IBM大中华区副总裁、全

球企业咨询服务部高级合伙人

赵亮则从咨询服务角度，探讨

了中国的大型传统企业在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无论是未来计算方向，

还是数学模型，甚至特定的场

景的依据是数据，要利用数据

改变行业的生态及未来发展，

在未来创新过程中做到快速抢

先的地位。”赵亮说。

IBM大中华区副总裁、全

球企业咨询服务部高级合伙人

赵亮

“数字经济包含了很多新

技术部分，在此基础上要实现

各种各样数据的汇集，并在运

用数据的过程中产生新算法，

把这些算法再应用到服务中

去，让数据在生产和商业中的

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传化智

联集团副总裁汤俊峰说，传化

集团在物流数字化领域进行了

深入探索与实践，数字经济将

是技术革命成功的路径。

传化智联集团副总裁汤俊

峰

知行合一…数字经济发展报

告发布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嘉

宾分享了各自企业在大数据、

金融科技、智慧城市、智慧医

疗等方面的实践，重点阐述了

他们对所在行业利用新技术发

力，迎接产业新变局的思考与

努力。

圆桌讨论一：新技术发

力，产业迎新变局

圆桌二：AI时代来临，看

“AI+”如何赋能

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康

克岩表示，不管是人工智能，

还是区块链，亦或是大数据，

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在进程当

中，乐观的人认为一切都非常

美好，悲观的人都认为不想活

了。因此，在大数据运用过

程中，技术重要，但理念更重

要，要运用数据实现服务方式

和业务流程的再优化，提高使

用效率。

“在AI医疗健康领域，我

们的愿景是把源自人本身的数

据转化为有意义的洞察，为社

会造福。怎么能够让大家更好

地发展AI技术，要各方协力，

让大家能够更好、更有效、更

方便的使用数据。”飞利浦中

国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王熙认

为，AI…时代来临，要积极应

对好非结构化数据、标注、行

业标准化等带来的挑战，让

“AI+”能够有效赋能医疗行

业新动能。

飞利浦中国副总裁兼首席

技术官王熙

微众银行创新研究负责人

姚辉亚说，作为国内首家民营

银行、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

在利用AI、区块链、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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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等前沿金融科技技术服

务普惠金融上进行了很多有益

实践，为客户提供了多层次

的、多维度的产品，既提升了

用户体验，又让享受金融服务

的成本可负担，推动了金融服

务快速进步。

微众银行创新研究负责人

姚辉亚

iTutorGroup首席数据官

沈沛鸿则指出，在人类历史

上，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是困

扰教育行业两千多年的难题。

把质量、规模和成本放在一起

考量，大数据、AI做了一个非

常好的铺垫。如今AI和大数据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不断深

化，让规模化和个性化教学成

为可能。AI这条路还有很多地

方可以想象，可供深入挖掘，

这也是一大发展趋势。

iTutorGroup首席数据官沈

沛鸿

论坛现场，《中国数字经

济指数2018年度报告》正式

发布，总结回顾过去一年中国

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与发展亮

点，并展望了中国数字经济的

未来前景。数字经济指数还重

点度量了中国数字经济与其他

产业的融合发展状况。2018年

3月，我国融合指数为172，

相对2016年3月上升98%。四

个融合领域，工业互联网、智

慧供应链、共享经济、金融科

技子指数分别为284、131、

101、170，相对2016年3月分

别上升210%、56%、42%和

71%，表明我国重点行业产业

融合发展态势良好，数字经济

的溢出效应持续增强。

财新&数联…首席经济学家…

陈沁

2017年5月，财新智库

联合数联铭品（BBD）成

功推出“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DEI）”。自5月以来，中

国的数字经济指数持续提升，

总指数由238…增长到364。广

东、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

始终保持在全国前五名；山

东、安徽、河南、江西近两年

数字经济显现出强劲的发展动

力，出现较大增幅地增长。指

数发布以来，受到了政府机

构、行业研究机构以及数字经

济行业龙头企业的广泛关注，

产生了较高的社会影响。

中电数据董事长李世锋，

英特尔中国战略合作与创新业

务部总经理、英特尔创新加速

器总负责人李德胜，美年大健

康产业集团董事长俞熔，瓦里

安医疗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张

晓，腾讯医疗大数据实验室负

责人陈志刚，浙江大学睿医人

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吴健等参

与论坛讨论。

来源：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01626793

730115608&wfr=spider&for=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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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线下数据商业生态高峰论坛

时间：2018年5月27日…14:00--17:3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1B厅

论坛简介：重点分享线下大数据创新技术及其在传统产业的实践应用，共同探索传统产业数据应用

方向，推动传统业态向智能商业转型升级。

线下数据商业生态高峰论坛：

融合与创新下数据智能多维赋能企业发展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数博会）在贵阳召

开，5月27日由数博会组委会

主办，众盟数据承办的“线下

数据商业生态高峰论坛”在贵

阳召开，论坛讨论线下数据发

展的新思维和新方法，探讨推

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共建线

下数据美好的未来，亿欧作为

支持媒体受邀参加。

论坛上开展了以“融合与

创新——数据智能多维赋能企

业探索实践之路”为主题的圆

桌对话，数据猿创始人兼CEO

牟蕾，众盟数据战略发展合伙

人曲晓航，广州市蚁道董事长

兼CTO…吴天祥，头等舱互联创

始人兼CEO…张鑫，巅峰旅游创

新研究院大数据专家梁海宏，

来电科技合伙人兼CMO任牧，

围绕数据智能展开了积极的讨

论和交流，核心观点如下：

①如果数据有用，它一定

是多维度的数据，而不是单维

度的数据。要获得多维度的数

据，我们必须先把自己的数据

共享出来，然后跟不同维度的

数据做整合、分析，然后再输

出结果，让数据有价值；

②共享经济不仅能够提供

线下数据收集的入口，同时也

可以不断调整、修正数据对于

场景描绘的判断；

③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都

可以有标签，标签的背后就是

数据；

④只要数据达到一定程

度，就会在这里面去摸索出来

一些需求点，进而去优化体验

和服务；

⑤系统的线下数据解决方

案，除了能够分析用过我（设

备）的人，还能分析错过我的

人，这就是触达了设备无法触

及的人，有效增加了营销转化

率。

以下为演讲速记，经亿欧

编辑整理，供行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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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牟蕾）：下午的

论坛进行到现在，相信在座的

都是真爱，台上嘉宾都是新物

种，新物种请自我介绍并介绍

所在行业的趋势，先从任总开

始。

任牧：大家好，我是来电

科技的CMO任牧。我相信大家

这次在贵阳大街小巷都能看到

来电的LOGO，我们做的是共

享充电宝，也是数博会的合作

伙伴。从某种程度讲，来电科

技在共享行业不是新的物种，

从2014年开始做这件事情，到

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去

年参加数博会时，我在会场给

80%-90%的用户介绍共享充

电宝是什么、应该怎么操作，

昨天在展厅看到不需要任何人

解说大家都知道怎么用。短短

几年时间，共享充电宝已经走

进大家的生活，不断在给大家

的手机提供便利，谢谢大家。

梁海宏：大家好，我是

巅峰智业的梁海宏。我们这个

行业不算新物种，我们主要是

做景区的规划设计和运营，这

个行业大家平时都能接触，

现在看来它是一个很传统的行

业，数据赋能的需求量很大。

之前我们作为一个下游公司，

没有做的事情渠道做了，比如

OTA行业大战，有很多流量被

截留。我们自己提供服务。不

是说羡慕，而是说如果有这样

的数据赋能，包括众盟数据和

在座各位的数据服务，我们旅

游企业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

让广大游客获得更好的旅游体

验。谢谢大家。

张鑫：大家好，我叫张

鑫，是头等舱互联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的创始人兼CEO。我们

做的是共享按摩椅的研发、投

放和运营，我们公司是这个行

业的倡导者，希望能够推动这

个行业向更加健康和完善的方

向发展。目前，共享按摩椅正

从1.0阶段向2.0阶段发展，我

们希望向更多的差异化场景和

产品延伸，大家以后除了在一

些商业场所，可能更多的会在

4S店、健身房看到我们定制化

的产品，我们希望通过机器人

的按摩，给大家带来更高品质

的生活，让大家在休闲娱乐的

同时能够放松自己的身体，改

善身体血液循环和健康。

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让我

们的自主设备以共享按摩椅为

例，结合大数据发展，给更多

的人带来更好体验，能够触及

到更多的家庭和用户。从场景

来说，以前我们是根据经验选

择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在不增

加商家成本的同时，我们提供

租赁。新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的

产品，给客户带来主营业务以

外的增收，这就拓宽了场景，

变成了一种营销工具，帮助很

多企业增加了营收。

吴天祥：大家好，我是

蚂蚁盒子创始人吴天祥。蚂蚁

盒子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开门自

选售货机的企业，2017年马

云振臂高呼说做新零售，我们

就“被新零售”了。我们跟传

统卖饮料的售货机有很大的区

别，从客户体验说，我们有更

多的让客户自己选东西的良好

体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

们能够更多维度地获取线下的

交易数据和用户其他属性的数

据。

今年我们又推出第二代无

人零售店，并且这个月已经开

始落地运营，发展方向是将线

下传统的有人零售业态升级成

为智能的24小时营业的无人业

态，同时为商家做更多的数据

化赋能。这主要基于两点：一

是通过我们的设备、技术和更

多的方案为商家节省成本，二

是将传统线下原来没有办法获

取的用户数据和其他维度的数

据获取到，依托大数据为客户

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今天来

到众盟数据的论坛，希望将来

能够共同为线下庞大的零售市

场做更多的事情。

曲晓航：我叫曲晓航，

负责众盟数据的战略拓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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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数据公司的战略拓展总结起

来，就是要用大数据服务好各

种类型的企业，包括线下实体

商业、新零售及共享经济等企

业。大家一直在讲大数据，具

体的垂直维度大家都会有一些

了解。但是，垂直到每个行

业，落地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

问题。在零售的垂直行业里，

大数据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

具体的领域里，哪些是标准化

的，哪些可以让客户流程化，

内化成自己体系内的东西？这

需要一个过程，要通过不断地

探索来逐渐完成。针对不同的

垂直行业，像旅游、按摩椅、

便利店等，里面具体产生的作

用和短期内能够最快产生作用

的方式和维度其实也不一样。

我现在这个部门更多是服务新

零售业态的伙伴们，针对每个

行业各自的痛点，给他们提供

标准化的可操作、可落地的案

例，让他们内化成自己系统内

提升效率的方案。

主持人（牟蕾）：刚才

台上的嘉宾提到一个很好的概

念，就是数据是一种工具，但

在企业里如何把这个工具利用

好，是文化的传递。在跟众盟

数据的合作过程中，或者与别

的数据服务商合作时，如何获

得数据运营的能力？大家可以

介绍一些经验。

吴天祥：每个领域都有

各自领域的数据，最关键的一

点，如果数据有用，它一定是

多维度的数据，而不是单维度

的数据。要获得多维度的数

据，我们必须先把自己的数据

共享出来，然后跟不同维度的

数据做整合、分析，然后再输

出结果，让数据有价值。但是

我们单一从事某一个领域，如

何才能获得多维度数据？跟第

三方和各大渠道、不同合作方

的数据平台合作是非常好的方

式，比如跟众盟数据的合作，

可以丰富用户画像和其他维度

的数据。由于新零售行业整体

还处于探索发展期，所以在大

数据领域我们目前的数据还在

不断积累和沉淀中。

曲晓航：除了数据画像维

度，我们探索的是选址方面。

我感触最深的是每一家合作伙

伴合作过程中，大家的专业程

度在各自的行业都是翘楚，围

绕这个数据怎么利用，往前再

跑一步，每个人的想法多多少

少都不一样。这里面最需要企

业的掌门人、业务负责人有

判断力，可能数据提出来的时

候，大家想的都是特别完善的

一套系统，真正落地时，里面

有不少坑，这个坑怎么磨，需

要彼此的信任，通过每一步往

前怎么踏，中间要优化，有大

量的学问要做。

主持人（牟蕾）：去年我

们谈过类似的话题，在这一年

的过程中，任总和张总肯定会

有新的感悟，包括刚才曲总说

的坑点，企业在营运过程中有

什么体会？

张鑫：对于我们这种自

主设备的企业来说，本身自己

就有武器，对于我们来说，我

们本身有自己的服务器和数据

库，可以对整个交易行为分

析，但我们所能分析到的是使

用过我们的用户，这是唯一能

做到的东西，武器的局限性决

定了我们和用户完全达成交易

以后才能分析。众盟数据给我

们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形成了

飞机或者大炮形式的打击，对

错过我的人进行打击，这就是

分析。系统的线下数据解决方

案，除了能够分析用过我（设

备）的人，还能分析错过我的

人，这是触达了设备无法触及

的人，有效增加了营销转化

率。

任牧：所有以线下固定点

位投放设备获取的数据跟天然

数据都是有区别的，不仅零售

行业涉及到选址的问题，共享

按摩椅也需要固定点位，这个

点下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学问。

在商场里，不是哪里人流量

大，把设备放在那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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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可以有更细化的维度，

从这个角度看，不仅仅会涉及

到用户从你设备前面经过所留

下的数据，不仅是探针抓取到

的数据，更多是在一个场景内

获得的数据进行交叉分析，获

得更全面的场景数据化描述。

今 年 大 数 据 博 览 会 的

主题，有一个叫做“数化万

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数

据描述，眼睛能看的、耳朵能

感受到的是物理状态，通过各

种各样的数据收集和描绘，我

们能够把它完全描绘成是一个

虚拟世界的、立体的真实场景

再现。根据自己业态的不同特

点，再去结合数据当中与之

一一相对应的数据指标，进行

选择。在我看来，像我们这样

的业态，不仅能够提供线下数

据收集的入口，同时也可以不

断调整、修正数据对于场景描

绘的判断。

主持人（牟蕾）：回到今

天的会议主题，就是线下数据

非常核心的东西，线下数据到

底是什么？线上的时候我们去

画像人群、画像物品，线下的

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概

念，场景革命在三年前就指出

来了，但是那时候没有太多的

工具和方法获取场景数据，刚

才任总讲得非常好，那么多的

终端，分不清楚谁是数据采集

方、谁是数据应用方，都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梁总

是半个新物种，跟旅游相关，

您怎么看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

的关系？

梁海宏：以前的世界，

信息是其次的。自从互联网尤

其是电商出来以后，信息的主

导作用越来越强。互联网刚出

来的时候，说地球上的每一粒

沙子都能对应一个IP地址，这

个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反过来

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都可

以有标签，标签的背后就是数

据。这就涉及到我所在行业的

特殊性，它不像零售行业，

它不像一个物品或者是什么，

大家关注它的品牌、功能、

价格，标签比较有限。世界上

没有重复的两个景区，它很特

殊，包括路线设计，任何一个

景点的标签都不一样，不同的

游客看过去也是不一样的。

以往做景区规划，可能

是根据经验判断，现在千人千

面，希望景区也能达到这样的

效果。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

我们希望了解游客的画像，另

一方面是景区的画像可以做到

什么程度。一个景区最少有

三四个景点，多的逛三四天都

逛不完。每个景点都应该有一

个画像，每个人去都是不一样

的。现在人们去景区、博物馆

买一个智能导游设备，除了中

文、英文外没有别的。有些人

喜欢听四川话、有些人喜欢听

林志玲说话，这方面还没有满

足。一方面，消费者或者游客

画像很重要，但是为了提供好

服务，反过来我们作为服务提

供方，我们对自身产品的画像

也要更清楚一些，而且它也要

有一个动态的管理。

主持人（牟蕾）：梁总刚

才提到千人千面的概念，对于

旅游来说，千面怎么实现？

梁海宏：行业里面也有一

些探索，传统的一个景点，恨

不得几十年不变。现在虚拟现

实（VR）、增强现实（AR）

的东西出来，对我们也是很大

的促进。比如大家去迪斯尼跟

去国内景区的感觉完全不一

样，迪斯尼用各种各样的光效

达到各种效果，即便现在看来

也比较传统，但它是对景区的

千人千面的铺垫。以后会结合

AR、VR和现在提的AI，我不

认为AI只是去取代一些人力或

者什么。

一个景区应不应该有自

己的神经系统？这是我们应该

思考的。一方面说我作为一个

游客、消费者，我是智能的。

但当你面对的东西不智能，消

费过程中你会骂人的。大数据

是一个起步，而且是一个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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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点，早期只是取代一些人

力，但是后面能不能让景区灵

动起来？我比较喜欢“灵动”

这个词。因为它更符合智慧景

区的内涵。

曲晓航：我补充一下梁

老师说的千人千面的事情，比

如，当你去博物馆和外国景

区，不一定要把所有景区都浏

览完，也许你去博物馆只看一

幅画，每个景区吸引人的点都

不一样。反过来，对于旅游

行业来说，针对不同的潜在客

户，怎么样找到这些需求点，

并进一步触达他，找到拉客的

线索，这是值得探索的。在这

个业态里已经累积了大量的数

据，反向可以做持续优化，只

要数据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在

这里面去摸索出来一些需求

点，进而去优化体验和服务。

主持人（牟蕾）：刚才我

跟任总讨论，不同的场景提供

不同的商品和服务，它的转化

率是不一样的。梁总刚才说场

景里的数据也应该拿到，以前

更多的是人群画像，随着技术

的进步，我们的眼光已经放到

更多地方，不只是人。

任牧：梁总举的例子非常

好，即每粒沙子都可以成为一

个IP地址。我们在当今讨论场

景、服务、产品与数据之间的

关系，无非是我们对数据挖掘

的颗粒度要进一步打碎，进行

更细化地讨论。无论是基于不

同的产品给用户提供不同的信

息，还是旅游的千人千面，所

有的服务都不是刚需产品，全

部都是在消费升级和体验升级

的背景之下，由客户的情感决

策或冲动决策产生的行为。

举个例子，来电科技充电

宝设备会放置在不同的场景，

不同场景的每一台设备决定跟

设备产生交互的客户去推送，

比如告诉用户怎么样吃火锅不

沾味。一般情况下，这种广告

的打开率，行业里面的普遍数

值在1%以下，而我们基于场

景信息的推送，能够做到13%

的点击率。在这样的场景下，

我给用户推这样一条信息，他

是感兴趣的。可是用户在家的

时候，转化率就会低得多。当

我们把场景打散的时候，并且

在场景里深入挖掘，只推送此

时此刻用户感兴趣的信息时，

转化率会高得多。当我们把数

据的颗粒度进一步打碎，就会

出现一些新的机会，对我们来

讲不仅仅是经营数据的分析，

还有场景数据、人群数据的分

析等等，这就需要我们有不同

的数据维度，全部拿上来做整

体的探索。

主持人（牟蕾）：场景数

据的获取，众盟数据有一些什

么样的新产品和服务吗？怎么

样让大家获取到更多的场景数

据？

曲晓航：这是我们一直

探索的，各个维度的垂直场景

都在划分。同时，在垂直场景

里，在场景下面持续性的生命

周期我们也在累计。

主持人（牟蕾）：吴总有

没有补充介绍？

吴天祥：我们在无人领

域里面涉及不同的场景，包括

商场、写字楼、学校、医院、

工厂等等，不同的场景，消费

者的属性完全不一样。现在也

有一套AI系统，根据不同的场

景去推荐这个地方要上哪些商

品，根据这些商品去看用户的

最终反馈。如果能结合别的数

据维度，一起去做基于场景应

用的推送，能够大大地提升我

们在商业领域营销的效率，这

块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得到更大

场景的应用。

主持人（牟蕾）：最后一

个问题，开放一点。在数字化

经济里面，在未来数据化经济

发展过程中，哪些是自己关注

的，哪些是自己最看好的下一

代技术或者产品？

任牧：说到数据对于共享

充电宝行业的赋能，如果单纯

从行业来讲，它是两个维度：

一是，哪些技术对这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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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有影响；二是，涉及

数据对这个行业发展的影响。

就技术本身而言，我们更

关注远距离无线充电，比如当

这个场景里布满远距离无限充

电信号时，再也不需要充电器

了，坐在这里手机就能吸收。

不同的设备和不同的场景，形

态是不一样的，通过我们自己

的数据和众盟数据积累的数

据，不断调整我们在场景内不

同产品数据的形态。

数据怎么对业态赋能？

一方面要关注业态本身的前沿

科技，另一方面，既然我们做

的这个工作是在线下的固定点

位投放硬件设备，一定要使不

同场景下的设备满足场景的需

求，以及这个场景下人们特定

行为产生的交互需求，这就需

要数据赋能，对产品形态和产

品未来的功能提供一些方向性

的指引。…

梁海宏：旅游行业关注的

除了大数据，还有VR、AR。

VR（虚拟现实）对体验经济影

响很大。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没

有经历过枪战的场景，现在的

3D电影就能让你看到。更进

一步，现在在家里就能体验很

多，那为什么还要跑出来？包

括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后

面对这块冲击也很大。例如，

现在我们到贵州来了，来了之

后才感受到贵州原来这么漂

亮，但是如果你在北京上海，

我就给你一个芯片或者电脑

脉冲，你觉得你来了，这对体

验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具体

怎么样结合或者利用，挑战很

大。

张鑫：对我们来说，作

为一家企业，我们要开一个脑

洞，把企业做好的脑洞才是最

有价值的脑洞。所以，第一，

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经济价值的

技术、科技和数据都是我想要

的东西。除此以外，像我们这

种做共享经济的商业体，要把

按摩椅或者充电宝设备摆在线

下，需要求人家，未来我们要

化被动为主动，变成线下企业

希望我来做这件事。我们能不

能通过某种技术、某种数据、

某种商业模式，变成你要我你

给干，我给你带客和引流，这

才是我们这些新物种给线下商

业带来的最特别的东西，这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

吴天祥：我们现在在做

的事情，原来数据的采集大部

分在线上，到了淘宝、京东去

买东西，打开网页，看到的每

一个东西后台都有记录，加入

购物车以后有没有结算他全知

道，买单之后是不是送到家

里，他全知道。我们去实体店

买东西，买完回家了，没有任

何痕迹。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

原来没有办法记录的消费者行

为想办法捕捉到，可以想象一

下，走进一家门店，这个门店

知道我是谁，我今天来了，看

了什么产品，后台都有记录。

拿了什么东西，后来放回去，

代表我对这个产品不满意。最

后我买单买了什么？全部都是

数字化。我们希望用技术将线

下实体经济和线上的虚拟经济

达到相应的融合，去运营、经

营用户数据。

在线下获取的数据，跟

线上数据比较，理论上来说应

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还有不

同。线下能够获取场景数据，

但线上不知道你在哪里获得，

线下还有一些特殊的工具，可

以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获取，

比如用摄像头大概分清楚人的

年龄、性别，我们的一个合作

方，它通过摄像头的技术，能

够获取到人的脉搏、心跳和人

的健康程度，这些数据在线上

是没办法完成的。在线下通过

各种设备、技术的应用，可以

获取到很多线上无法获取到的

数据，包括人的表情，诸如此

类的，都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

向。在将来，我们希望帮助线

下经济赋能，让我们为他节省

成本和增加流量，创造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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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我们就不用去求别人。

希望以后是反过来，业主做这

个商业场景的时候，首先想到

我们，这个地方如何引进更好

的科技去服务消费者。

主持人（牟蕾）：因为

我们有非常好的高科技，用这

些工具在线下收集到更大的数

据，可能比线上数据要丰富得

多，因为我们拥有线下数据的

资产，所以我们不用求他们，

他们肯定会来找我们。

曲晓航：四月份Tribeca

电影节上有一部展映记录片

general…magic，IMDB评分是

9.8，讲的是一家科技公司从

诞生到全盘崩溃的故事。他们

在1993年提出了一个类似今

天iphon的很革命性的产品原

型。这家公司出来的人，有后

来的安卓系统的联合创始人，

后来的ebay的创始人，后来

的iphone产品负责人。从这点

看，最后成就某个事情，可能

是因为你前面经历过了这么多

事，最后是这批有经历的人成

就了这个事情。从大的产业业

态里，如果你把人作为一种工

具来看，他可能真的很重要。

我们在做大数据产业联盟，也

希望这里面不仅仅连接各个企

业务之间的合作，更多是人和

人之间对产业的认识，对各种

业态的观点的认识，这里面迸

发出来的东西是推动这个产业

往前走的。

主持人（牟蕾）：回到这

次大会的主题就是融合，所有

的商业都是为人服务的，谢谢

各位嘉宾的分享。

来源：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01767692

772681158&wfr=spider&for=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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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大数据统计论坛

时间：2018年5月27日…09：00-12：00

地点：贵州财经大学花溪校区正德楼114会议室

论坛简介：为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搭建高端对话平台，促进政产学研合作，为我国大数据统计事

业的快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018年数博会国家治理板块大数据论坛之

“大数据统计论坛”在我校举行

5月27日下午，由国家统

计局、贵州省人民政府指导，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省统计局主

办，大数据统计学院承办，贵州

省教育厅、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

理局、贵州大学等单位协办的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大数据统计论坛”在我

校正德楼114报告厅举行。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鲜祖

德，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秘书

长任湘生以及省内高校领导，

专家学者及我校校领导出席并

聆听了论坛。

联合国统计司原司长、新

加坡统计局原局长、新加坡国

立大学教授张保罗作题为“统

计：从计数到大数据”演讲。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

张新红作题为“从共享经济发

展看统计创新”演讲。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郭

建华作题为“大数据时代下的

统计学思维”演讲。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云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

学院院长石磊作题为“数据科

学与统计学-基于学科发展的

思考”演讲。

台北医学大学管理学院院

长、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谢邦

昌作题为“Big…Data…to…AI在财

务金融上之应用”演讲。

IBM大中华区云计算方案

架构师姚炳雄作题为“基于云

计算的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的

实践分享”演讲。

日本住友电工集团研发

中心、汽车新领域研发中心、

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项目总监、

高级算法工程师戴桂明作题为

“日本交通管制大数据的现状

和前景”演讲。

上海钢联总裁高波作题为

“深耕产业大数据…勇争国际定

价权”演讲。

腾讯网络空间研究中心、

副秘书长侯杰作题为“腾讯位置

大数据与统计应用创新”演讲。

专家们的讲演内容多元丰

富、观点鲜明犀利，现场听众不时

提出问题与演讲嘉宾进行交流。

本次论坛深入探讨了大数

据背景下统计科学的发展与应

用，拓展了产学研合作的新思

路、新方向、新途径，对构建

大数据统计在社会治理、商业服

务、产教合作的创新模式提出了

新的尝试和思路，同时，该论坛

也有利于提升大数据统计高素质

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质量。

来源：http://www.txtlxg.

com/news.gufe.edu.cn/item/

gcyw/show-6-29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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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论坛

时间：2018年5月27日…09：00--12：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A

论坛简介：为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应用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价值观点与创新思路，引领了公共资

源交易领域大数据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应用。

2018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论坛盛大开幕

人民网贵阳5月28日电…27

日，中国首个公共资源大数

据应用领域的盛会——“汇

聚…慧治…惠民”公共资源交易

大数据论坛，在贵阳隆重揭

幕。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魏

国楠出席论坛并致辞，国家发

展改革委法规司司长杨洁发表

主题讲话，并向论坛的成功举

办表示热烈祝贺。本次论坛作

为“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的15场专业论坛

之一，汇聚了包括世界级经

济学家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内的众多重磅嘉

宾。这场高规格、高级别、高

水准精心打造的“大数据+公

共资源”豪华思想盛宴，为业

界树立了经典范本与全新标

杆。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周明勤、国家发展改革委法

规司副司长贾珉亮、国家信息

中心副主任周民、国家各有关

部委领导，国际未来学家和数

字经济之父唐·塔普斯科特，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会长任珑，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略部副总

裁、全球智慧城市业务部总经

理郑志彬，广联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刘

谦，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张洪，全国各

省（区、市）及部分直辖市发

改、公共资源交易部门负责人

逾300余位嘉宾共同出席了本

次论坛。

本场论坛由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主办、贵

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办、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联达”）及14省市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和服务机构

协办，围绕公共资源交易大数

据应用的热点、痛点、焦点和

最新技术发展现状、趋势等话

题进行交流分享与深入探讨，

为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应

用的快速发展提供最新价值观

点与创新思路。

论坛全面呈现“四个一”

成果，即“一份报告，《公共

资源交易大数据应用发展调研

报告2018》；一个APP，贵州

省创新开发运行的互联网+移

动应用随身服务；一封倡议，

由14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和

服务机构共同发起的“公共资

源交易大数据跨区域协作行动

倡议”；一套应用，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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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易业务深度融合的

闭环数据应用。发起倡议的14

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和服务

机构在论坛上展示了大数据应

用的创新成果。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魏国楠在为本次论坛致辞时强

调：“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

新阶段，与经济发展、社会治

理、国家管理和人民群众日常

生活越来越密切。这些年，贵

州省把发展大数据作为后发赶

超的引擎，数博会升级为国家

级的博览会，国家电子政务云

数据中心体系、国家级行业数

据中心相继落地，大数据成为

世界认识贵州的新名片。希望

能把此次论坛作为贵州改革和

发展的重要机遇，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上来，深入实施大数据

战略行动，与全国各省一起共

同推进公共交易大数据共用、

共享，打造更加阳光、透明、

便捷、高效的平台。让世界共

享大数据发展的成果，为改革

创新做出贵州的贡献。”…

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司

长杨洁以“推进大数据在公共

资源交易领域的运用”为题发

表了主题讲话。她指出：“全

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

入发展，大数据成为驱动发展

的要素，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

委法规司将深入学习和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的思

想，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发挥数字的作用，释放数字对

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

作用，体现数字化转型，构建

数字治理的新模式，共同开发

大数据资源的价值蓝海，使大

数据在公共资源交易各项工作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周民

为本次论坛作了主题为“深化

公共资源交易数据共享，助力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题

演讲。他指出：“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公共资源平台整合

的相关工作，强调要把各项公

共资源纳入到统一的平台上，

实现平台之外无交易；要推动

国家级、省级、市级电子政务

公共服务系统的互联互通，实

现全国规则统一、公开透明、

服务高效、监督规范的公共资

源交易，基本实现公共资源交

易全过程的电子化。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部署下，国家信息中

心作为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的建设单位，全力地推动平台

的相关建设工作，快速响应落

实，使得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正式

上线运行。近期还将重点开展

多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通过

汇聚交易全流程的相关信息，

进一步扩展平台覆盖的范围，

稳步提升数据的质量。”

国际未来学家和数字经济

之父唐·塔普斯科特在论坛上

表示：“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重塑政府的机会，能够去

重新打造一个适合21世纪的

模式。尽管从目前来看，我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不得不

承认数字经济现在真正走到了

一个非常成功的阶段。技术本

身不会解决问题，是人解决问

题的。而现在技术的力量已经

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们现在

处在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互联

网时代让每个人都获得了第二

次机会，让人们可以从根本的

角度去改变世界，来构建一个

更加开放的社会，构建一个更

加互信的社会，让我们拭目以

待。”

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党组书记、主任张洪分享了

贵州省围绕数据理政、数据服

务、数据监管三大主题开展公

共资源交易大数据应用的创新

成果，全面展示了贵州省依托

大数据技术，实现了人在干，

云在转，数在算，使交易行为

看得见、交易速度跑得快、交

易市场管得住。2018年，贵州

省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工作将

扩大数据的体量，进一步提升

数据的质量，进一步扩充分析

的纬度，着力在大数据+人工

智能上下功夫，用人工智能来

完成简单重复性的工作，用人

工智能来帮助我们成为业务过

程中的助手，用人工智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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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努力构

建贵州公共资源智慧交易新格

局。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副总裁刘谦以“应

用引领发展，生态铸就未来”

为题作了精彩演讲，他分享

道：“大数据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还是为了让应用做得越来

越好，让应用变得越来越智

慧，要通过应用的视角来看一

看如何让大数据形成有机的闭

环和生态。广联达作为深度参

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构建、模

式创新的科技公司，始终立足

于工程建设信息化领域，聚焦

‘数字建筑’新理念，致力于

通过BIM、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结合先进精益

建造理论，开发行业专业应用

和解决方案，逐次开展产业大

数据和新金融服务，数融模

型，联出智慧，让公共资源交

易向全面数字化迈进。”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会长任

珑，围绕“大数据助推招标采

购行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主

题分享。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

略部副总裁、全球智慧城市业

务部总经理郑志彬，则以“智

慧进化，迈入数字中国”为主

题，剖析了数字的力量，分享

了未来愿景。两位演讲嘉宾的

精彩分析、敏锐洞察，引起了

大家广泛共鸣，也激发出了对

未来的更多思考。

在论坛上，贵州、北京、

宁夏、甘肃、安徽、四川等

14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和

服务机构共同举行了“公共资

源交易大数据跨区域协作行

动倡议”发起仪式，在国家发

展改革委法规司、国家信息

中心、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的指导下，本着互联共享、创

新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共

同倡议开展公共资源交易大数

据协作行动，用大数据降低交

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

公平交易、减少交易风险，引

领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的大数据

发展。同时在促进数据开放共

享、优化交易市场环境、共享

应用研究成果、维护交易数据

安全等多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下午的专题研讨会，来自

国家各有关部委领导，全国各

省（区、市）及部分直辖市公

共资源交易管理和服务部门负

责人，学界、企业、媒体的代

表汇聚一堂，围绕“汇聚”、

“慧治”、“惠民”三大主题

展开了深入交流与热烈探讨，

议题丰富、全面、务实，包

括：如何构建公共资源交易跨

区域的大数据协同共享体制机

制，在加强安全保障和隐私保

护的前提下，推进公共资源交

易数据资源开放和共享共用；

如何针对公共资源交易中的难

点和痛点，依托大数据的创新

力量，实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的科学治理与高效监管；公共

资源交易大数据在“释放数据

红利”时，如何开放、共享，

实现增值应用，反哺市场主

体，以及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

如何与企业大数据平台结合，

整合政府的数据优势与企业的

技术优势，实现共赢。

在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

2018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论

坛取得圆满成功。在本次论坛

上，包括贵州、北京、宁夏、

甘肃、安徽、四川等14省市

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和服务机

构以实干求突破，以务实推发

展，在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智

能化发展的征途中已经率先发

力，但这只是公共资源交易领

域大数据应用与发展的里程碑

之一。

新时代担当新使命，新

时代展现新作为。未来，全国

各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和服

务机构将围绕如何开采“钻石

矿”，打好“攻坚战”，聚集

更多政产学研多方的智慧与力

量，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共

同推动公共资源配置合理化、

交易便捷化、信息透明化、监

管高效化，为有效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http : / / f i nance .

people.com.cn/n1/2018/0528/

c1004-300192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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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政府数据开放与创新发展

时间：2018年5月27日…14:00--17: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1A

论坛简介：探讨数据创新利用新趋势，助力中国数据开放和创新发展。

政府数据开放与创新发展论坛(直播内容)

贵阳网：政府数据开放与

创新发展论坛

张楠：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感谢大

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

欢迎来到数林大会现场，

我是本次大会的主持人张开

放，双击666。

郑跃平：我是另外一个主

持人，大家好。

张楠：因为我国数据开放

取得快速发展，自2012年已经

有几十个省市陆续建设了开放

数据平台，为产业创新和社会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创造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形成了动态和生态体系，我们

怕再不抢就来不及了。

郑跃平：开放数林组合

就出道了。邀请各位专家代表

一同寻找数林6宝，至于是哪

6宝，待会儿一一揭晓。共同

分享数据开放，利用创新优秀

案例，探讨数据创新利用的新

趋势，助力数据开放中国新发

展。

张楠：本次数林大会非

常荣幸邀请到世界银行发展

数据部首席经济学家Amparo…

Ballivian女士。澳门特区政府

行政局曹锦俊先生。同济大学

公共管理系孙荣教授(音译)，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数据

管理与开放处刘枝处长。提升

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国家

工程实验室牟其林副主任；电

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汤志伟教授。交通部公路科

学研究院智能研究师教授及高

工刘冬梅女士。云南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王敏

院长!

郑跃平：大会非常高兴邀

请贵阳市大数据发展重任曹谦

主任，…邓崧教授，凯里市市

委常委陈彧…夏义堃教授…复

旦大学数字与移动实验室主任

郑磊副教授，…来自全国各大

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再次对大家

的到来表示感谢!

张楠：今天高朋满座，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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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今天要带领大家种树，具体

怎么回事?

郑跃平：今天大会的主题

是数林大会，必须得种树，树

从哪里来呢?刚才签到的时候

领了一个小礼物，种子，一个

小礼物。

张楠：开放数据。

郑跃平：开放数据蔚然成

林，这是数林六宝的第一宝，

前排嘉宾看看袋子里面有没有

另外一个宝贝，有没有装水的

容器呢?

张楠：还真有，这又是

一个什么说法呢?这就是我们

今天数林六宝的第二宝，背后

到底什么寓意呢，现在讲不明

白，有请董老师给我们介绍一

下。

14:382018-05-27

董老师：大家好，我来

自晋安人社(音译)的董裕(音

译)，我们晋安人社(音译)数据

团负责整个流程的创意和今天

的执行。当时郑老师给我这个

任务，为这个论坛准备一些伴

手礼，我内心崩溃，说这个东

西不要太值钱，但是又要有价

值，想来想去用生态循环的方

式。我们拿到的种子，并且证

明是能发芽的种字，我拍了一

段视频。

对于每一个树子发展的过

程，就是我们的寓意，大家觉

得不相信可以回去试一下，所

有种子种在土壤当中都会生根

发芽。在种子小礼品里面有一

张卡片，大家如果把发芽的过

程发到DMG，老师这里还有惊

喜给大家。既然是设计一个体

系，种子除了土壤之外还需要

什么呢?我们想到了水，用什

么来装水呢?总不见得拿矿泉

水农夫山泉，我们想到了现在

比较流行的异型水壶，这个像

水的设计，可以轻易放到公文

包里面，希望拿到这个礼物的

嘉宾能够喜欢我们的心意，我

们的礼物将会继续，谢谢大家

的关注!

郑跃平：非常感谢董老师

的介绍，我们看到了开放数林

种子的萌芽和茁壮成长，离不

开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国家

的支持像阳光雨露，地方就像

土壤，开放的管理者就像我们

的护林员。整个数据开放需要

很多人、很多部门，大家一同

共同努力去推进，就像今天邀

请来自全国各界的嘉宾一起来

推动我们数据开放这样一个合

作和事业。

张楠：行，我提议咱们俩

要不也种两颗种子。

郑跃平：行，正好种一

下，兜里有两颗，非常好的提

议。

张楠：接下来请前排的

专家来给我们开放数据种子浇

水，让它早日树开新绿、蔚然

成林，有请!感谢各位领导的交

换，也邀请我们所有在座的嘉

宾作为开放数林的使者，把开

放数林的种子带回家，让它落

地生根，我们会将这几颗种子

发芽做实时记录，并记在DMD

的微信公众号上推送出来，欢

迎大家实时关注。

郑跃平：同时希望在各位

心中种上开放的种子能够枝繁

叶茂，将开放数林的研究成果

与我们一同分享。

张楠：确实如此，开放

数林的成长需要大家共同的努

力。

张楠：感谢徐处长对我

们两教学科研模式的创新。因

为我们挖掘我们潜能的办法很

多，有点怀疑像把我们支到娱

乐圈想独霸学术圈，刚才徐市

长的致辞务实、生动、风趣，

我建议老石在后续的论坛中进

一步挖掘一下徐市长的潜能。

郑跃平：感谢，接下来

让我们继续寻宝，实验室老实

说不会做科研的戏精不会好裁

缝。这个话怎么说的?我们的

包也是经过精心设计，上面有

非常丰富的设计，下面有请朱

铭华老师为我们介绍。

朱铭华：蜡染是贵族苗

族的特殊工艺，一辈子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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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这次采用双面蜡染，大家

可以看到每一个袋子是纯手工

绘制，看似相同都有细微不同

之处，每一款都是唯一。在图

案上采用了凤凰和树文，取意

为“栽下了开放树引得凤凰

来”，所以数林已经栽下了，

凤凰什么时候来呢?谢谢!

张楠：感谢朱老师的介

绍，我本来以为DMD是一个学

术机构，还做手工，还做菜，

号称深夜厨房，有大厨、二

厨，这是什么情况?

郑跃平：有一道菜叫腌笃

鲜，实验室的主任郑老石加工

成大炖活人。

张楠：怎么还大炖活人，

贵阳是法制社会。

郑跃平：邀请三位嘉宾，

进行思想碰撞。今天我们邀请

三位金凤凰，来给我们现场做

一道腌笃鲜。腌笃鲜的法则非

常，要求10分钟20页PPT30

秒自动范晔，首先有请张鼎女

士，有请!

张鼎：大家好，我是来

自城室中国的张鼎。既然这样

子，因为挑战很高，作为一只

凤凰，第一个上来讲也是有点

紧张。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包

含。

城室科技主要做的是利

用城市大数据结合人工智能给

各位政府，主要是规划院或者

发改委等这样的合作机构，来

提供一些城市运营方面的资料

的辅助。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智

能的发展很快，但是它现在怎

么被应用到实际的城市生活上

面，是我们城室科技最在意的

问题。

首先简单看一下上海有哪

些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因为我

从上海过来，如果去上海去玩

看什么，无非就是城煌苗距、

豫园等，这是我们会关注的东

西。这是一家更加小众的旅游

公司提供的旅游产品，我想在

座的可能不一定知道。比如说

荣氏老宅，去年火了一段，因

为做了一个展。比如说长德公

寓，张爱玲的故居。还有特务

弄堂，有很多边边角角，一进

去以后就容易迷路。

刚才两个画面比较大型的

旅游服务公司和一个比较小型

的服务旅游，他们分别推动这

一些不同的旅游产品的时候就

会想一个问题，当我们站在城

市里面的时候，我们最想看到

的其实是什么?是煌城庙还是

豫园等。为了这个事情，城室

科技做了一个研究，我们用城

市众包的方式带有地理坐标的

照片，在城市拍照的时候会拍

什么东西。所谓的城市众包，

在城市拍照以后上传到社交网

络，把这些照片扒下来，这

些城市的体验者一定会去关注

的，大概是这些照片，我们做

了一些梳理。我们从中识别出

了五种主要的意向，分别是：

绿地、水体，中间两个小人在

跳舞这是“活动”，城堡，

没有找到合适的，这是古建

筑，最后是摩天大楼。因为今

天是政府开放数据，我们想结

合一个城市中最有历史特征、

最可以表现它的风貌和气质的

东西。绿地、水体这样看起来

很公共空间的东西，去关注一

个城市的历史建筑。于是把整

个上海所有拍摄中的古建筑，

拍摄古建筑的意向全部识别出

来，铺在这张地图上。各位很

明显看到黄浦江，西边有一个

很聚集的地方就是城隍庙和豫

园，中间就是像法租界这些的

地方。

我们看到是这样，事实

上是不是这样子，城市有没有

更多的可能性，有没有重新用

一个方式打开这些，看到一些

不会注意，但是就是很有价

值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想到了政府公开的数

据，我们就在上海市的数据服

务网找到优秀建筑的名单，从

第一期到第五期，提供了建筑

原名称、现名称、建筑的详细

地址。这个帮助我们做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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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帮助我们把这些点也可以

投到地图上，和我们识别出的

意向进行对比。

比如右边画的是两种不同

意向的，比如这个密度，我们

就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建筑是非

常集中的，但是我们在拍摄历

史建筑意向的时候是非常分散

的。再比如说，那边是一个冷/

热点图，历史的建筑集中覆盖

的范围比较大，但是我们在拍

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意识到的

古建筑非常少，当我们看到优

秀古建筑有城市底蕴的时候，

我们没有更好的意识到。

为了识别这些有价值的区

域，我们把两张合并叠加在一

起。因为我们其中关注市中心

这个地方，我们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黄浦江的边上，上边有

历史区域，有优质建筑聚集的

地方，但是我们只会关注陆家

嘴不会关注这些古建筑。

我们刚才说了三个区域，

这些建筑是什么特点?给每个

古建筑的周围划了200米的

圆，在这个古建筑200米范围

内有多少张照片是拍建筑，在

周边所有照片里面，建筑物在

整个照片里面的占比是多少，

以表示有没有关注，关注的是

不是建筑物?

根据刚才计算的两个指

标，把上海市所有优秀历史建

筑分成了四个类型。两种是非

常明显的，比如未开发的历史

建筑、开发比较成熟的历史建

筑，这都是大家比较成熟的。

更值得我们关注建筑内容占比

少、但是建筑照片总量少，说

明什么意思呢?我去了这个地

方，可能是为了这个建筑去了

这个地方，或者去了这个地方

看到有这个建筑，我就为这个

建筑拍了一张照片。周围照片

数量少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其

实本身拍这张照片是无意的。

比如中山公园的旁边，中山公

园人很多，但是旁边有大的蓝

圈小的黄圈，旁边有很优秀的

建筑。我们发现不管是企业，

还是个人和政府，我们能够把

这一片区域发展起来。这一块

其实会比刚才中山公园区域稍

微繁华一点，这其实是我住的

地方。

张鼎：在我做研究之前，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家周

围是有这么大一片建筑，而且

有这么漂亮的房子，完全没有

意识到。政府能够把这些数据

给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告诉社

会这件事情的存在。因为光是

意识到我们城市有这么棒的一

件事情，不管对城市的居民来

说，或者城市的旅游者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跟刚才一样。我们

看到中间有很小的蓝色点，其

实是很重要的古建筑，但是我

们根本没有关注到的。这是城

室科技想做的，我们现在有公

开的数据和政府的数据结合起

来，希望能够为城市的发展作

出更好的贡献。

结合刚才的案例，做一个

小的总结，刚才的案例我们可

以看到，对于一个个体来讲，

刚才的数据帮助我们什么?帮

助我们更深入了解一个城市，

帮助我们对这个城市产生更多

的兴趣。从一个企业来讲，这

个企业是我们跟一家旅游公司

的合作。对于一个城市，我们

深入城市做一些微旅行我们可

以设计更好的路线，有更多的

卖点。

这是我们做的其他项目，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上面

第二张图是北京市街道美感的

一个评分，用人工智能来做

的。再比如说这张图，这是陆

家嘴街道的主题色，识别上海

去最重要的颜色，一种是橙

色，一种是深蓝色，对上海市

的发展很有帮助的。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

团队跟政府开放数据的缘分。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时间不长，

去年才成立的公司，最早是

2016年大家聚集在一起，参加

了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大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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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大赛我们才做这件事情

的。所以说刚才徐市长介绍政

府做了这么多事情，去开放了

这些数据，但是我们想说怎么

去把它实际运用到城市生活当

中，让它更加贴近每一个在城

市当中的生活，这是我们更加

加以，也是一个公司和一个企

业去希望努力的方向。

谢谢!

张楠：谢谢张总的精彩发

言。我们腌笃鲜的模式很有挑

战，感兴趣的嘉宾会后会联系

你。下面有请贵州光奕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若瑶女士，

有请李女士。

李若瑶：第一次尝试这种

自动翻页的APP，可能有一点

紧张。首先非常欢迎各位能够

来到我们美丽的贵州，今天很

荣幸能够参加政府数据开放与

创新发展论坛。我谨代表贵州

光奕科技有限公司就利用公务

数据对行业发展做一个汇报。

今天汇报的主题是“公共数据

推动招投标行业创新发展”。

下面我将从背景、行业

现状，我们做了什么，以及取

得的成果四个方面给大家做介

绍，希望能让大家了解到招投

标行业如何利用历史沉淀下来

的海量数据，来提高我们行业

的服务，提高我们行业的效

率。

大数据技术打破了原本存

在于项目之间的壁垒，它将项

目、技术、人员乃至更多的机

会聚集到了一起，能够给行业

带来很大的创新空间。现在数

据作为我们最有价值的资源，

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状况，很大

程度上代表了我们区域经济的

一个未来的发展现状。目前有

80%以上的数据资源是沉睡

在各级政府的数据库里面，并

没有得到它的应有价值应用。

克强总理曾经指出，除了涉及

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以及个人

隐私以外的数据，都应该向社

会来公开。2017年5月1日贵

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正

式实施，标志着我国的政府数

据已经步入法制轨道。政府数

据开放以来，已经向我们社会

免费公开了630万条数据以及

API303个，覆盖了所有公共数

据的政府部门和相关的事业单

位，逐步带动了社会的创新。

因为招投标行业作为国家经济

活动的重要一环，每年入场交

易的趋势都在上升，在交易过

程当中产生的数据量是非常大

的。比如说一个项目的质量、

成本以及产品的技术参数、重

要的商务条款以及交易各方行

为记录等等，实际上这些数据

能很好应用的话，对招投标行

业有着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招投标行业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比如对企业

来说缺乏对市场产品完全了

解，缺乏对竞争对手的综合性

评估。行业业务发展方向不很

清楚，甚至被排斥投标，对政

府来说无法有效对招标人、投

标人以及专家进行一个有效的

监控，对市场投资的方向不是

很清楚，诚信体系建设不足，

存在违标篡标的现象。这些现

象除了加强监管、完善制度以

外，实际上还可以利用大数据

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来提升

我们的服务水平和监管水平。

基于这个现状，刘枝科技

和政府数据开放，将我们的司

法机关、教育中心以及我们的

工商、行政监管部门的数据，

加上我们自身在行业采集的数

据，我们研发了招投标行业基

础数据聚合平台。通过大数据

技术，把原本独立存在的数据

之间产生链接、产生裂变服务

于我们的行业。

李若瑶：我们的平台主

要由五个部分组成：爬虫、分

析、展示、管理、服务。一是

分析格式，二是洗白数据，三

是整合数据，将来源不同的数

据根据业务设计，归属到数仓

的不同表里面，四是挖掘和分

析，五是应用和展示。目前聚

合平台有两款主要产品：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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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WEB端的门户，还有移动端

汇中标APP。

WEB端涵盖八大类1000

个点，汇中标每天收购贵州省

229家招投标网站信息，将400

条信息公告加工以后点对点推

送给招投标的各方使用。聚合

平台为贵州省参与企业建立档

案，通过一企一档实现企业招

投标行为的精细化和规范化的

记录。信息档案主要涵盖基础

信息、资质信息、参与投标项

目以及中标项目的信息等，一

共有200多个信息点。我们通

过整合投标人的行为记录，来

为行业提供指导服务。这是我

们生成一家企业关联关系图

谱，企业关联关系数据聚合在

一起，会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

网络结构数据，可以计算出公

司和公司之间、项目和项目之

间、项目和产品乃至人员之间

的多重的复杂关联关系。我们

通过联线的不同颜色和不同形

状来表示它的关系不同。

汇中标APP每天以全面精

准的信息推送为宗旨，我们每

天收录229家招投标网站的信

息，主要有11个交易中心、

51个高校、省市区县各级人

民政府的网站，还有一些企业

为了缩小竞争，可以把招标文

件、招标方案放在很小的网站

上，也在我们收录之内。只要

在APP上设置关心的类别和行

业资质就可以主动收到APP推

送的信息，这是我们APP使用

的一个界面。我们APP相对于

其他市面上的产品做到两个最

全：一是项目信息搜集最全，

做到每天贵州省招投标项目无

遗漏的采集；二是针对单个项

目做到信息点最全。除了常规

投标文件，还提供招标文件的

下载。截至目前，我们平台已

经完成了3万个招投标项目的

梳理和采集工作，一共生成

108张结构化数据表、20万条

结构化数据，目前信息存量在

1个T，不断拓展交易信息和采

集信息的渠道。正在尝试和金

融机构、保险机构以及第三方

机构来进行合作，不断拓展数

据的外延和内涵，丰富数据的

来源。

我们统计过每年参与贵州

省招投标的企业一共有1万家

企业，以眉佳企业投入一个人

工进行信息的采集和梳理。一

个人工现在目前最低的成本在

4万元左右，贵州省在这一块

的开销达到4亿。我们通过将

大量的信息梳理关联以后，提

供给政府部门使用，提高政府

科学决策和风险的预判能力。

政府在完全掌握这个市场交易

情况以后，可以对一些产生恶

性竞争的行业提前进行预警，

对市场需求量大但是供应商小

的情况可以做到孵化企业。

这是为投标人提供的服

务，通过APP主动接受项目信

息把握商机。现在市场变化很

快，企业发现几个月还在做产

品投标参数到今天已经不能用

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查找

相应产品的技术参数，甚至可

以查到近期同类产品中标价格

的趋势，做到精确的投标。这

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展示图。

光奕科技会围绕贵州省招投标

行业建立区域性大数据服务平

台，我们旨在打造一个招投标

行业数据汇集和共享体系，通

过大数据和业务的真正融合，

用来指导我们行业的发展。

谢谢大家的耐心倾听!

郑跃平：感谢李总的精彩

分享，下面有请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附教授陈瑶接受挑战，有

请!

陈瑶：大家好，我来自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同时我也

是数决科技的创始人。我们做

了很多项目，今天分享是我们

自己应用实践项目和当中的思

考。当然是抛砖引玉，会后还

可以继续深入的讨论。

其实我们团队最早接触

开放数据，其实是来自于上海

开放数据大赛，SODA大赛。

SODA大赛成功举办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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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在

上海比赛当中，我们最大的获

取，其实我们通过参加比赛可

以拿到接近5T政府的数据，有

80几个数据集。所以这么吸引

人的数据，有很多研究团队会

去参与。3年里面有5000多个

人，有研究学者、企业在参与

这个比赛，我们通过这个比赛

获得了两次优胜奖，进入了这

个行业。

我们这个比赛当中有一

个核心，特别便于今天跟大家

讨论。一是数据众筹，来自于

政府各个部门主动开放的数据

让团队来做，让高校、企业来

参与，一起群策群力解决城市

交通安全和治理的一些关键问

题。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大家

都深有体会。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参与这样的

研究，就会很有吸引力。所以

我们在两次的比赛当中都是比

较幸运的获得了优胜奖，也很

巧合都是第二名。

我们第一个项目是做的

关于地铁。因为地铁很挤，挤

过上海地铁的就知道地铁有多

挤。我们做人工智能地铁疏散

的算法。这个项目做好了以

后，它的成果并不是很满意，

因为它是一个研究驱动的。第

二年比赛是需求驱动的，就会

不一样。

陈瑶：在第一年比赛当

中，我们做的核心是提出研究

问题。就像高校里面习惯做研

究课题一样，研究问题就是上

海地铁到底挤不挤，是不是安

全?拿到数据以后，发现这个

里面有问题，交通卡数据只有

进出站数据，没有当中的路径

数据。缺乏路径数据以后，很

难统计出来，只是入口而不是

实际的拥挤情况。我们做的核

心的算法，首先推测出它的行

程，每个人的实际行程，分布

到路程上。上还有16条线路，

从A到B有很多路径可以走，一

般人走优化路径。算出路径以

后做每一个站点的人群疏散，

每个站都会有自己非常高峰

的时刻，通过疏散算法评估这

个站的安全性，是这样的一个

理论结构。所以看到这是技术

路线表，这就是学校里面做的

一个很明显的项目。这是我们

基于多智能体的算法，这是站

台层、站厅群，人群的数量实

时算出来，早高峰，一个站点

早高峰有6分钟的疏散风险在

里面。通过这个可以看到，全

局看到上海每个站早高峰的情

况。当然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

结果，所以想把它呈现出来就

需要开发一些应用。

应用，我们做了一个2G的

网站，可以看到全网车上的人

群和班线的人群，可以给管理

者用。知道出门挤不挤，可以

查一下，有小程序可以帮助找

到最舒适的路线，不一定是最

短，但是是最不挤的，可能绕

了一个远路了。从政府来讲，

这些研究成果，希望在政府地

铁规划的时候有一些帮助。所

以我们也做了内参型的报告提

交上去，希望能够解决上海地

铁的风险问题。

当然我也看到了应用的一

个问题，并不是基于企业实际

的需求，而是研究角度提出，

应用落地的。这个时候调整思

路，根据政府管理部门的实际

需求走，看他想要什么。我们

拿到的数据当中，很有趣2017

年消费者的投诉文本，没有团

队做，只有我们一个团队做。

做这个数据之前我们首先调研

了工商，工商有很多需求。比

如第一个需求，他们在行业分

类的时候，我们现在使用的这

些结果，其实是人工分出来，

而不可避免人工是有错误的。

他分错的东西，大数据行业

有一句老话“垃圾进去垃圾出

来”，如果分错了就是错误的

结果。所以首先重新分类/，基

于机器学习分类，分类以后进

行更好的监管，因为政府往往

知道重点行业的问题是什么，

只有分准才行。还有群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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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群体案件，没做这个项目

之间不知道群体案件是什么，

调研之后政府希望预警到群体

案件。用的方法相关实践识别

快速识别，告诉你历史上发生

了几起案件，并且有同义词。

第三个方面，现在大数据时代

了要做互联网监管，要主动监

管。这种情况下，我们提供的

就是一个大数据的平台，覆盖

了互联网的数据源，这个数据

源是我们的合作方提供的，这

当中有很多舆情故事提供了消

费者的问题。用增量的方式，

有些用户是不是长期有一些投

诉，在网上，不用在你这里投

诉，而是在网上投诉就够了。

比如重点商户，如果要查它的

数据很累，要在各个网站上去

找，办事效率就低了。提供这

样一个界面，让他收具体商

户，看是不是在历史情况下发

生了网上抱怨时代。往往消费

者在网上说一说，没有真正来

工商投诉，但是这个市场监管

是要做的，要提前监管。这个

项目也是比较成功，已经落地

在工商立项了。

陈瑶：第三我们现在在

做的事情，有些数据不适合很

公开，特别是现在的项目涉及

到国土的数据，涉及国家安全

的数据在里面。所以采用的

模式，在上海土地规划局数据

工作室的模式，他们来提出

需求，他们在内部的工作实验

室里面向我们开放一些数据来

进行研究。我们融合杭州退了

SDK人群数据，帮国土整理公

司做郊野公园的问题。比如说

现在已经开了六家郊野公园，

到底运行情况怎么样，因为郊

野公园是开放式没有围墙。用

手机就可以看到，这些人群分

布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很关注。

政府关注一个事情，公园有谁

来，消费能力怎么样?这个消

费能力挺强，因为物价的关

系。大部分是中高端人，来自

上海浦东区等。通过数据的梳

理，我们知道这个公园是怎么

样，设计公园的规划。每一个

公园方是独立的第三方，都有

考核指标，想要知道的是互联

网网上大家对我们的反应怎么

样。我们用的互联网大数据、

网络的评论、携程的数据综合

来做，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公

园总体比较明显。这是情感分

析，这是公园热门讨论词，每

一个公园都是不一样的。把

所有现有6个公园放在一张图

上，可以很清楚看到哪个公园

做得好，哪个公园做得不好。

领导就说这个公园怎么回事，

消费这么差，去看一看是不是

有乱收费。所有公园都是政府

拨款在做，从大屏幕上可以看

到每一个公园公众的满意度。

不用传统的发问卷，现在的方

法，准备在上海很多公园去推

广。

总结一下，我们自己做

了这些项目以后有一个体会，

政府开放数据一定是可以改进

政府的决策过程，能够解决管

理痛点的，但是怎么做?如果

我们高校介入的话，很多情况

下我们是用研究的角度去驱动

的，但可能并不符合政府主管

部门的业务需求。所以我觉得

从需求的角度去切入会更有

效。像上海的开放数据大赛，

或者是国土局的数据工作室，

都是一种可以接见的模式。

谢谢大家!

郑跃平：感谢陈教授的精

彩分享。讲完了三个故事，我

们看看别人家的例子，看看国

外开放数据是如何推动发展。

世界发展银行数据部长期以来

一直在推动全球各个国家的数

据开放和发展，接下来有请世

界银行发展数据部首席经济学

家Amparo…Ballivian女士为我们

发表主旨演讲，有请!

Amparo…Ballivian：政府

开放数据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民

众，让大家能够获得政府的服

务，提升绩效的效率，各种类

型的服务和社会效率。开放有

两种：技术上和法律上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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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在线访问和机器可读这是技

术上的，这是最简单上。法律

上需要开放授权，但是这是最

难的部分。开放数据不等于公

开数据。

这是一个差异的展示图，

代表不同的差异。所以在当中

的两页你会看到只有开放数据

才能使得它实现，半封闭的数

据或者公开共享的数据是无法

实现的。因为开发只能通过开

放数据，因为技术的开放使得

它成为一种可能。对数据的再

加工利用只能通过开放数据，

因为只有开放数据给了你权力

给你再加工利用。所以如果你

的开放数据网上没有开放数据

授权，但是你的数据已经可以

机读了，不要抱怨开放数据不

够，因为这还没有开放。

所以我们开放数据主要

谈三个受益点：一是提升公共

服务的能力，二是分享经济

和创新，三是一个参与式的政

府。我们现在知道还有第四个

受益，开放是共享的一种创新

模式，要做共享可以用开放来

做。

Amparo…Ballivian：大家

看到这个，开放数据让人所皆

知最著名的几个案例，天气。

天气的数据，不涉及到任何的

隐私和政府敏感的问题，所以

它本身是一种公开的信息，所

以它做开放是最简单的，临门

一脚就可以做。如果你认为天

气太小，但实际上它是非常重

要，对农民、市民和各类经济

发展都很好，都需要用到这个

数据。

第二是GPS的数据，它是

非常重要的。所以GPS数据和

天气数据一样，本身不牵涉任

何的商业秘密，每个人每天已

经在使用这样的开放数据。所

以像这样的医疗数据，在使用

的话也可以更好的了解医疗。

所以像这个是美国的案例，它

用来对比不同的医疗服务，我

们可以选择更好的医院利用它

的医疗服务。

接下来是市民透明化的

一些案例。这是非常经典的关

于政府收支数据的可视化项

目。这是尼日利亚他们做的关

于政府预算的一个可视化，他

们就把政府的采购数据开放到

线上，就像刚刚一位女士讲的

他们政府采购的项目。像这个

的话，就是不同的机构，他们

怎么去套用能源的数据，他们

也把这个开放出来。在墨西哥

开放数据去打击贪腐。英国最

著名的案例，你随时拍了以后

一个窨井盖掉了然后告诉给政

府。类似于罪案数据一样，随

手一拍报给警察局，可以帮助

警方优化他们的警力，这也是

一种开放的方式。

这是众包，通过民众的

女士把这个数据筹集起来。这

个是和政府这边来，怎么能够

把他们的支出做得更好，也可

以众包大家对政府政策上改

革的建议。或者是利用众包的

方式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

开放数据是创新的“石油”。

这是美国最著名的一个案例叫

Zillow，是美国的一家房地产

公司，使用开放数据，他们帮

助你找房子，租也好、买也

好，他们用这种开放的数据来

帮助你分析这个房产。他可以

被用于这种金融的分析，还包

括像体育的数据，像飞抵比特

(音译)手环。

Amparo…Ballivian：尼日利

亚某一个比较贫困的州，他们

引用这种开放的数据。他们利

用开放数据驱引导企业更好来

投资。这是麦肯锡4年前做的

报告，他们估算在美国市场中

开放数据价值3万兆-5万兆。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不

是一个作准数。所以如果你

看更多的案例，欢迎去看我们

Opendataimpactmap·org，

这是我们支持的一个项目，包

括98个国家和170多个地区支

持的案例。所以你们可以通过

这个上面去查找它，通过这个

地域也好，通过行业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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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今天谈了技术

的开放、法律的开放，更重要

是在实践上真正让它开放是受

益可用，这里提到加上场景的

信息。比如说利用这些移动互

联网的能力，包括像我们怎么

来利用语言组织，包括社交媒

体，都是不同的路径来提升这

个数据的开放。刚刚像陈老

师也提到了需求牵引的数据开

放，需要不断的迭代来实现的

谢谢大家!

郑跃平：感谢Ampa r o…

Ballivian的精彩分享，也非常

感谢高老师的翻译。种子发芽

了，领导也浇灌了，企业也筑

巢了。现在国内数据开放又是

怎么样，开放数林的长势又如

何，下面有请郑老师为我们介

绍中国数林开放的现状，有请

郑老师。

郑磊：大家下午好!非常

高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开放

数林大会。昨天我们已经有一

个发布会，介绍了数据的报

告，所以今天不会特别仔细讲

这个报告，我们会更多解读一

下这个报告到底发现了什么，

以及这个报告到底是怎系做

的。简单讲一下。

之 前 首 先 感 谢 一 下

Amparo…Ballivian，我们是4年

前在复旦大学邀请过Amparo…

Bal l iv ian，也是学术界/最早

几个关于数据开放的专门研

讨会，2014年的时候Amparo…

Ballivian专程飞到上海，主要

工作是到世界各个国家推动开

放数据，他们认为开放数据

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好

处。Amparo…Ballivian马上退休

了，非常高兴他接受邀请来作

报告。4年前我们是一颗小种

子，现在我们是一棵树。

特别感谢两位主持人。

我们很残忍的让两位，一个是

清华大学教授，还有一个中山

大学的教授，开始说做一个相

声，后来老师说哪里是相声，

这是小品。

简单介绍一下开放数据一

年来的现状、趋势和挑战。这

已经是第三次报告，去年第一

次报告在贵阳数博会上发布，

第二次报告在去年12月份在北

京发布，这次是第三次发布报

告，是最全的一部报告。

为什么做这个评估，先

讲一下怎么认识开放数据的?

当时从世界银行这边学到的，

他们当时说了一句英文，“开

放数据是一个生态体系”，我

们也是真正把这个概念利用

我们评估中。政府作为数据的

供给侧开放数据，让利用者

“社会”，刚才三位凤凰就是

“利用者”，他们利用这样的

数据。他们利用的东西，会给

社会公众带来价值，创造了价

值。社会公众，这些价值，像

刚才金凤凰讲的价值以后，政

府看到了以后，能够帮我们做

这样的监管，改善这样的服

务，带来这样的经济发展，政

府更愿意，这样形成一个正向

循环。评估的时候，试图让整

个评估指标，引导政府开放，

引导利用者来利用，并且让他

们用好，产生这样一个循环结

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理

念。

这个基本理念之下，我

们取了这个名称，为什么叫开

放数林，刚才说的小数林，为

了好玩。真正这是一片森林，

里面有动物、有阳光雨露，刚

才请领导浇水，有政策上的支

持，要有阳光、土壤，要长

大，不断看到这个林子不断变

大、变密。

郑磊：这个评估指标怎么

产生呢?设计好多评估指标。

就像刚才Amparo…Ballivian讲

的法律行开放和基础性开放，

把世界各国开放性限章和中国

对数据开放的标准都学习到，

然后再学习国际上怎么评估，

他们用什么评估指标，再看中

国目前的实践。有的做法中国

某些地方突破，这个做法非

常好，可能国际上没有这个指

标，但是我们就列为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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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同时最后邀请专家

们，包括学术界专家和数据利

用者，一起在复旦大学一个月

前开了一次头脑风暴，大家想

想还有什么需要评估。通过这

样的方法，设计了评估框架，

同时请专家们打分。

这是专家的名单，待会儿

会请专家上来颁奖。我们能找

到中国的开放数据和数据领域

的专家基本上都请到了，4月

1日到上海的时候，以为最多

到一半，因为老师要上课，那

天基本上都到了，今天还有一

半都到了现场，非常感谢专家

们的支持。专家们在会上给了

很多硬件，有跨界，有公共管

理学界、有计算机各方面领域

的，多学科的专家，来自政府

和企业、第三方研究机构的都

有，同时在4月1日没有邀请任

何地方政府进来，被评估方不

能进这个会议。完全是第三方

的，我们让他们站在一个干净

的视角来研究应该怎么评估这

个事情。

这是4月1日在实验室开

的头脑风暴会，把老师们分成

很多小组，分了很多问题，

让他们讨论，讨论完了以后，

让他们把精彩的点写在磁条

上，汇聚到白板上，合并同类

项，分好几大类别和处，再

进行投票，显现出重要的点。

这是老师们的签名，大家看到

强调数据质量非常重要，不光

看数量还看质量。关于功能，

不是只看有没有功能，要看功

能的体验好不好。不能只看数

据开放，还要看数据利用。在

会上，汇聚了很多专家的观

点，把观点综合起来放到指标

里面，再把这个指标体系发回

给专家，再评分设权重，最后

才设立了今天这个评估指标体

系。

郑磊：这个评估指标体系

分为三个大的维度。最底层是

里子，这是今年最大的创新，

其实就是基础层。这个就是准

备好没有，从法规政策准备好

没有，组织保障准备好没有，

刚才大家看到徐市长所讲的。

这是准备度层。上面是面子

层，有没有开一个平台，这个

平台的体验好不好，是不是方

便公众获得数据，展现应用，

同时能够跟数据开放方形成一

个反馈的关系，提意见，提出

数据的需求，想要什么，给

评价搭评价，这是面子。最核

心是里子，有没有真正干货的

东西，数据要符合世界银行的

技术性开放和记录模式正确要

求。所以大家可以看权重，最

重要是里子50%，里子25%，

底子25%，每个下面有二级指

标和三级指标。数据层，有数

据质量、数据标准、数据覆盖

面、数据可持续性。平台层，

有概念导引、获取、展示、互

动交流等等。准备度有领导

力、组织保障和法规政策。

今年跟去年最大的变化，

在数据层，去年主要是数据

集，你有一个就算一个，但是

后面发现有的数据集很大，一

个数据集横向有几十个字段，

纵向有几十万条，有的就一

行，不公平。去年从无到有放

一个数据就不错了，今年要

看数据容量，要真正有干货，

数据质量有没有出现问题。有

没有真正的优质数据，我们把

容量中最高的1%抽出来，认

为这是最高密度的数据，你这

个地方有没有开放哪怕一个优

质数据，有些地方完全没有。

全部是横向三个字段，纵向两

行，二层3-6个，有的纵向10

万，所以有没有优质数据，有

没有问题数据，容量极低，把

数据拆散，可以安在一起。按

照时间地点拆分，其实拆分的

维度可以形成一个字段。

有没有重复创建硬件的数

据，这些都是专家会上讨论出

来的。大家说给一个黑名单，

但凡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这一

项就是0分。我们曾经一个个

去找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

的。在座很多政府都在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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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评估上最大的一个难题，我

们要很仔细去看有没有多算，

有些不应该算被算了。1000

个，要一个一个检查，各地开

始对指标做假，打擦边球，检

查上就很费劲。一个东西打开

没东西，一打开是PDF，后来

专家说不要这么查，反过来，

发现1起就是0分，不是发现

1000项剔除800个，责任在政

府不是我们，我们加了无问题

数据，而且都是最高的要求。

郑磊：重复创建什么意

思?一个数据极在这里出现，

又在那里出现，换一个马甲，

但凡发现一个换马甲就没有分

了。

功能上，有没有功能到有

没有体验，有没有真正产生互

动。从互动本身，能不能回答

我的问题，到回答我的速度有

多快，是敷衍回答。有的回答

了一些问题，有的地方认真回

答，就给分了。我们发动一部

分小朋友换了不同的马甲测试

里面。

个性化的整合，有没有

把功能围绕一个中心整合在一

起。关注一个文件，不用每一

次重新找他，可以订阅，从此

他的更新都可以拿到，这样方

便，进行个性化的整合。

有没有开放数据目录?这

个很重要，有什么数都不开

放，让怎样去算，不应该是这

样的思路，应该告诉你有1千

个、800个，目前只有贵阳开

放了目录。其他地方想得分，

赶紧开放目录，跑上来不知道

有什么，让我去找。

分级分类获取，这是去年

以来新的方向。政府有顾虑，

一个是开放，一个是不能开

放，只有1和0两个选择，但是

中间没有分析分类，是什么情

况?要么不能开放，要么开放

出来出风险，其实可以分好几

档。根据安全敏感性，有些/地

方已经进行分级分类给很高的

分，这样可能把很高的数据开

放出来，现在有可能一个不开

放。

分级分类，多种利用成

果，有没有展现利用成果，

不仅仅是是APP，也有科研产

品，如果老师们用了政府开放

数据写论文，这也算成果。有

人拿这个数据做了新闻，这也

算。所以我们推动多种利用。

准备度，今年完全新加

的，这是对于维度上的解释。

郑磊：整体情况。8个省

级地区，38个副级、地市级地

区，通过各种渠道有没有谁开

了新的平台等等。这是评估范

围，一个大的清单，里面所有

都有。总的数据分析了7.1千万

行，总列数横向的字段是14.8

万。

报告发现。这是2012年全

国第一个平台(上海平台)上线

以后开始很慢，2015年开始上

涨，今年有多大变化。这条线

左边是去年数博会之后，这条

右边是数博会之后，所以开放

形式蔚然成林的形式出现了。

时间轴，最早上海、北

京、武汉、无锡、浙江、青岛

等等，开始不断出现，然后

贵州、广东，更多的省市开始

出现，宁夏，今年上半年4月

份，整个山东省全面上线，这

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全部上线，

每一个地级市都上线，我知道

的消息是省政府办公厅全力推

动的。

这里面很有意思，形成一

些群落，广州跟长三角跟山东

形成了三个最大的数林群，叫

群落。开始我们同时写了一个

词叫“孤岛”，大家看到一些

孤岛，东北哈尔滨是孤岛，宁

夏是孤岛，后来说不好听，叫

“绿洲”，沙漠中的绿洲，叫

绿洲型和群落型，两种类型。

行政层级，地市级31个，

副省级有一半，省级有31个中

的8个。

数据容量最高的是广州。

不量数据集总量，并不是广

州，但是容量是广州，这才是

更好的一个方式。优质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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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有没有带容量上进入

全国1%?贵阳有31个进入全

1%，贵州21个等等。前十位

优质数据亮出来了，第一个条

数有210万条，字段有23个，

工商登记信息。我看到这个很

开心，原来可能一条一条的

查，输入一个老干妈就出来一

个老干妈，现在直接拿去做分

析。广州商事主体做分析，现

在它的数据市场是这样的，往

下可以拉很多条。这是东莞的

数据集，密密麻麻。

反过来举一些负面例子。

每一个小白框就是被称为所谓

的数据集。一共3个字段、2行

就结束了，这根本没有必要以

数据集的形式开放，做公开。

就北京访问中心，这个是室外

统计，室内外有好多个，乡村

有多少个，城镇有多少个，给

我一个数据就结束了，这叫统

计数据。我打开任何一个地方

统计年鉴截图就出来了，这是

一个反面的数据。

碎片化数据，把一个城市

的医院分成好多区，何必呢，

做成一个数据集，区只是一个

字段。南明区是一个数据集，

乌当区一个数据集，不应该是

这样，应该贵阳市是一个数据

集，然后区是字段，下载一个

就可以分析，有能力分析。通

过技术能力可以分析，打碎有

什么好处呢?1个变6个，这个

不算分，不如一个还算分。

生硬格式转化，这是我们

的创新。数据集有没有可记录

的格式，就把WORD的文件

硬纳入Excel里面，这个没有

意义，如果真的做文本分析，

不需要帮这一套，我拿文本就

行，我要真正结构化，这是伪

装结构化，很有意思，我们把

五花八门都亮出来给大家看一

下。

空数据集。因为知道我

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打

开，但凡这样没有分。1000

个剔除这是空的假的，这是以

前的做法，现在发现1起就是0

分，公众也是这样的感受，我

们代表公众的视角。

开放授权，目前达标率比

较高，免费获取、自由利用、

自由传播与分享、非歧视性，

去年没有地方达标，今年有5

个达标。给大家举例，刚才

Amparo…Ballivian也讲了，差别

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开放授权

就不是OPEN…data。这是一个

国家的例子，有一个数据集，

每一个数据集有一个授权，每

一个数据集有一个合同，这个

数据集应该怎么用，不可以怎

么用，说得清清楚楚，一旦接

受这一点就接受这个承诺。这

是分级分类，当然不可能全部

开放，也不可能不开放。我们

现在用最初的，给大家一个信

号，哪一个城市开始每一个给

Open…data我们给高分，因为

在中国带了一个头。中国不要

做负面的创新，国际上没有见

过生硬格式的转化。

完整性对元数据的描述，

关于数据集有没有时间、地

点、，哪个部门采集的字段

等，今年开始评估API描述规

范，以及数据调用的说明，因

为要便于别人调用高价值的

API，一是速度高，二是比较

方便，便于开放，而不是下载

的方式，得告诉基本的背景。

这个很有意思，什么部

门开放的数据最多?全国的总

量，每一个颜色代表这个城市

再上面的高度。全国最高的是

统计局，大家第一反应统计局

当然要开放数据。我要讲一下

统计数据不是原始数据，统计

数据是一个归集的数据，都是

百分之多少。全国总的开放数

据最大是统计数据，开放数据

就走歪了，查统计年鉴就可以

了，何必要开放数据。

做了一个深入的分析，把

统计局数据集的比例占全市比

例最高和数据容量这两个变量

做了一个比较，发现统计局的

比例越高的数据容量越低，这

本身说明什么呢?统计局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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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都不怎么样，反而是那些统

计局总量容量占比例比较低，

它的容量越高。

郑磊：关键词，到底开发

什么类型的数据。最多是行政

许可、医疗，高需求关健词。

这是每个地方在高需求

关健词的采点率。大家有没有

看到越往左边，其实这个阴影

的延伸越低，越往这边就上去

了，真正参与的主题，大概是

在某一些很小的领域。在很少

的领域开放了数据，而不是再

一个比较宽的范围内。

持续增长。数据上来以

后，有没有一直在增加新的数

据集。去年每半年作为一个时

间段，半年上过一个数据集，

没有成为僵尸网站还在动。今

年稍微收缩了一段，变成一个

季度，大家看有没有断点，有

些城市自从上线以后就一直延

续，这个分数比较高，说明

这棵树木在不断增长而不是停

滞了。更新也是，这是RDF格

式，对每一个数据集有固定的

模式。这是今年新增的指标，

去年国际上有一个很著名的

指标叫“五星指标”，去年我

们只评了三星，开开放授权格

式，今年我们到了RDF格式，

也是只有贵阳做到，贵阳一旦

做到我们把这个分上去。

平台层有什么情况呢?开

放目录。关于注册登录的方

面，解释一下，为了得到数

据，多大的难度。给大家看一

眼，有一些地方无需注册可

以下载数据，有一些地方要通

过电子邮箱注册，有些地方提

供身分证号码，有些地方要实

名制。比较好的地方，不是说

不是不要，一律更严，一律最

严，一律更严门槛太高了，就

拿一个数据，还要身份证，还

不如自己去搜索。更好的模

式，在这个网站上同时出现多

种模式，分级分类，根据敏感

性和安全度不同，越来越高。

一个上海公共厕所清单应该免

费完全直接拿走，不需要做任

何注册，但是敏感性就要注

册，越来越高，最高要求不仅

要实名还要审查。这是分级分

类，但是注册已经出现了分级

分类。

郑磊：可视化的工具，

有没有提供一些工具帮助大家

使用这个工具，等等类似这样

的。数据请求非常重要，有没

有开一个通道让别人告诉你，

很多地方没有。有的地方有了

之后，交上去之后没有人回答

我，功能的位置是否显著很重

要。有的地方说，藏在好几层

的地方，深怕找到我，这个不

得分。是不是申请数据还要

注册登录，是不是公开反馈结

果，你反馈的结果是不是向别

人公开，我问你要数据你给我

了，这件事情还要告诉别人。

但凡给了我们就给分，这是一

个开放数据，既然开放给我，

就能开放给别人。可能没有想

到这个数据要开放，有人说需

要公园数据，开放给你了，别

人也知道，以及回复的质量和

速度。纠错功能，发现数据有

错，有没有这样的提交功能?

这个很重要，政府也希望告诉

哪些地方有错进行纠错。

个性化整合，有个人应

用，就像淘宝一样，有一个个

人帐户。法规与政策，所有各

地法规政策基本上以这样的名

词出现，“推进、规划、实

施”，立到地方性法规就是贵

州贵阳，其他是政府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其他普通政策，支

持力度是不一样的。专门针对

数据开放的法规，在贵阳、青

岛我们都发现了，在内部偷偷

查我们不知道，但是开放的条

例我们有。

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政策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比较散，

散见在不同的文件当中，力度

都比较弱，内容比较空，很模

糊，说大原则，没有操作性。

同，就是互相抄来抄去。

组织保障。发现了好几

种模式，一种地方成立了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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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办局，贵阳就是典型大数据

委。贵州有一个大数据局，后

来是行政事业单位，后来打听

过他是赋予行政职能。少部分

叫大数据局，但是还是处级，

最多的地方以信息化处来推

动，力度是不一样。还有其他

完全靠一个事业单位，就交给

信息中心，基本上推不动了。

培育生态体系。有没有培

育生态体系，有没有搞一些比

赛、宣传活动，让整个社会了

解开放数据、参与开放数据，

目前做得最好的就是上海，全

国最早搞大赛的。其他地方，

我们能够找到跟开放数据相关

的大赛，跟它不相关没有列进

来了。

郑磊：榜单不说了，省级

排名是贵州、上海、山东，省

级跟副省级是贵阳、哈尔滨、

济南。

分布来说，这个是省级，

颜色越深表示那个地方做得越

好，省级颜色比较深的地方，

大家看到几个点在哪里出现。

这是副省级和地级市做得最好

的一些点。这里面想强调一

点，我们发现两片林子是不同

的。首先看一下山东，山东是

全部上线，非常整齐，满足基

本标准。这个模式不叫好，

我们认为是统一标准、集中建

设、基本达标，但是我们有

点担心这种模式会抑制地方创

新。因为所有地方都在一个平

台上，功能都一模一样，如果

一个地方接下来想多加一些功

能，是不是允许，会不会非要

经过省平台才能加入进去。另

外一个模式更有意思在广东，

广东一看就不是省里面协调，

一个个自然生长，我先你后，

水平参差不齐，有做得极好，

有做得极不好，有的在倒数，

有的在前面。好处是没有抑制

创新，坏处是参差不齐。给一

个底线，底线之上允许自由生

长，不要把高枝剪掉，现在担

心在山东把高枝剪掉，以前出

现过一些高枝，被整合到省里

面去，不允许了。这属于在修

“篱笆”，所以我认为不是很

好的模式，但是山东整体水平

比全国好，这是今天说的实

话。

长势的分析。右边是指数

的高低，上下表示进步数据，

右上角是最好的空间，成长性

快，“竹林”，竹子长得很

快，右下角是排名很高，但是

速度开始下降，“乔木”，左

边是“灌木”，比较矮，长势

比较好，但是乔木们要继续保

持优势，右上角不要懈怠。今

年能够进前10名非常不容易，

去年19个，今年40个，为什么

还是前十名，含金量完全不一

样了。

三个维度的关系。这里

做了学术性的分析，准备层、

平台层跟数据层三个维度之间

有没有什么联系?准备度跟数

据层有很高的关系，一个地方

数据层做得好，一定有一个准

备基础，有法制的保障，有体

制机制的保障。平台层不一

定，为什么?平台层做一个好

看的盘子是很容易的，平台曾

跟准备层关系不那么强，有的

地方有高有低，发现了好几种

不同的数种。比较好的上海跟

贵阳均衡发展，叫乔木型，平

台是你的树干好不好，数据层

是不是树叶好不好。乔木是根

也好，树桩也很粗壮。佛山是

什么情况，数据层好平台层也

好，友情提醒，准备度不高，

担心后劲不足，这是水培型，

长在水里面，根系不是很好。

为害属于仙人掌型，有可能因

为刚刚上线，夯实基础建好树

干，我们期待它发芽。东莞是

“绿萝型”，根基不错、树叶

也不错，但是平台不怎么样，

相对平平，树干不怎么样，绿

萝就是藤萝，没有一个很粗壮

的树干。“盆景型”如乌海，

素树干很好，两头都很低，

报告叫做“新栽型”，新栽

是什么样呢?一棵树子把叶子

去掉，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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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很好，但是两头很差。还

有浙江的“树根型”，两头都

很好，但是平台跟数据都不怎

么样，是一棵老树根没有发

芽，类似这样的模型。“柳条

型”，属于数据很好，树叶很

多，但是没有根基，同时平台

很弱，观音菩萨的杨柳柳枝插

在瓶里面，叶子是很好的。各

地如果听到不要生气，只是友

情提醒。因为举的这些城市，

至少是一个方面不错。还有一

些城市三个都弱的，都想不

出什么型的，只能叫“种子

型”。

总结一下，全国去年到

今年广度在增加，深度也在加

强，质量在提升，体验在增

加，基础在夯实，这个很好。

问题在哪里呢?还有很多空白

区域，即使到现在大部分区域

空白，有些城市开始出现不进

则退。差距巨大，好的跟差的

差距很大，好的极好。模仿趋

同，开始互相模仿，不是自己

去创新，而是去抄袭，连错的

地方都一起抄错。有的地方告

诉我们去年做错了，但是好多

地方抄错了，我改过来他们还

在错。更多地方是观望作秀，

要么就是观望，要么作秀，做

一个假的，其实就没有数据。

最后提建议，及时造林，

后来居上，提高“开放数林”

的开放率。东部沿海地区基础

是不弱的，东部地区还有这么

多空白点，西部地区做得很

好。贵阳在这里起了一个非常

好的头，基础可能没有沿海

好，但是我们怒容做到全国最

好，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竞相并生，枝杈相连，保

护“开放数林”多样性，不要

一模一样，要有更多的特色。

专家会上，早年的门户网站评

估出了一个什么问题?最后全

国网站都长得一样。我们的评

估指标可允许特色，但凡有特

色，我们就把特色作为附加分

加上去，但是希望各地政府不

要把特色剪掉，保证多样性，

不同的平台可以由特色，但是

应该相连，有连接，数据之间

有共同的标准，合并在一起，

融合之后能够形成创新，不要

把它剪成一模一样的树。广东

这棵树跟山东这棵树。广东这

棵树的建议提升底线水平，山

东这棵树千万不要剪高枝。最

后保持树形，监测态势，促

进“开放数林”可持续生长，

特别是基础层打得好，才有可

能可持续增长。不断修建，精

耕细作，满足用户对“开放数

林”的向往。开放数据的目标

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数据的

向往，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努

力。

最后有人问我们，明年

怎么样?直接告诉大家，底子

打了，面子有了，里子亮了，

接下来做什么呢?刚才我不小

心已经嘴漏了，其实领导们也

都说了，接下来是果子。一棵

树长大了不结果不行，数据开

放有没有产生应用，明年肯定

评应用，现在难度是怎么评

应用，我们会尽量评应用。这

个结果也是专家会上，我们已

经对象利用层专家们想出了很

多指标，但是今年来不及。因

为4月1日开会，5月底要拿报

告，最近我们要忙疯掉了。标

杆一点点提升，每次提升一点

点，如果一下提升很高，就没

有意义，评估指标并不完美，

我们心目中有一个更完美的指

标，有些指标拿出来全国都是

零分。说做的某个功能，这个

功能一做就有分，因为国际上

有这个指标。接下来就是做果

子。

最后简单演示一下，从

这一期开始，不仅有纸质的报

告。纸质报告以后一年发布一

次，每个季度会更新数据发布

指数，发布在网站上。网站

上会动态，点击任何地方，会

显示在上面的维度，点进去

以后具体的维度会显示出来。

如果想跟别人进行比较，就选

一下比较。可以选择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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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于你选择这个城市，

这就是比较，上海、北京、哈

尔滨，选中了以后，马上把这

个指标上谁高谁低，这是动态

的。今天上线了，名城叫“如

果你开放了数据怎么样”，这

是一个巧合，当时就说“森

林的数据、开放的数据”，

所以大家记住I fopenda t a .

fudan·edu.cn，每一个季度

更新一次数据，以后到每月一

次。报告解释怎么样，报告更

上一个指导，这个5万字，最

近两个礼拜基本上团队没有睡

觉。

感谢我们联合发布方，

我们复旦大学，一个是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去年最早两

家开始一起做，今年很荣幸

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

一起来加入，给我们很多建

议。还有很多合作方，有些是

去给我们抓数据，做平台，有

些给我们资金，有些给我们帮

我们呐喊，有些帮我们做设计

的，所以我们一家已经做得很

辛苦了，所以各地的平台越来

越多，从最早8家、40家，明

年到100家。团队的小朋友非

常努力，我们用什么方式告诉

大家他们很辛苦。给他们看截

屏。这是前天晚上9：30的时

候我说群里面说“预告一下，

最多半小时结论板就要出炉，

文字不多，请大家务必不要早

睡”，到10：30说“刚才数据

本身又发现一些问题”，最后

11点才出来。最后出现什么情

况呢?按照不同的时间睡觉。

我每天早上5点睡觉，其他人

他们干活，10点钟我再起来继

续干。最后说有必要把美国回

来的同学派回美国，把另外的

同学派回英国，这样按照时差

来工作。有同学马上申请说我

想去英国。

最后说“辛苦啦!我正在

努力最后部分，争取早日革

命成功，今年再也不闹革命

了”，“我们自己挖掘的坑，

没想到一年比一年挖得深”，

“乐在其中就好了”，“郑老

师直接通宵了…刚才快六点还

在给我发微信”，感谢我们团

队，我们团队非常努力，确实

还有瑕疵。昨天早上最后一稿

发现印刷错误，临时贴了小标

签，5万字有眼花的时候，我

们会给你讲，多花种子和水，

请偷偷摸摸告诉我们，不要告

诉别人，谢谢!

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紧张，

后天早上，大家刚才进来之

后，有一个发种子的，种子里

面有一张小卡片，小卡片后面

有一张二维码，有一个专门为

会议开发的H5，专门开发的，

有线下交流沙龙，大家有什么

意见，觉得哪里不公平都可以

告诉我们，后天跟大家在“小

数林交流”，欢迎大家进来。

非常关注我们二魏玛，里面有

消息，告诉大家跟我们继续相

会，期待你的建议和意见。

谢谢!

张楠：谢谢郑老师的分

享，感谢了很多人，又介绍了

后续的活动，让大家误以为我

们活动要结束了，其实不是这

样的，我们后面还有更精彩

的内容。郑老师的分享听完以

后，有两个体会：一是给大家

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植物课，

让我一个感觉下一颗是生物学

相交叉的学科。二是从郑老师

的分享里，从研究、评估、发

布、研讨是为了发现开放数据

的点滴进步，可能更是为了发

现开放数据存在的问题，我们

的开放树林需要不断的修剪、

精耕细作才能不断茁壮成长。

郑跃平：大家需要不断努

力。

张楠：下面进入更轻松的

话题，继续寻宝，现在找到了

种子、雨露、凤凰，听说还有

些什么宝贝?

郑跃平：我先问一下，今

天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给大家亮

一下，您觉得呢?

张楠：其实我觉得你心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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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我一直站在桌子里面的

吗?这个衣服有点“社会人的

stly”，我们只能“呵呵…”

郑跃平：我们有一个组

合，我们组合的经济人就是老

石，但是他们的衣服挺帅，为

什么?

张楠：是，我很奇怪，怎

么他是白道，我们是黑道，谁

设计，给我们解释解释。

李洪克：张老师，千万

别打我，看张老师人高马大，

我打不过他，每次看到很害

怕。刚才郑老师谈到开放数林

评估专家委员会是开放数林的

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专家委员

会全面支持比较科学的评价指

标，其实是没有我们报告的诞

生。因此非常感谢专家们作出

的努力，在挑选礼物的时候，

我为评估委员会的委员选了一

件防晒衣，打上了开放数林的

LOGO，可以防风防沙防雨，

还可以抵挡紫外线，让专家保

持最独立的第三方，为我们中

国开放数林指数助力，为中国

开放数据助力。在来之前，很

多老师和嘉宾在群里面问，说

贵阳的天气如何，过来需要穿

什么衣服。其实爽爽的贵阳和

我们这个防晒衣更配。谢谢大

家!

张楠：说明这个衣服是有

我们的?

郑跃平：是，没有不行。

张楠：那我心就放下了。

我继续支持，开放报告离不开

各家委员会的支持。

郑跃平：请各位专家穿

上防晒服像大家挥手致意。非

常感谢大家在评估过程中，在

制作过程中，方法提炼研究过

程中付出了非常多的研究和努

力。

张楠：整个数据开放要暴

露在阳光下，所以特别需要这

样的防晒衣。接下来进入一个

环节，请优秀平台的代表，为

我们分享相关的经验。首先有

请省级开放排名最高的上海为

我们分享经验，有请上海经信

委信息化推进处徐彬女士。

徐彬：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

能够参加本次政府数据开放与

创新发展论坛，也感谢复旦大

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和提

升政府势力大数据国家工程实

验室提供了这次机会，能够和

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同

仁，共同探讨和交流政府数据

开放的创新利用。

当前，大数据已经成为

重要的国家基础性创新资源，

上海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的大

数据战略部署。举行后获批了

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以及

大数据流通与交易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的建设。在2016年9

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了上海市

大数据与发展实施意见，统筹

大数据资源，推进数据共享和

开放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下面我将从上海市公共数

据资源开放的实践和下一步工

作考虑两个方面向在座各位汇

报上海市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的

相关工作情况。

上海市的数据开放工作在

全国来说起步是比较早的，在

2012年的时候率先启动了数

据开放工作，我们按照全面推

进、试点先行、制度完备方面

围绕顶层设计、平台打造、数

据利用和模式创新等方面统筹

推进各项工作。

徐彬：一、加强顶层设计

和统筹协调

为了保证数据共享开放工

作各项工作的规范有序的进行

推进，我们也是先后出台了推

进信息资源向社会开放的实施

意见以及上海市的政务数据资

源管理办法和上海大数据发展

实施意见规范文件。在工作机

制方面，把数据共享开放工作

和各个部门信息化建设紧密挂

钩，全力推进政务数据的全面

梳理和摸清家底。同时我们加

强了对全市各个部门政务数据

资源共享和开放工作的绩效评

估，并且把这样一个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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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到市政府的政务公开年度

考核体系。

为了探讨在数据开放过程

中遇到存在有意义的问题，我

们也是成立了专家会商的一个

机制。对开放过程中有关的数

据资源，是否可以开放，以哪

一种形式开放，以及开放后的

价值进行专门的研究讨论，并

给出相关的专家意见。

二、持续优化数据资源服

务载体

这些年我们也在持续优化

数据资源的服务载体。从2012

年全国首个政府数据服务网站

上海数据服务网上线以来。对

内政府数据资源服务平台，为

各个部门来进行数据资源的汇

集，并且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

数据资源共享的一个主要载

体。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汇

聚上海市各个部门的目录2.1

万条，数据项目31万个，目

前基本上建立了全上海统一管

理的政务数据资源目录体系。

对外，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

是上海市面向公众提供政务数

据的一个服务网站，在这个网

站上为用户提供数据预览、下

载、订阅、数据可视化图谱

等，同时提供了数据文件、

API接口、移动应用、数据应

用等多种获取形式。

三、深化公共数据资源综

合利用

这些年我们不断深化数

据公共资源的综合利用，一方

面不断提升开放资源的利用价

值，为了向社会开放可用、好

用、有用的数据，不断扩大数

据的开放范围，同时提升数据

的质量。截至目前为止，通过

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已经

向社会开放的数据资源1600

项，涵盖资源环境、教育科

技、道路交通、信用服务等12

个主题和11个应用场景，同时

我们也是优先采用CSV的格式

向社会开放静态的资源，可记

录的比例达到92%，其中有

90%的数据可以通过API接口

获取。

二是积极探索政企合作

的新模式。采用政府购买的方

式，引入了第三方机构的市场

化力量。围绕数据治理、数据

平台、系统运维、决策支持等

各个方面，不断提升平台的运

营能力和数据服务的水平。

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各

方对政府开放数据的深度挖掘

和综合利用，我们也是在国家

相关部委的指导下，连续三年

举办了“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

用大赛”，也就是刚才提到的

SODA大赛，其中产出800多

个数据创新应用，刚才的数据

科技、形式科技都是我们典型

的优秀应用案例，吸引众多海

内外大数据的专业人士和应用

爱好者参赛，助力10家以上的

中国企业创业，融资金额超过

1亿元。

四、探索创新数据开放模

式

在创新数据开放模式上进

行了一系列探索，这些年在普

遍开放的基础上，探索了分级

分类的开放模式。对于大规模

持续利用数据的服务机构和个

人，采用实名认证、申请开放

等方式满足不同的数据利用主

体对数据使用的需求。同时在

大数据地方立法建议、开放性

数据风险防范、我国个人信息

保护、数据资源编目规则等各

个方面积极开展研究。去年我

们举办国际开放数据和城市创

新峰会，邀请了来自国内外众

多的专家和知名学者、行业代

表来共同探讨城市数据开放过

程中创新应用和挑战。

徐彬：今年上海作为国

家信息资源开放的5个试点城

市之一，今年我们将积极落实

国家的开放试点任务，联合浦

东新区、晋安区、徐汇区等试

点去，共同构建市区联动的共

同开放试点模式，同时建立全

上海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积

极推动分级分类的开放机制。

目前上海市公共开放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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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形成了初稿，近日我们会

启动相关的流程。在上个月上

海大数据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今年依托这个大数据中心，

构建上海市的一个数据资源共

享体系，统筹推进跨部门的数

据共享利用，同时会加快落实

国家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的各项

任务，实现和国家平台的全面

对接。在政企数据融合创新方

面，我们也将进行新意不的探

索，我们是鼓励社会数据和行

业数据的开放，今年我们也会

探索数据沙箱的技术和模式，

进一步推动政企数据的融合应

用。今年我们将继续第四届

SODA大赛，探索区域性公共

数据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下

个月就开赛了，大家感兴趣的

话，欢迎大家踊跃参赛。

谢谢大家！

…张楠：接下来有请市级数

据开放最高的贵阳做分享，有

请贵阳市信息产业发展中心黄

明峰。

黄明峰：大家好，因为

去年评估结果出来以后，没有

少捱徐市长的批评，刚才遇到

他也没有给我笑脸。老师的报

告里面已经讲了目前国内整个

数据开放城市和地级市相比还

有很大的相比，从个人的实践

体验来看，我国整个数据开放

这项工作，还处在一个起步阶

段。不管从实践、经验、理论

体系来讲，都还需要进一步的

探索。

贵阳作为国家大数据综合

实验区，共享开放是一个很重

要的工作。实际上我们贵阳在

启动平台建设的时候是2016年

底，当时陈刚书记还在。他当

时有这样一句话：综合实验区

首要任务把政府的数据共享做

好。当时我们从无到有的情况

下，我们进行了一个探索，因

为坦率来讲，那时候没有找到

一种特别成熟的模式，我们采

取一种跟随和学习。在2017年

1月18日平台1.0上线，上线以

后发现一些问题，上线以后发

现没有用这个数据，回过头在

2.0版本在4月18日上线，当时

提出平台自己的定位，政府主

导、市场参与、产业推动、数

据惠民，我们要朝着应用方向

走。怎么朝着应用方向走，只

是定了一个方向，具体也不明

白。在2.0版本和3.0版本实现

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1.0

和2.0主要聚集在市本级这个

平台，没有考虑到区县这个层

面，我们在进行数据分析、管

理的时候，发现很多数据是一

种属地化的管理。这种管理，

实际上对我们数据的诉求获取

是必须要适应它，才能把这个

数据分析做好。

黄明峰：比如刚才郑老

师讲的教育的数据、医院的数

据，其实在政府体制内部是属

地管理。贵阳市本级从属地管

理不会有下面的数据，学校也

是一样的。我们在推进过程当

中发现这个工作必须往前推，

国家层面需要推一个四级平台

做的事情。3.0版本第一次围绕

中心进行了聚焦式的探索和研

究，同时推进了基于一个城市

平台的探索。贵阳市在3.0版

本的探索里面是一个城市化的

探索，不仅有市本级，有我们

的区县，有我们的开发区。实

际上我们调研过程中发现这些

数据，真正意义上是支撑一个

城市的形象，不管经济发展也

好，还是历史文化也好，还是

未来城市的竞争力也好，是反

应现状的。

所以当时我们在提市区

两级一体化的时候，我们做了

五个维度的考虑。一是平台一

体化，一定让各个区市县，包

括开发区统一到这个平台里面

来，这样便于管理。二是数据

的一体化。整个采集、管理必

须是标准的。三是业务的一体

化。因为数据开放过程是一个

新的东西，和我们在进行日常

行政办公的流程是有差异的，

我们必须去探索一条适合数据

开放的流程，去把它和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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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流程结合起来，这是我们

要探索，坦率来讲这个是难

的，因为差异性非常大。四是

管理一体化流程。五是安全一

体化流程。

在整个探索过程中，从数

据开放的角度来看，我一直认

为数据开放是三个核心：一是

数据获取能力的核心，二是数

据管理能力的核心，三是数据

价值释放的核心。其实这三个

核心，是我们整个数据开放，

未来不管从技术上也好，从管

理上也好，还是从合作模式上

也好，必须要去突破的。这是

我们整个的一个框架体系建

设，一个平台、两级政府、四

个中心、五个统一。一个平台

就是市顶层这个平台，两级政

府就是市区两级政府，四个中

心数据资源供给中心、用户服

务创新中心、城市发展支撑中

心、数据价值转化中心，五个

平台：统一规划、统一平台、

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统一管

理。这样的模式下快速推动，

基于一个城市数据开放平台建

设的理念。

黄明峰：这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架构。实际上还是围绕我

们讲的，前面我们提出“四横

两纵”。从基础设施来讲这是

我们有贵州特色，云上贵州贵

阳平台，统一在云平台上进行

管理的。同时我们有一个比较

完善的一个数据产业体系、管

理体系，从我们的数据采集、

数据管理，我们是一个形式，

包括数据的治理，这个治理是

很复杂的。我们在做很多政府

业务的时候，我们是逐项逐项

进行梳理，我们梳理的文件，

如果用双面A4纸打印下来的

话。还有我们一个支持平台，

因为必须有支持平台来支撑所

有所有的功能，这样的话，才

能把一个城市全域覆盖、上下

联动、公平共享、安全可控的

平台搭建好。

这是我们在进行模式探

索。刚才我讲了数据开放，未

来一定是朝着数据价值的方

向去推动的。如果数据没有应

用，聚集再多的数据是没有

用的。这也是全国整个数据应

用当中存在一片“沙漠”，

用“沙漠”来形容。其实各地

包括贵阳在这一块都做得不

好，数据没有真正意义上像空

气、白菜、大米一样被老百姓

所熟知，这个过程路还很长。

所以我的观点，不管是我们理

论体系也好，还是我们的模式

也好，都还在一个蹒跚阶段。

从供给侧来讲，政府必须做好

自己的工作，就像我们做数据

信息公开一样，必须公开这个

数据，这是你的一种义务。从

我们贵阳的条例来讲，公开数

据、开放数据是你的义务，同

时在需求侧通过开放我们的平

台，把供给和需求连接起来。

这个有好处的，部门说没有开

放这个数据，老百姓需要这个

数据，就需要开放这个数据。

底下是开放模式的探索，其实

现在更多的数据，和郑老师沟

通的时候，G2B、2C的模式，

现在是一种混沌的模式，简单

的数据开放是没有价值的，老

百姓不会用，因为数据的专业

性很强，中间怎么转换呢?所

以我讲既2B又需要2C，这里

面要转换。在贵阳有一个比较

典型的案例，它是一个企业，

我是一个政府，没让他做这个

事。

黄明峰：这是资源中心供

给的一些东西。这是用户服务

创新中心，让用户获得更好的

数据，包括在数据场景的获取

一定要便捷，包括新技术的应

用。城市发展支撑中心，大家

搜索这个平台，发现一个数据

在区县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

距在经济、文化上面可以体现

出来。数据价值转化中心，除

了APP之外，还有很多数据应

用的形式，包括报告和其他东

西，都可以作为数据转换的形

式出现的。有标准化的处理，

有一条标准，做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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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省里面和市里面都做了很

多。还有一套完整数据质量管

控体系的方案。对所有数据进

行摸底式地毯式的排查，掌握

情况。因为从无到有，要进行

培训和服务。包括在探索它的

示范路径的时候，需要多元化

去推进。包括我们有很多政策

的保障，也算是贵阳作为实验

区的一种优势。包括我们取得

一些成绩。

这是对3.0平台的一个总

结。一是为国家公共信息资源

开放积累先行先试实验。中间

要搞清楚一个城市怎么搞这个

事情，有很多内涵和关系需要

理顺。二是为我国率先提供了

一个区域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模

式、内容和架构的样本。三是

为我国率先提供一个城市综合

数据的研究样本。大家在平台

上，不管经济、文化、历史等

等，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发现

每个区域之间的差异。四是为

我国提供市区级政府开放数据

统一标准化及治理的样本。

谢谢!

张楠：谢谢黄先生精彩分

享。在各级政府不断探索的同

时，中央政府大力推动开放数

据。其中交通部门就是第一批

探索者之一。大家知道交通数

据价值巨大，跟我们百姓的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就

听听来自交通部的经验，有请

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智能交

通中心副主任工程师刘冬梅女

士。

刘冬梅：大家好，很高兴

有机会来参加今天这个论坛。

其实是第二次和郑教授见面

了。怎么说，我们交通口上做

这件事情，用一句话来形容就

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您在这儿”，真的是这样。

2014年不叫开放大数据，

背景是发现各个地方部门做信

息服务网站的时候它的用户量

非常小，和百度、高德的的访

问量没有办法相比。交通部

想，既然政府部门手上有这么

多能够服务公众的信息，但是

用户量这么小，价值就没有发

挥出来，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

渠道，能够让互联网企业或者

社会上的企业能够用这个，把

这个价值能够更多的反馈到公

众身上去。所以基于这样一个

背景，提出怎么把交通行业的

数据和互联网企业或者一些企

业的数据结合在一起，其实是

这样一个背景下做的。但是在

推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其实它就是一个数据开放的问

题。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

2017年的时候，请郑教授到

我们院里面进行联席会议的讲

解，发现在不同的空间，基本

上在同一个时间，2014年开始

的时候做同一件事情，在2014

年终于有了交集。今天分享一

下在出行领域方面，因为综合

交通数据也非常复杂，今天只

是侧重出行这一类，跟老百姓

相关的数据如何进行开放。部

里面委托交通部公路院做了这

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这件事情的整体情况。

刘冬梅：其实在2014年

的时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想

法，在2015年国家就发布了大

数据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以及

大数据的行动纲要，在2016

年11月份在乌镇第三届世界物

联网大会上线，当时是杨川堂

(音译)，现在的政协副主席给

我们进行了上线。到现在运行

大概有一年多时间，进入数据

开放领域以后，真的感觉“一

入豪门深四海”，障碍很大。

虽然这样，我们克服了很多困

难。本身平台的属性，我认为

它不是一个纯正意义上的官方

平台，其实带有政府和企业数

形结合的平台。这个我跟负担

王翔(音译)老师沟通过，这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仅是

政府部门要做一个官网，希望

跟互联网企业共同合作这个事

情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这个

里面定义并不是官网，其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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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采用政企合作模式

做的基于公共出行服务相关的

一个开放平台，我们理解还是

2B、2G为主，间接提供公共

服务。

从2014年开始，经过三年

多的建设和运营，我们提炼了

一个基本的模式，有三大核心

功能，两类用户体系，一批价

值数据和若干创新应用。

三大核心功能，怎么说

呢?如果它是数据开放平台的

话，大家真的会侧重在数据开

放上，但是我们发现数据开

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开放而开

放，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应用。

所以在一开始我们启动要做这

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围绕

做应用服务的开放和决策支持

的服务这个目标去做的，所以

开放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功能。

目前跟交通行业有关的这个数

据量其实并不是很大，目前是

有一个7TB一个动态的静态数

据，有百度、高德，目前能想

到跟出行有关的互联网企业，

他们目前都是我们出行云的联

席成员单位，他们会在上面提

供一些他们的定制接口。管理

决策，应用的很多场景，现在

提供了六大领域的分析服务。

刘冬梅：“2”重点指两

类用户，一个管理里面，这个

管理制度相对有一点点行政化

推动的力量，所谓行政化推

动，体现在共建共管的联席会

议制度上，是部里面科技司作

为召集单位，我们是第二年联

系成员单位了，有23个省市、

交通厅、32家企业、12家高校

科研机构、1家媒体共68家单

位作为联席成员单位。其实从

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还有很多用

户，用户非常多。就像前面演

讲者讲到有我们的政府部门，

其实这里的用户还有我们很多

研究科研人员、企业、做信息

服务的互联网企业，其实都是

我们这个平台上的一些用户。

在用户里面，我想简单的说，

其实他登录到网站上的用户，

有一部分可以直接进行数据下

载，但是有一部分也需要像刚

才一样进行申请的方式来实现

的。

目前平台上有一批价值数

据。其实分了两大块：一是全

国性的高价值的数据，其实刚

才大家一直在强调。我们有数

据，不一定那么重要，重点看

数据容量和数据内容，是不是

具有高价值。实际上目前全国

性数据集，像基础地图、道路

路矿、公交站点、水路运输指

数等等，大部分不是来自行业

部门的，也说明政府数据开放

没有到一个特别成熟。有价值

的是数据是平台上的企业开放

了一些数据给我们，从交通行

业目前加入出行云联席单位的

成员单位，会跟郑老师那个有

一点不同，交通口比较开放，

不管多、不管少，你说的绿洲

更多一些，树林也更大一些。

这里面也会涉及到高价值的数

据有哪些?目前来看静态的数

据会偏多，比如高速公路的

路网数据、普通公路的线网数

据，还有实时数据。当然这些

部门数据的获取，也像刚才一

样进行分类的，分了不同的区

间，当然通过数据拥有者的同

意可以进行直接下载或者进行

申请，有的方式通过接口的形

式，有的方式通过文件的形式

就可以下载下来。

“N”实际上要有应用

的。归根到底，数据开放，

不管开放多少数据，要是没有

用，其实可能还没有真正发

挥它的价值。在这个里面，怎

么说呢?目前创新应用刚刚起

步，现在吸引了32家企业作为

我们的成员单位，会把它现在

的一些数据应用的案例放在这

个平台上，当然他也会提供一

些直接链接界面，链接平台上

的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应用。这

仅仅是开始，真正实际的创新

其实并在平台上进行展示，其

实通过线下的方式和各个地方

政府和企业落地在托底。

刘冬梅：比如落地在当

地：一是宁镇扬城市群一体化

交通特征分析，这是江苏省交

通运输厅和百度合作，建立平

台，和百度合作，数据进行置

换的方式来进行合作，把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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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比如分析了城市群

通行的人，居住的情况，以及

整个城市的吸引力。他们发现

了一个现象，以前以为南京跟

扬州的关系很密切，通过这个

方面发现南京跟镇江通勤关系

最紧密。针对细节性，这种政

企合作的方式，在地方上的案

例算是有价值的应用。当然这

种模式其实也已经复制到了很

多城市，比如说四川、重庆也

都类似这种服务，通过数据置

换的模式进行合作。

下面的一个例子从全国

层面进行的一个工作。以公路

院为载体和百度、高德共同合

作的一件持续三年的时间，每

年的春运服务调查。春运服务

调查其实有两个大类的数据：

一是来自于通过电子问卷推送

的调查，还有来自百度、高德

背后客流的迁徙数据和路网的

运行数据的分析。其实我觉得

这都已经不太像数据开放了，

其实是企业把它的能力输出给

行业部门，大家共同去推进行

业的进步，应该是这样一个模

式。

还有一些创新应用，主

要体现在出行信息服务方面。

因为刚才一开篇出行平台并没

有这么高大上，真正解决政府

手头上的数据怎么更好为老百

姓服务。在跟各省厅交流他们

有这样的诉求，网站排名比

较低，比如有开放处理类的评

价。交通口每年也有交通网站

的评估，每年有一个排名，大

家的排名也排得不是很好看，

大家会去想通过一个什么样的

渠道提高点击量，这是一个政

绩的需要，其实也是为了更好

服务公众。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们和百度、高德，在它既有

已经开放数据接口能力的基础

上，会针对交通，我们合作模

式下的合作方，再提供更定制

化的一些接口的服务。比如说

前面几个都是百度提供的，很

多地方政府对它的实时路矿的

要求这个接口要求更多一些，

他用了这些接口，把自己当地

地区出行服务网站二此开发或

者直接调入它的接口。以前每

年大家有一些建设经费，由当

地第三方通过采购地图开发这

种方式来实现。通过这种政企

合作的模式，一方面互联网企

业可以拿到公众服务的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

这种模式把它的数据和自己的

网站进行更简易化的更新升

级，所以大家是一个共赢的状

态。

这里还有一些比较简单，

虽然看着简单，但是还是很有

价值的例子。比如四川在九寨

沟地震当中，百度和高德获取

路矿的信息，通过计算来获

取，通过自己的渠道。同时和

四川省厅合作以后，四川省厅

直接通过一个渠道拿给他们，

更好服务公众。

刘冬梅：最后一页片子，

其实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

来自高校，其实这也是我们发

现用户里面的一个特征。70%

的用户会来自高校，所以很多

方面都是在这上面来申请我们

的科研数据。但是科研数据的

申请，目前在我们平台上其实

是按照刚才这样一个流程，要

审批，要通过很长一系列的工

作要拿到，不仅给审批方增加

了工作量而且周期很长，所以

就想做一个数据实验室。贵阳

这边有一个线上工厂或者数据

工厂类似这样的东西，为了减

少审批的数量和周期，交通行

业有算法和模型。当然这个上

线的时候有顾虑的，但是对交

通方面有帮助的。

最后一句话结束我的演

讲，郑教授这边是学院派，当

然还是有很高的理论，我们其

实是在实践，大家知行合一的

话，能够更好把事情做好。谢

谢!

郑跃平：感谢刘主任非常

精彩的分享。刚才大家在注意

种子的袋子，大家有没有注意

这样一张卡片，大家可以扫一

扫卡片的二维码，大家可以下

载电子板的报告，扫了以后有

活动相关的照片。接下来29日

我们要举办相关沙龙的活动和

预告。

张楠：本次发布的报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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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40多个地方进行了全面

的评估，对表现优异的数林高

手进行表彰和鼓励，下面进入

愉悦的颁奖环节。这次获奖嘉

宾得到的嘉宾，就是复旦大学

DMG精心设计，也是数林五宝

第五宝和第六宝，具体是什么

呢?有请刘青平(音译)。

刘青平(音译)：大家好，

我们这次选的花盆。这个礼物

是给地方政府，大家之前领到

了种子，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花

盆。这个花盆不是普通的花

盆，当花盆遇到了互联网，

它就是一个可以上网的花盆。

这个花盆可以自动检测里面

的温度和湿度，比我们会议室

要智能，这个会议室比较热，

现在已经温度调到最低，但是

人比较多，这个不一样，会自

动感应，会采集这样的数据，

并且根据植物的特性会自动的

补光，自动通风，自动添加水

分，没有水分的时候会提醒你

加水，是一个小的生态体系，

符合开放数林的概念。开放数

林报告会定期测量数目性、粗

细、高度、材质、价值，我们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评估，能够

推动更多的地方政府开放越来

越多的数据，能够吸引更多凤

凰来用这个数据，能促成一个

循环有序可持续的生态体系，

开放数林的体系。

接下来第六宝。这是今

年的奖杯。去年的奖杯大家还

记得是什么样子吗?水晶的，

下面是黑色的，对不对?为什

么是黑色的呢?因为我们学术

界喜欢听政府为“黑箱”，

政府的数据没有拿出来，今年

为什么不是黑色呢?刚才老师

讲了，今年开放数据的质量、

数量整个情况越来越好，黑箱

慢慢淡去了，里面的干货出来

了。今年选的是来自美国的白

橡木，时间长是防裂，符合开

放数林的理念，种下一颗种

子，长成参天大树。另外一块

是刚才大家说的水晶，今年上

面还是水晶，代表开放，比较

透明，这是水晶是奥地利的，

能够做成开放透明的开放底细

的建设，所以这是开放数林的

第六宝。

郑跃平：感谢老师的介

绍，下面颁发的“数”开新绿

奖，共有20个数据开放平台。

请各位嘉宾和获奖代表留

念，大家掌声表示祝贺!。感谢

各位嘉宾代表，请台下就坐。

张楠：接下来我们颁发

“数”开丛生奖。

郑跃平：下面颁发“数”

成开荫奖，获奖单位是贵州省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哈尔滨政

府数据开放平台、青岛市政府

开放平台。

张楠：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到了，接下来颁发是“数”开

叶茂”，获奖单位是上海市政

府数据服务网、贵阳市政府数

据开放平台。

张楠：下面有请提升政府

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

工程实验室副主任牟其林先生

进行总结发言，有请!

牟其林：我们论坛进展到

现在，都在一种轻松活泼的氛

围中进行，到了我这里，我这

个模式可能还切不过来，因为

我还得按照我的正步往前走。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

宾，首先我代表提升政府治理

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感谢大家来到这个政

府数据开放发创新发展论坛。

刚才近三个小时的议程，内容

十分的丰富。有咱们国内国外

企业在数据开放、创新应用需

求方面的分享，也有专家对国

内数据开放问题的研究，相信

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听了之

后对政府数据开放有了一个全

面的认识，也对进一步做好政

府数据开放我们充满信心。大

家可能对我们这个实验室还不

太了解，我简单用2分钟时间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实验室。

我们这个实验室也是国家

发改委批复的国家级工程实验

室，全国在大数据领域的首个

工程实验室，建设的主体是中

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也是中电科集团和贵

州省贵阳市共同创建的一个创

新型的主体。实验室布局了7

个研究方向：一是政务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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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融合与分析，二是政务数

据开放与共享，三是政务数据

的隐私与安全保护，四是面向

政府综合决策方面的应用技术

研究，五是联结高校，六是社

会管理，七是公共服务。后面

这四个是我们面向应用技术方

面的研究，这7个方向就是实

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

牟其林：在论坛上各位嘉

宾分享了很多关于政府数据开

放创新探索的真知灼见，包括

三位“金凤凰”的经验分享，

包括“郑老石”详细的报告解

读，还有上海和贵阳实践案例

的分享，以及我们国外友人等

嘉宾的分享，非常的丰富，大

家收获很大。我们实验室，

刚才前面介绍了，也有一个方

向，我们在政府数据的共享开

放方面也在从事一些研究。下

面简单讲一下，我们对这一块

的理解。

在电子政务时代，我们政

府部门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的过程中，利用信息系统积累

了海量的数据，但是由于政府

管理体制的一些限制，再加上

我们对数据泄露和数据安全的

一些担忧，很多部门还不愿意

开放数据，导致政府数据价值

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政府

数据开放带来了必要的条件，

同时政府数据开放的内部需求

和外部需求也日趋强烈。一方

面社会公众和企业希望政府能

够开放更多的数据，从中挖掘

数据价值，获得更高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政府

也希望通过数据开放来吸引力

量，共同来参与治理，利用

大数据减少政府部门的管理成

本，优化政府的行政流程。

我们实验室抓住上面的

这些需求，通过构建政府治理

大数据应用场景，来驱动政府

数据的开放。比如说我们正在

做的农业精准扶贫大数据应用

方面，我们结合政府在基础地

理信息、农产品价格信息、农

产品运输、气象等等方面的数

据，来建立我们的农产品价格

趋势的预测和农作物种植的推

介模型，直到农民科学种植，

优化农作物的产销模式，来提

高农民的收入，等等做法。在

这过程中，我们推动了国土资

源部门、农业部门、交通部

门、气象部门等等开放相关的

数据资源，为我们政府数据开

放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经

验，我们实验室将持续开放政

务数据，在政务大数据方面进

行研究，让政府愿意开放更多

的数据。希望我们能够跟社会

各界广泛合作，我们共同提升

政府的治理能力。

以上是我们一些粗浅的理

解。在论坛接近尾声的时候，

我要衷心感谢各位论坛嘉宾对

论坛举办的大力支持，感谢在

座各位的热情参与和耐心的聆

听，谢谢大家!

郑跃平：感谢牟主任的精

彩点评。

张楠：论坛至此，我们

开放数林的宝贝都找到了，有

种子、凤凰，和各种因素的植

入，这是非常美好的画卷，是

不是还缺一点什么?是不是还

缺一点音乐。

郑跃平：对，有一个神曲

《小苹果》，郑老师依据这个

改编了《小数林》，接下来请

大家欣赏，相信大家一定喜欢!

张楠：这个数林大会可以

改为“舞林大会”，唯一的遗

憾郑老师跳的时间太短。提出

一个假设，郑老师跳舞的长度

跟各地开放数据呈正比，希望

用实践去跳舞。

郑跃平：不会跳舞的研

究人员不会好厨子。接下来引

用报告一段话作为整个论坛的

结语。一棵棵开放树木已经成

长，终将成长为一片繁盛多

样，持续成长，愿我们大家一

同努力，共同推进中国数据开

放的进步和发展。

郑跃平：论坛内容至此全

部结束。

来源：http: / /zb.gywb.

cn/29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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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数字城市与数据产业发展论坛

时间：2018年5月25日…09:00--12: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国际会议厅

论坛简介：共同探索中国特色、世界通用的数据资产评估体系，提升数据资产综合效能，引领数据

产业创新、跨越式发展，全面助力数字城市、数字中国建设。

2018数博会优易数据重磅首发

——数字城市与数据产业发展论坛

5月25日，2018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首场专业论

坛——数字城市与数据产业发

展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

心成功举办。论坛由国家信息

中心、贵阳市政府委托国信优

易数据有限公司主办，以打造

数博会标准化系列论坛为目

标，共邀请到39个城市、50余

家企业共350余位代表参加。

论坛意在搭建城市之间的良性

沟通渠道，将数字贵阳的成功

模式推广到更多兄弟城市，将

数字城市、数字中国建设落到

实处。

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徐昊致辞

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徐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委员会秘书长杜平为

论坛致辞，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学术委员会委员，教研中心副

主任卢力平担任主持。

徐昊副市长表示，数据

治理是数字城市和数据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贵阳作

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先行者，推

动数字城市建设、打造具有影

响力的“中国数谷”名片，已

取得了显著成效。贵阳数谷数

据治理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贵

阳数字城市建设的又一个创新

性尝试。研究中心将面对我国

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

广泛吸纳领先的数据发展战略

和应用范例，思考和提出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数据开放战

略，最大化发挥政府数据的社

会和商业利用价值。

杜平秘书长在致辞中提

出了大数据的“六大议题”。

他认为，政务数据是当前数字

城市建设的突破点、增长点，

大数据发展首要的原则是创造

需求、寻找需求、抓住需求，

这就需要和云计算、人工智能

形成协同发展，不断拓展、培

育、创新各种应用场景和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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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

论坛上，由贵阳市人民政

府发起成立的贵阳数谷数据治

理研究中心宣布成立，，杜平

秘书长为理事会成员和专家委

员们颁发聘书。

贵阳数谷数据治理研究

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优易数据

研究院院长车品觉介绍了研究

中心的建设情况和发展宗旨，

同时提到了数据安全这一关注

度极高的议题。。他表示，数

据治理研究中心将探讨数据安

全管理办法与标准，全面保障

数据的拥有权、开发权和使

用权，并通过政府的使用和推

广，，最终应用到数字城市建

设中去。

作为全国首个官方授权的

数据治理研究中心，贵阳数谷

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将致力于成

为政府数据治理决策的专家机

构，在促进数据流通与数据保

护实践、构建数据安全保障体

系、建立公民个人数据资源的

开放与管理体系、发展数据流

通增值综合服务、保证数据治

理理念先进性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数字城市"既是国家信息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城市

发展的新主题和新动力。IBM

联合创始人、澳大利亚在线重

力数字化战略咨询公司CEO…

Paul…X…McCarthy基于过去五

年数字化技术如何改变城市和

产业的研究，以全新的国际

视野，提出了在线引力七大原

则，为中国数字城市、数据产

业发展带来新的启发。

大数字技术是数字城市的

基石。中组部千人陈俊龙、大

连海事大学教授阐述了大数据

技术在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方面

的奠基性作用。陈俊龙表示，

对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关

联、分类和预测，是大数据分

析的重要问题，高效、高价值

的数据分析将对社会各个领域

产生深远的影响。

数据资产化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资产评

估协会会长耿虹认为，应加强

数据的收集整理，提升数据价

值内涵，多层次跨专业融合

发展，共同推进数据资源的利

用，并以审慎的态度服务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作为大数据生态的构建

者，国信优易数据有限公司在

数字资产评估领域进行了诸多

创新性尝试，不仅联手内蒙古

和林格尔新区成立了中国首

家官方授权的数据资产评估机

构，还在雄安新区部署数字城

市建设，并自主搭建了数据资

产评估管理平台。

优易数据CEO王亚松表

示，数据资产评估管理平台为

数据资产布局模型，因为模型

是能够让数据真正体现价值的

尺子，数据越多，流转模型越

准确，才能让数据的价值有所

体现。

在探索数据资产评估标

准化进程中，法律标准和权属

问题仍是最大的困境之一。金

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宁宣凤认

为，数据的特殊属性使得大数

据产业发展需突破现有的法律

框架，在法律、会计、评估机

构、学术等各方齐头并进努力

的同时，要推进相关立法，为

大数据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普华永道中国资深合伙

人、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员

会咨询专家季瑞华希望通过大

数据技术，解决目前遇到的现

实问题，搭建数字城市建设中

的社会信用体系。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

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深入发展，此次“数字

城市与数据产业发展论坛”成

果显著，在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层面具有重大意义。未来，优

易数据将持续发力，为布局国

家大数据战略添砖加瓦。

来源：http://www.sohu.

com/a/233132911_64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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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论坛

时间：2018年5月26日…13：40--17：3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4

论坛简介：总结和分享各典型部门、各典型省市（各试点地区）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经验

和成就，为各地区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政务信息整合共享工作的落实提供新参考。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论坛(直播内容)

【何灏】尊敬的陈鸣明

副主任，尊敬的各位领导，各

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要以数据集中共享为

途径，推进建设全国一体化的

大数据中心。李克强总理亲自

安排部署，加快推进统一的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国家发展改

革委、网信办、编办、财政

部、审计署等部门部委协调联

动，加快推进工作落实，全国

各级各部门积极响应，并深入

探索，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和

做法。我们今天举办政务信息

系统整合共享论坛，旨在充分

交流整合共享经验，探索数据

共享新机制，消除整合共享堵

点、难点，打通政务信息大动

脉，推动整合共享工作走向深

入。下面，我首先给大家介绍

一下出席今天论坛的领导和各

位来宾。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陈鸣明同志，国家信

息中心副主任周民同志，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信息办主任李世

忠同志，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

司长洪晓枫同志，海关总署综

合统计司副司长金弘蔓，国家

信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部副主

任王江，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

心副主任刘晓明，山东省人民

政府巡视员姜文艺，工信部信

息中心副主任李德文，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信息中心副

主任金加和，北京大学软件工

程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颖，贵州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杨

再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数据资源安全处处长张雷，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海

涛。

参加这次论坛的领导和

有关人员还有来自于工信部、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国家信

息中心、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等

十三个部委，山东、浙江、福

建、江苏、江西等十七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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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和相关部门，有关高等

学校的学者，企业界的有关企

业家和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一

共有160多人。

首先，请让我们以热烈

的掌声欢迎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兼秘书长陈鸣明同志致

词。

【陈鸣明】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安排，

受省人大常会的指派，我向出

席本次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热

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借此

机会感谢国务院办公厅、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信部、交

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国家标

准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

家信息中心，国家地理空间信

息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以及以省区市及各位领导、专

家学者一直以来对贵州发展的

关心支持和帮助。

近年来，贵州省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各项决

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落实新发展理念，坚

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经济

社会有了长足发展。对此，习

近平总书记给予充分肯定，贵

州取得的成绩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

一个缩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要运用大数据促进和

改善民生，让百姓少跑腿，让

数据多跑动，不断提升公共服

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

平。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和两会记者会上指出，

要深入推进互联网+的政务府

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

理，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杰

同志近日在贵州调研时强调，

加快转变职能，更多运用信息

化手段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贵州作为首个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以建设整合共

享试点示范省为契机，以政府

数据聚通用为抓手，在国家发

改委等部委的指导下，在国家

信息中心和兄弟省份的关心帮

助下，深入推进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工作，着力提升政府

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但

是，由于整合共享工作具有长

期性、复杂性、系统性等诸多

特点，推进此项工作依然任重

而道远。

各位嘉宾，政务信息系

统整合共享是党中央、国务院

的大事、要事，是打通经脉的

重要举措，是服务民生的关键

路径。今天，我们这里高朋满

座，嘉宾云集，一起交流整合

共享工作取得的新思路、新

经验、新做法，请大家建言献

策，推动整合工作再创新高。

希望各位嘉宾和朋友在多彩贵

州、爽爽贵阳多走走，多看

看，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贵

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最后，预

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

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

【何灏】感谢陈鸣明副主

任精彩致词，下面请周民副主

任致词。

【周民】尊敬的陈鸣明副

主任，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与大家

相聚在第四届数博会，共议政

务信息共享整合大计。首先我

代表国家政务外网管理中心向

莅临此次论坛的中央部门、地

方部门、专家学者以及业界同

仁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

去年六月以来，在国家发展改

革委的统筹指导下，在各相关

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协同配合

下，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协同中

心推进网络通、数据通、业务

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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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完成了2017年两个阶段的任

务，初步打通了全国政务信息

共享大动脉。整合共享成果在

首届数字中心建设峰会上荣获

全国30个最佳实践奖项，受到

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朋友们，

整合共享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也是一个难啃的硬骨

头。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整

合共享工作离党中央、国务院

的期盼还有较大的差距，同人

民群众办事的实际需求仍然有

较大的不足。在上个月闭幕的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共

享，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要求加快推进电子政务，

构建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

平台，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

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的问

题。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将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作为提

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

大事来抓，要求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企业和群众办事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可以说整

合共享工作下一阶段的任务更

加艰巨，必须苦战加巧战，全

方位创新工作方法、工作手段

和工作模式。下面我讲几点意

见。

一是要加强平台技术创

新。根据政务信息整合共享技

术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形成

更加安全可控灵活高效顺畅融

合的整合共享创新方案，不断

完善国家数据共享平台，高度

重视政务信息资源的海量汇聚

后的安全风险。巩固更加有力

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对政务

信息系统共享整合工作形成全

方位、立体化的平台支撑。

二是加强数据的深度开

发应用。加快政务治理大数据

应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地

释放数据。尤其是要推动将数

据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职

能，创新研究数据公共服务实

施方案，提出数据的开放标

准，明确数据共享开放的内容

和边界，力争在年底初步实现

十个重点领域数据基于国家公

共数据开放网站向社会开放出

去。

三是加强业务的需求导

向和问题导向，要在相关主管

部门的统筹安排下，认真贯彻

落实国务院常委会关于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只

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相关工

作要求。重点围绕教育、身份

证明、丧失服务、社保医保、

就业创业、居民户籍等领域加

强对公共服务创新的技术支撑

力，切实提升群众对改革的获

得感。

四是加快机制体制创新。

一方面，要着力将整合共享工

作中好的工作机制和组织方法

转化为常态工作机制，建立平

台授权，多方考核的机制，解

决数据共享动力机制问题。另

一方面要加强专业化社会力量

深度参与整合共享工作的创新

机制研究，更好地发挥市场的

主体资金技术人才优势，提升

整合共享工作的专业性、创新

性。

朋友们，整合共享工作

中，诸多的难点问题，需要大

家群策群力，协同攻关。今天

我们召开此次论坛，就要为大

家搭建一个成果的展现，经

验的交流，启迪创新的平台。

论坛的内容包括中央部门的

优秀成果，地方政府的最佳实

践，以及整合共享最新的科研

成果，希望各位来宾接下来能

够畅所欲言，深度交流。同时

我也真诚希望相关部门和地方

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同仁们继续

给我们大力支持，让我们携手

努力，勇担重任，深入贯彻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创新驱动

整合共享工作向纵深发展。最

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

功。在此，也对承办此次论坛

的贵州省大数据局表示衷心的

感谢。谢谢大家。

【何灏】谢谢周民副主任

的精彩致词。周主任在致词当

中提出了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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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享的四点指导意见，值得

我们认真加以贯彻落实。下面

进入主题演讲环节。首先请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

家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孟庆国

教授做主题演讲。

【孟庆国】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嘉宾，下午好！

非常高兴和大家交流，

感谢会议方给我这次发言的机

会。我今天想谈一谈政务数据

的整合共享问题。在政府信息

整合共享里面，数据是核心，

是关键。特别是在咱们国家政

府的架构下，我们面临条块分

割等等很多组织机构自身的一

些特征，在这种特征下如何实

现政务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主

要想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

交流，前面两个比较简单，重

点是讨论第三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说数据的整

合共享是一个老问题，从我们

国家信息化产生以来，这些问

题一直存在。到今天我们在强

调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强调如

何提升我们政府服务的整合能

力的时候，这些问题尤其显得

很重要。我们说整合共享，国

家出台了很多的文件，国务院

也专门召开了会议，甚至我们

总理亲自部署这方面的工作，

说明这个工作确实很重要，也

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了。这

些工作的推进，对我们解决信

息共享，有什么样的一个重

要的意义？我们通过共享交换

平台来实现共享交换机制，是

我们目前一个最主要的形式。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各部

门的数据，比如说数据采集的

问题，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

置问题，如何实现有效监管问

题，包括大数据的应用等等，

都是无从谈起。政务数据不能

共享，现在目前我们面临的很

多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非常

多，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注，

都很了解，我不展开。

这里面我们梳理一下，是

一无、二难、三不。我们说共

享的标准多种多样，实际上在

我们各个政府部门推进政务信

息共享交换的时候，我们更多

是采取一对一的方式。什么是

一对一呢？我这个部门和那个

部门我们之间有信息共享的需

要，我们可以去谈，去沟通。

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机制化和体

制化的共享安排，更多是靠两

个部门之间的领导关系比较要

好，或者业务上协同的需要，

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这个共

享不能持续，因为如果一换领

导或者领导的思路一变，这个

共享就断了。我们搭建一个集

中式的共享交换平台，这种选

择我们认为也存在一种问题，

比如说共享数据不明确，我们

很多时候为共享而共享，把

各个部门的数据集合起来，不

管有没有用，不管没有整合的

价值。另外数据的质量也不一

样，数据的属性差异非常大。

把这些数据生硬放在一起，能

不能产生价值，实际上我们靠

共享平台，整合数据的时候，

很多部门的意愿不强烈，不愿

意把自己掌握的数据拿出来。

另外，数据的有效性也无法保

障，因为我们说这种多次的中

转，往往可能带来很多的问题

等等。

实际上我们在讨论数据

共享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东西

我们要事先说清楚。比如说数

据的权属问题，这个数据是我

们部门采集的，我们把它拿出

来，有没有问题。都是政府部

门，政府的数据是不是都应该

放在一起。所以要不要解决权

属问题？比如我的数据拿出

来，我担心用在他用，我担心

有风险问题，最后我还要承担

责任，所以共享的意愿不是很

强烈。要不要建立一个可追溯

的机制，能不能做到数据的可

持续使用等等。这些问题我们

在信息整合共享的时候，要加

以考虑清楚。所以基于这些前

期的工作，一些问题的分析判

断，我们提出了一个共享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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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当然这种机制不见得对，

供大家批评。我们提出数据的

三权，我们在政府部门实现数

据共享，我们要明确我们的权

责。这三权，一个归属权，一

个是使用权，还有一个是共享

管理权。… …共享管理权是我们

实现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非常

非常需要明确的一个权属机

制。我们基于这个三权，能不

能实现数据的整合？

所谓的归属权，这些部门

的数据不是你这个部门所有，

你只是承担了这方面的职能，

开展了这方面数据的归集，基

于归集，应该给予什么样的权

利？我们说归集权是一个部门

承担数据的搜集、整理、维

护、更新等工作，对数据资源

的内容要负责，可以根据自身

的需要来使用，来支配数据资

源。这些权利我们是不是应该

给数据的所部门要说清楚，让

他放心。使用权好理解，这个

数据到交换平台上，或者拿出

来以后，机构或者部门在使用

这些数据的时候，要承担什么

样的责任？不是毫无限制，我

们能不能基于我们的需要，比

如我们提出的有几种可能的分

类，比如一是可用不可见，二

是可用可见但是不能存储，三

是可用可见可存储但是不能他

用，四是可用可见可存储也可

以他用。基于不同的数据类型

和数据效果，我们对使用的部

门，我们要对他使用别的部门

的数据进行清晰的界定。如果

这些权利不界定清楚，可能会

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是数

据的贡献方，一个是使用方，

谁来主导这两个部门实现数据

的共享交换？我们往往还有中

间的机制，我们搭建了平台，

平台有什么责任？对平台要不

要共享交换？我们现在又提区

块链，对区块链这种机制我们

有没有类似的共享交换权的一

个概念在里面？比如政务数据

能不能共享？怎么共享？我们

政务数据共享过程当中，应该

由共享管理权的部门能够深入

调研，对数据共享中出现的争

议问题进行处置和裁决，应该

赋予相应的机制这种权利。比

如对于不按规则存储、维护、

使用的数据部门进行责任的追

溯。

另外，这种共享管理权

可以由有数据归属权的部门

掌握，也可以委托给第三方

部门，或者我们的大数据局

等。基于我们明确三权的前

提下，我们能不能通过三权

分制的方式实现共享？我

们说作为数据的掌握方，我

们称为数据归属方，有归属

权，怎么来实现交换共享？

对于使用权，数据使用部门

我们清晰界定他的权责。在

两者之间需要共享交换的时

候，这种共享交换方或者第

三方，或者是一个虚拟的区

块链机制等等，我们来实现

这个共享交换权的一个定义

和配置。实际上大家讲区块

链，我们的去中心化，去中

心化并不是说这种机制本身

没有一个权利归属，很多情

况下就是解决这种共享交换

机制。所以我们说基于这种

智能合约的共享交换是不是

有可能？比如说海关，一个

企业在办入关的时候，背后

涉及很多部门，海关、税

务、边检、金融部门等，都

需要共同的来对入关的过程

进行一个配合和管理。

中间数据的共享交换，能

不能建立一种机制，各家部

门有各家部门的数据，各家

有各家数据所有的归属权。

作为一个使用方，比如海

关，在使用数据的时候，要

不要明确它的使用权。通过

共享交换机制，这种机制可

以建立一个实体的共享交换

平台，也可以往区块链方向

实现。不管是实体机制还是

区块链机制，都要把共享管

理权说清楚。实体的我们好

说，一个大数据局，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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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源管理中心，我对数据

有一些专门的定义，它有一

些什么样的权利，数据在共

享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开发

使用。区块链是靠一种智能

合约，我们把这些约定，这

些权责关系通过程序的方式

给它建立一个自动化的一个

界定机制，来实现基于数据

共享管理权的共享交换。这

种机制如果能够建立起来的

话，那无论刚才我们讲的那

四类的哪种机制，我们都可

以能够很好的实现。我们说

具体哪一项业务需要可见，

可用，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

约定。我们只是说让它可

用，其他的都不行，我们也

可以事先约定好，通过智能

合约的方式，实现数据的整

合共享。

实 际 上 这 个 方 面 ， 有

很多很多的例子在使用，今

天由于时间的原因，不能给

大家分享。实际上我们要建

立一个基于共享管理权的数

据的归管机制。我们现在各

个地方都在成立大数据的管

理部门，成立数据共享交换

的管理部门，首先对这个管

理部门要有什么样的数据的

归管权利，要进行清晰的界

定。这个工作需要进一步的

精细化去解决问题，而不是

笼统的，我们要把工作做得

更细，甚至我们还要把区块

链的东西加以实现。这种机

制一旦建立起来，我们说共

享交换可能就能够突破原有

的一些障碍，继续往前推

进。我们初步做了一些思

考，我们要明确政务数据使

用过程中的权责边界，实现

全过程的可追溯，紧密结合

实际工作的需要，不是笼统

地搭一个共享平台。另外，

我们说这种智能化、可持续

的长效共享机制是未来的一个

趋势。

最后我简单小结一下，

实现政务数据共享交换，我们

必须先理顺政务数据的三权关

系。这个三权关系，我们特别

提出了一个共享交换平台，我

们说能不能基于这三权，建立

职责清晰，可控、可信、可追

溯的一个政务数据整合交换的

这么一个机制是关键。所以我

们说智能合约和区块链技术，

在某种层面上是创新，实现这

一数据归管机制的一个可行的

方向或者可行的手段。打造三

权分制的数据，共享的一种长

期的模式，我们也可以一起

去探讨。以上是我的观点，不

见得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

家。

【何灏】谢谢孟教授的

精彩演讲。孟教授针对数据共

享的问题，探索提出数据的三

权创新共享机制，建立权责清

晰，可信可溯的共享交换机

制，应该对说我们拓展共享及

创建共享机制，拓展共享思路

很有启发。谢谢孟教授。下面

请国家标准委工业二部主任戴

红同志做主题演讲。

【戴红】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

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

加政务信息共享的论坛。刚才

孟教授也讲了，我们政务共享

标准化，我们从事共享标准的

同志们压力很大。借此机会，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政

务信息共享，国家标准委都做

了哪些事情，也希望大家积极

地给予大力的支持。我借这个

机会，讲三点意见与大家进行

交流。

党中央国务院对电子政

务工作一直是高度重视，特别

是随着放管扶改革的推进，分

别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推动

政务信息的整合，共享和开放

既是国家通行的做法趋势，也

日益受到重视和关注。2017

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的第二次集体学习

时重要讲话当中强调，要以

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

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



217

数博会专题

为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

融合，数据融合，形成覆盖全

球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信息

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

源共享的体系，实现跨层级，

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

业务协同管理的服务。党的

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中，也明确要求要打破信息孤

岛，统一明确各部门信息共享

的种类、标准、范围、流程，

加快推进政务信息互联共用。

克强总理在上周国务院的常务

会上，也部署推进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共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对推进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标准化是推动政务信息

系统整合共享的基础和前提，

通过标准化可以推动政务信息

系统互联互通，政务数据开放

共享，业务协同一致，通过标

准化提高电子政务技术的协调

性，提高整体效能政务信息系

统整合的有力支撑具有重要的

意义。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各

方对政务标准化的认识也不断

提高，无论是见证方、运维方

还是用户方，对标准化的需求

越来越迫切。我们也深感责任

重大。

第二，标准化全域支撑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国

家标准委高度重视政务信息

系统整合共享的标准化工

作，落实国务院的有关部

署，配合各相关部门积极开

展一系列工作。一是联合印

发标准草案，并积极宣贯实

施。会同发改委、中央网信

办，国办、电子政务办等相

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快速编制

完成并联合印发了政务信息

系统的定义和范围的标准草

案，同时对政务外网共享平

台上，我们对标准也进行了

公布，供各地区、各部门开

展工作。二是优化了电子政

治标准化的组织架构，组织

在全国信标委下成立了电子

政务信息共享标准工作专题

组，开展标准体系研究，启

动了电子政务总体组的调整

工作，征集各相关部委的意

见和参与成员的名单，初步

形成了新的电子政务标准总

体的组建方案。三是加强开

展电子政务信息共享的标准

化工作，配合电子政务信息

共享工作，满足百项堵点疏

解的任务，组织编制了电子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标准体

系，并与国务院办公厅、中

央网信办、发改委联合发

文，向各地区、各部门征集

意见。我觉得可能在座的各

单位应该是下周就能看见这

个文了。组织编制了国家电

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提出了修订一批支撑电子政

务信息共享、业务协同所需

的基础性、关键性、共享性

的标准，形成了征求意见

稿。四是组织关键技术国家

标准研制，开展相关的能力

建设，批复立项六项电子证

照国家标准的计划，批复立

项三项信息技术大数据开放

共享系列国家标准的计划，

为政务数据的共享，大数据

政务应用提供了支撑，推动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

型的国家标准，目前已经进

入了报批阶段，相关的技术

机构已按照标准建立评估能

力，梳理各领域源数据相关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第三，落实新部署，做

好下一步工作。国家标准委

将会同有关部门结合政务信

息系统，整合共享，电子政

务综合试点等重要文件的部

署工作。一是根据当前电子

政务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

电子政务协调机制，形成新

的国家电子政务标准化的总

体组，推动完善部门间的协

调推进标准化组织机构协同

工作，专家团队战略咨询的

标准电子化的政务标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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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机制，助力国家数据开

放共享新格局建立。二是完

善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

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听

取各地区、各部门在推进电

子政务落实国务院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工作中的建议意

见，特别是在数据开放共享

方面，加强顶层设计，研究

提出标准体系的架构和相关

的指南规范发挥标准化的规

范性引领性作用。在此也呼

吁和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和更多的工作在一线的

专家提出标准化的需求和意

见建议，帮助我们共同鞍山

表针体系，更好发挥标准支

撑规范作用。三是结合综合

试点，推动关键技术标准落

地的工作。按照国家电子政

务综合试点部署要求，完善

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对试点地

区标准规范体系建设进行指

导，统筹开展信息技术大数

据开放共享，信息技术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评价指标，数

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

型等各环节工作，尽快实现

标准实施应用和闭环的反

馈，提高关键环节的标准的

适应性和科学性。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再

次感谢大家对电子政务信息系

统开放向和电子政务标准化

工作的大力支持与积极的参

与。最后，预祝本次会议取

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何灏】谢谢戴红主任

给我们分享了关于推进电子

政务规范标准体系建设的工

作思路的精彩演讲。下面请

国家信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

部副主任王江副主任做主题

演讲。

【王江】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各位同仁，下面我来介绍一

下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

情况。今天应该说很荣幸，

能够在数博会这个平台上给

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介绍。

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这项工作刚才几位领导和专

家介绍中也谈到了，这项工

作是在整合共享领导小组，

包括国办，包括中央网信

办、发改委等十个部门的坚

强领导下，我们中心承担了

一项工作任务。这项任务应

该说在各部门、各地方的支

持下，现在初步实现了网络

通。借助第一批数据责任清

单，我们正在实现。结合现

在百项疏解工作，我们在抓

紧推进落实。整体上是这样

一个背景情况。

在 工 作 的 推 进 过 程 当

中，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

提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

去年12月8号的第二次学习讲

话中提到，要抓紧推进政务

信息的整合共享，利用好大

数据，利用好政务数据，总

体上在2018年的两会上，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是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对我们工作不断提出了要

求。在5月23号，出台了关于

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

指导意见，中央的各项文件

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殷切了

希望和要求。对我们来说，

既是鞭策，也是一份动力。

这是我们的一个背景情况。

我们的平台从架构上是

两级，中央平台这一级是横

向联接72个中央部门，同时

还有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户

也和平台做横向联接。第二

级，我们跟3 2个省级地方

做平台产业的互联互通。省

级平台互联互通，因为各地

情况不同，联接的频率不一

样。有些是前置一些，有些

是初步联接。为了提供更好

的服务效果，我们还在不断

跟地方协同一致，力争让各

地方在使用国家和跨地区的

数据的时候，能够方便集中

申请使用。咱们平台的功能

上进，平台现在汇聚的国务

院各部门及各地方大概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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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条用户信息，部门录入信

息大概1.7万多条，48万条

是地方的信息。刚才孟教授

介绍了，实际上现在录入的

信息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有

些信息有价值，有些信息价

值不是那么大。但是可能这

个工作要一步一步来，我们

也在想办法，能够逐步通过

数据的使用和共享这个工作

来逐步提升。这是我们第一

个，在平台上汇聚了各部门

的输入。

第二，我们把地方部门

共享的资源，文件也好，数据

库也好，做了挂接，大家就

可以找到很多资源。当然现在

挂接的还不多，重点实际上

现在是对部门要求多，希望部

门更多拿出数据，为其他部

门，为地方提供服务。这是我

们前期工作。随着这个工作的

不断开展，我们也积极和更多

部门把数据能够提供出来，供

其他单位共享使用。多种数据

资源共享交换方式有三种，一

是库表交换方式，二是文件交

换方式，三是服务接口的方

式。对于库表交换，对于提供

方来说，部门A作为提供方，

他把他的数据先放到前置交换

器中，再通过平台提交给使用

方的前置交换系统，进而进入

到使用方的交换系统中。这个

过程还有一个审批过程，在平

台上有一个发布审批的过程。

接口调用，首先要注册录入到

平台上，提供方会把自己的服

务也放到平采，服务可用以

后，服用方就可以通过线下和

线下申请，获取使用的权限。

具备这个权限以后，使用部门

就可以开展工作了。在这个过

程当中，提供方要保证服务接

口的稳定性，同时要合理使用

频次，表示服务的可持续性。

从调用方来说，也是批量的，

要保证不非法的保存，及时反

馈。这是部门调动。对于地方

来说，有一个小的不一样，地

方部门调用，要通过地方的平

台向国家平台提交申请，但是

在服务接口调用过程中，在路

径上，地方平台充当一个国家

平台调用的一个工具。也就是

说从两级管理意义上来讲，我

们国家平台不直接对地方部门

提供，但是这个路径是打通

的。

整个平台是提供这样一个

资源共享叫喊的全流程管理，

实现资源的注册，检索、获取

以及运行。这个管控的过程，

包括安全审批的过程是在不断

的推进完善中的，我们当前应

该说具备了初步的全流程监

控，提供一些授权。当前平台

覆盖了72个中央部门加10个非

中央部门的单位，加上对32个

省级平台的联接，同时有1+N

的主题应用。

从当前的资源情况和使用

情况来看，刚才我提到了资源

的目录情况，资源的发布情况

是6711个库表资源，115万个

文件和文件资源，525个服务

接口。整体的情况刚才已经做

了介绍，现在服务接口的供给

和使用情况还是不错。这一页

PPT是当前主要的一些接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公安部提

供的人口信息，教育部的中小

学生的学籍信息，市场企业的

信息等等，这些接口当前的调

用比较多。调用方其实刚才列

出来了，我就不念了。通过平

台履行调用申请以后，各部门

都可以去使用。

下面这部分，我们希望

能够通过几个手段，能够为平

台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助力。首

先，我们希望通过应用推动促

进共享。近期我们在开展百

项堵点疏解的时候，我们抓好

三张清单，建好四个机制，

平台的授权、限时反馈，日常

考核，督导问责，推进平台功

能的升级和应用。二是希望进

一步深化和地方平台的对接，

能够达到构建跨层级跨地域的

共享通道，实现地方部门与中

央部跨省级的直通式的资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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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这项工作也是持续开展

的。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来看，

我们想通过服务网关的方式，

支持服务的升级。进一步强化

国产密码的使用，夯实安全机

制。最后也提到了区块链，共

享交换的全流程，提供全过程

的审计功能，实现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分层。三是以安全支撑

促进共享。在采取常规多种安

全技术的基础上，我们设想进

一步做好安全的共享管理，做

好应用的监管审计，在保障安

全的情况下，逐个部门和地方

没有后顾之忧。

2016年，发改委发了一个

文件，要开展探索构建国家数

据中心体系。设想依托云计算

技术体系，为此我们承担了初

步构建国家电子政务云数据中

心体系，基本具备面向中央、

地方各级部门提供云服务，共

享交换，云灾备份以及大数据

共享。我们和移动、联通、电

信三个运营商合作，分别在贵

阳、呼和浩特、河北廊坊形成

了四个大数据中心。在平台构

成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多

个层面的服务。最终，我们

希望能够在建设平台应用数据

上，实现大平台、大数据、大

系统这样一个架构。

应该说今天这个交流，我

做了一个初步介绍，也希望抛

砖引玉，也非常感谢在去年7

月份以来开展国家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建设过程当中，得到了

各部门、各地方的大力支持和

对我们平台的包容，我们还将

进一步努力，把平台建好，服

务好各部门、各地方。谢谢大

家。

【何灏】谢谢王江主任关

于国家共享平台建设和一体化

的国家数据中心体系建设的介

绍。国家数据中心牵头建设国

家共享交换平台，为全国各省

市区的共享交换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作用。我们要按照有关要

求，积极按照国家信息中心的

部署加快落实有关工作。下面

有请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

洪晓枫同志演讲。

【洪晓枫】各位来宾，下

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在这儿

和大家交流和分享。过去的一

年，我国的网信事业是极不平

凡了一年，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已经形成，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建设不断加快，信息化为中

华民族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

等重要论断成为我们做好新时

代网信事业的坚强指引。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等工作目标成为我

们进一步深入推进政务信息系

统整合共享的更高要求，这都

成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的

明确的方向。那么在我们今年

的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

我们明确了交通强国建设的四

梁八柱，我们明确提出要构建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智慧交通体

系。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

作是更好发挥交通运输部门作

用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不

整合就难以形成发展合力，不

共享，就难以提升治理能力，

不开放就难以增添创新动力，

不应用就难以持续发展活力，

不安全就难以确保发展的定

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

们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首

先，我们加强了工作的统筹，

我们不断加强网信工作的领

导，强化技术统筹力度，提出

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平台一个平

台的整合思路，为我部未来一

段时期政务信息化建立了相对

稳定的顶层设计。二是深入推

进共享。我们成功按照了162

个系统的清理整合，发布了

2017年版的信息资源目录，供

纳入信息资源523项，信息项

6934次。到目前为止，完成的

170项信息资源和140余万条数

据的录入。向国家数据共享平

台接入了旅游、客运数量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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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从国家平台接

入了企业法人库的数据，为

交通行业提供服务，已经有

21个省份已经获得即将开展

手机平台的建设。交通运输

政务信息系统资源共享体系

的建设全面铺开。三是创新

开放模式，我们投入政企合

作模式，建立了综合交通出

行大数据开放云平台。这个

平台也是我国首个交通运输

领域的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平

台。目前平台已经有70个单

位开放了100余项数据和100

余个数据接口，支持了贵州

广州等多个数据合作。四是

注重应用效果，我们建立了

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应用中

心，基于整合共享数据，开

展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分析

和有关业务协同应用工作，

以应用为导向的理念一直贯

穿于我们的工作始终。五是

强化安全保障。我们实施了

一系列网络安全方面的管理

制度文件，开展了交通运输

网络安全评估和监测预警平

台的建设，管理和技术双管

齐下，在保障我部整体网络

安全的同时，也重点关注整

合共享中的安全问题。那么

统筹、共享、开放、应用、

安全是我们开展政务信息系

统整合共享工作的五个关键

词，也成为未来我们开展政

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的

基本理念和工作方向。……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也

有这样几个体会。首先，领导

重视是关键。从我们的工作

过程来看，整合共享工作，

必须要成为一把手工程。我

们的网信领导小组是由我们

的杨书记和李部长共同担任

的双组长，网信工作齐抓共

管的总格局，对这项工作给

予了极大的支持。有这样的

领导力度，才取得了我们政

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得

以有力推进并取得初步成

效。二是机制上要有约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推进

工作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

制度的建设，以明确的要求

来约束工作的严格开展。总

体上，可以用五个文件一个

细则一个清单来概括。我们

印发了推进交通运输行业数

据资源开放共享的实施意

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

办法，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

制指南，政务信息系统整合

共享实施方案，信息资源交

换共享与开放应用平台手机

工程建设指南这五个文件。

另外，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

理实施细则和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责任清单，目的是要做

到管理精细化可操作，共享

责任落到实处。通过这种方

式，使得我们各个业务部门

更加意识到整合共享工作的

重要性，也使我们的工作更

具规范性和约束性，有破解

了以往整合工作中叫得响落

地难的问题。

三是一个平台的框架。

以往政务信息系统建设大多以

一个工程解决一个系统的事，

各家自扫门前雪缺乏顶层设计

指导下的整体考虑，这也是以

往系统分散难以整合的根本原

因。为此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国

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构

建决策、支持与评价，调度与

应急指挥，政务办公管理与服

务，信息资源共享与开放，

网络安全与运维等五大核心功

能，强化统一门户入口，统

一信息资源，统一基础条件，

统一安全防控，统一标准规

范，从而整体推进整合共享工

作。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做了这么几个事，一个概念是

我们这个平台不是一个完整的

系统，一个工程，而是一种理

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物

理系统，而是要从一个平台的

视角来审视整个系统，有了这

样的框架，使得我们的工作目

标和思路更清晰，也使各部门

更加理解和认同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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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应用是导向。我们从这项

工作中，一开始就非常关注整

合共享的应用导向问题。首先

是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平台的大

数据分析展示。我们从满足行

业宏观决策管理需求的角度出

发，建设了集国民经济运行数

据，路网监控、海事监控等视

频动态数据，以及百度、出行

服务等社会数据为一体的大数

据展示平台。主要用户是为部

领导服务。

平台通过明确标识数据

资源提供的部门，一方面有

效提高了各个部门数据整合

接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由于平台直接提供给部领导

使用，对于数据的准确性，

时效性要求很高，反过来也

对各类业务数据的质量提升

有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

水运、海事领导的证照信息

的共享工作。水运管理部门

在日常业务中经常需要查阅

海事局颁发的相关证照。以

前是行证相对人在办理业务

时携带相关的证件原本，由

水运管理部门录入信息核

查。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水

运局、海事局2 2项证照资

源共享。通过信息共享，使

得水运管理部门能够在线核

实相关证件信息，减少了行

政相对人和业务管理人员的

麻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是中心云平台的开放应

用。不仅在开放数据上做尝

试，同时一些地方依托这个

平台，也在政企数据融合方

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

江苏省依托本省数据和互联

网数据，开展了一体化出行

大数据分析，做到了数据不

为所有，但为所用。再比如

在四川茂县地质灾害九寨沟

地震抢险中，对灾害地区的

交通引导工作起到了积极作

用，使老百姓能更直接地感

受到政府数据带来的便利。

四是综合交通大数据应用试

点工作。我们借鉴国家政务

信息系统整合推进的经验，

正在推进交通运输信息资源

整合试点工作，我们从铺开

面，亮出点，牵上线的思路

出发，提出了跨区域业务协

同应用，跨领域业务综合应

用，整合共享能力提升和政

企数据融合等四个方面的试

点方向，推动各省各地方单

位以应用为导向，充分发挥

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的应

用作用。

前面做的工作，后续我们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正如前

面所说的，我们政务信息系

统整合共享工作主要就是抓

好统筹共享开放应用安全五

大方面的工作。首先，我们

要统筹强基，我们要继续坚

定一个平台的视角，建立全

行业政务信息资源目录，逐

步推进现有信息系统对接互

通，强化新建信息系统技术

审查，建立违反统筹要求的

通报问责制度。二以共享促

改革，我们将瞄准解决业务

信息部通不畅，治理效能不

高，百姓办事不便的问题，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

腿的目标入心入脑。三是我

们研究交通运输公共信息资

源开放制度，积极稳妥推进

重点领域公共信息资源的开

放，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下，

尽可能开放内容和范围。四

是以应用为导向，我们将推

广有关的应用经验和样板，

加快推进交通运输领域政务

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应用试

点，解决好业务需求与整合

共享的紧密衔接关系。五是

以安全作为保障。我们将研

究制定交通运输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规划，组织开展

行业网络安全检查，试点网

络产品和服务安全检查，避

免以安全为名消极应对整合

共享工作。

以上是我们推进整个共享

工作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对照

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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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委和省市，我们还有很

多工作不足，需要改进，需要

推动。我真诚的希望在座的各

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个单位

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共同把我

们这项工作做好、做扎实。谢

谢大家。

【何灏】谢谢洪晓枫副司

长的精彩分享。下面请海关总

署金弘蔓副司长做主题演讲。

【金弘蔓】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来到多彩的贵州，爽

爽的贵阳参加贵州数博会，参

加这次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论坛，来介绍中国海关的数据

共享的情况。我主要分三个部

分，一是介绍一下海关的机构

情况，二是介绍海关的数据共

享情况，三是挑战和应对。

我是来自统计司的，所以

我要介绍一下海关统计。海关

统计是进出口货物贸易统计，

每个月月初大家会在新闻上了

解据海关统计，就是来自我们

司的同事加工的数据。所以根

据对海关统计有科学完整、服

务监督等职能。从工作流程

上，由于监管人员要审核，有

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所以是

科学完整和准确及时的，为各

种服务提供了大量的数据。

海关统计数据的来源，主要是

来自货物的报关单，这是报

关单纸质格式，但是电子格式

上的数据量会更大。从数据采

集上，有合同发票、仓单等要

进行相应的核对。它既是国家

宏观进出口货物的统计，也是

海关完整的记录。主要的数据

项目大家可能都熟悉，一是大

量的像商品，商品编码是煤炭

还是钢铁，还是水果，还是蔬

菜，它的产地是哪里，还有金

额、数量。出口的话，有出口

的目的国和运抵国，还有运输

信息和港口信息。我们的信息

在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领导

携带是必不可少的资料。

统计数据按月进行汇总，

数据就会第一时间给到党中

央、国务院，我们以数据和报

告的形式，第一时间向党中

央、国务院报告。同时我们也

给政府部门提供很多的数据。

因为我们服务时间比较长，我

们有二三十个政府部门，像外

管局和税务总局就是我们提供

的数据，我们每日，因为税务

总局要用于退税，我们每日传

输的数据要传二十万条。同时

我们也采取多种服务形式，比

较宏观的数据，我们会给公众

服务，通过网站、还有纸质的

印刷品等等。由于海关之间有

出口就有进口，所以海关的信

息也是海关之间合作必不可少

的资料，成为海关打击走私很

重要的信息来源。

下面我介绍一下海关的数

据共享。海关的数据共享分两

部分，一是内部共享。因为海

关是一个直属机构，我们总署

在北京，42个关区，下面还有

很多隶属海关，要做到政令畅

通，必须要有统一的系统。我

们有两大系统支撑数据共享，

一是通关作业系统，二是办公

自动化系统。这两大系统，保

证了海关工作的高效运营。海

关作业系统，是针对货物系

统，首先是企业向海关申报，

这时候我们就采取了很多的技

术手段，有对数据进行检查，

自动进行数据的处理。在通

关环节，一般主要针对监管和

关税要求进行检查，大部分也

是属于用风险管理的手段，由

我们在全国布置了两大风控中

心，对各种风检进行检查，保

证了税收的应收尽收，同时保

证了监管到位。比如我们发现

了很多的洋垃圾，很多用风险

管理的手段来发现的。另外，

我们在数据监管过程以后，就

进入了统计和检查。

统计流也是我们用大数据

的检控方法和逻辑检控方法进

行检查，保证了最后清洁的数

据到数据库。还有一个内部共

享系统就是办公系统，我们运

行了将近二十年，我们所有的

文件，因为所有政府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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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办法都是通过政务系统

运营的，全程采用无纸化。这

是我们召开会议的通知，非常

清楚，而且意见和时点非常清

楚。现在也是已经到了最新的

版本。政务系统使得我们上通

下达，互相协调，同时各个部

门之间，各个司局之间是互

相监督，保证了海关的高效运

行。

总结一下，我们内部管理

的共享方式，我们采用的是一

本底帐，保证不要重复开发，

要了解我们都有什么样的系

统，有什么样的数据。另外，

要建立一套标准，这套标准保

证了每一个数据源都有同样的

概念制度，这样在数据应用的

时候，就会协调统一。还有就

要一个平台，我们对货物、文

件的管理、制度建设，都是一

个统一集中的监管平台，同时

我们建立了一支队伍，这支队

伍是专业的业务人员和技术人

员一体化的队伍。这样保证了

我们开发的程序是管用的，高

效的。

关于海关数据的外部共

享，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

发展的纲要，发改委也建立了

共享的平台，在这方面，我们

海关总署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促进数据的共享。目前，我们

按照发改委的要求，已经分两

批完成了政务信息的资源目录

第一批和第二批，第三批正在

编制当中。所以海关的底帐就

比较清晰。共享的数据包括月

度的，季度的、年度的，进出

口相关的数据以及监测预警信

息。另外，还有70万家企业的

信息，以及动态的更新情况。

我刚才看会议中心，我们海关

调阅不是很多，主要是前期有

很多部委的服务平台，但是没

有纳入这个平台里。所以今后

我们整合到这个平台里以后，

我们的调阅量会大增。我们的

税务总局和外管局也进行数据

的交换，大数据的使用使海关

的监管更加精准。还有就是我

们进一步促进了相关部门的信

息化建设。比如说我们和税务

总局的合作也是非常密切的，

除了退税之外，我们现在在推

进口税单的无纸化试点，这些

我们保证了政府的安全。

当前数据共享面临很多

挑战，首先就是碎片化趋势越

来越明显。像货物贸易就是不

断有新业态，使得我们的数据

量大增，使得数据的质量有一

些挑战，使得我们的数据有的

不再可追溯。另外，海关的业

务量大增，使这个数据量也大

涨，但是海关审核人力明显不

足。还有一个挑战，各部门对

海关数据的需求越来越多，

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各个地方

部门也来海关说要求和大数

据的共享，和海关共享数据。

同时，国务院党中央也对我们

提出了数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了。

如何应对呢？我们认为

应该是本着便利高效，同时要

资源节约，保障安全，利用

新技术。我们在数据共享的同

时，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都

希望要别人的数据，对自己的

数据不愿意建设，因为觉得很

麻烦，很敏感。比如我们到地

方，比如市场采购，我们是要

不增不退，数据可追溯。但是

追溯到市场的时候就丢了。国

内可能要求我们出口的市场要

跟国内的市场连接，就要求国

内大数据的建设。所以就要建

立数据，搜集数据非常重要。

第二个，要审核数据，保证数

据是清洁的。如果不是清洁的

数据，数据共享是一堆垃圾的

话，我觉得我们是对资源的浪

费。另外，不一定数据都搬

家，如果数据都搬家，也可能

是对空间和资源的浪费。海关

也正在应用，我们系统是大数

据的理念，我们也正在研究用

区块链的方法，来解决数据库

的解决方案。我也愿意和相关

部门做试点，做好新技术应用

的试点，来推动大数据，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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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方法推动数据共享。所以

我认为，政府部门就应该做制

度的建设者、制定者，做新数

据使用的推动者，做诚信建设

和数据共享的引领者，谢谢大

家。

【何灏】谢谢金弘蔓副司

长的精彩分享。下面有请国家

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副主任刘晓

明副主任做主题演讲。

【刘晓明】很高兴与大家

分享。地理空间信息是政务信

息的一个主题，它有特殊的属

性，总体来说比较专业。我大

概讲四个部分。第一，概况和

背景，二是基础设施部署的进

展情况，三是挑战和问题，四

是对策和思路。

第一，概况和背景。地

理空间信息总体来说，就是具

有地理空间定位特性的一些信

息。比如像水、地壳情况，总

的来说还是公益性和基础性

地理空间信息范畴，它的采集

都是政府投资采集的，当然

后续也有民营的成分在里面，

主要是包括这几个方面。地理

信息的价值非常高，它可以认

识事物的本质，有本底和基础

性。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加

以归集。地理信息共享整合的

主体内容，一是以测绘和摇杆

为基础，二是生物状况、农作

物状况、基础管网设施等，三

是跨部门的两个业务以上的标

准信息叠加形成的一些地理空

间信息，这些信息整合共享，

应该说能够很好的支撑综合管

理、宏观决策方面。地理信息

的特点刚才说到了，特别是要

要求具有统一的定位基准。按

照一个框架来说明，比如坐标

系、时间基准等。而且信息的

构成很复杂。涉及的面特别的

宽泛，特别广泛。比如我们拿

手机到处走，会产生移动位置

信息，这个信息对个人而言也

是一条地理信息。地理信息的

生产加工，它总体来说是高投

入、和有关有关的，信息获取

模式有相关的战略意义，标准

化要求上也是非常高的，每个

属性信息都有一定的标准支

持。

这些信息共享起来的话，

因为信息是可以共享的，它的

共享价值是很高的。而且它的

用途非常广，有很多方方面面

的应用。地理空间信息充分开

展应用，就需要信息共享，因

为各方面都需要这样的信息来

支撑业务，支撑我们大量的创

新活动。比如说信息的投资在

共享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

更有价值的利用，具有社会化

共享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而且

现实条件下，随着技术的进

步，网络共享和服务是信息广

泛应用的一种迫切的需要。在

地理信息应用这个角度来讲，

集成化和智能化服务，这方面

也有很多很多创新的模式，比

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用美国的谷

歌地图，上面就下载了非常非

常多的地理信息，从我们国家

来讲，还没有建成中国知识产

权的数字地图框架。从标准化

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保障。

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产生

是为了定理信息的归集管理，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一套架

构。随着技术背景，像计算机

发展，现在有了更新的手段，

需求会更加广泛。在应用背景

下，这种门槛、产业发展背

景，从这个要求上来讲，需要

对空间信息进行综合的管理。

所以每个国家在国际上都形成

了各自自主的一套国家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这个空间信息基

础建设，我们国家对这个事情

也是高度重视的，如果向前回

溯的话，大概90年代，经过国

际，专家建议，我们也越来越

认识到国家空间基础设施管理

的重要性。

我们国家从九五年开始，

就有了准备，到十五期间我

们做了论证，也进行了一些

推动。十五期间，我们经过

前期的广泛基础的研究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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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论证，十五期间确定我们

国家电子政务条件一个门户

网站、两个业务平台、十二

个业务系统、四个基础库。

地理信息基础库当时文件明

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会同

十几个部门共同建设，包括

国土、测绘、海洋、水利、

林业、军方的军事测绘和军

事遥感，还有中科院，一起

来建立国家地理空间基础信

息库。当然基础库的主要目

的，就是为了整合数据资源

做一个基础工作，为数据交

换形成一个平台，形成数据

存储运行的架构。基础工作

首先要加强标准的研究，而

且在运行维护服务上，也要

做出探索，实际上是有很强

的探索性。十几年以前，中

央部署的依托信息化的基础

设施部署，按照统一标准规

范整合改造现有的信息资

源，通过建设基础性自然资

源专题库，空间信息专题库

和交换系统，目的还是要促

进各部门相关的自然资源和

地理空间信息的共享，为宏

观综合管理提供基础服务。

在实际的成上来讲，首先

是通过公平建设，解决了跨部

门的数据资源的整合。这里面

提出的五个统一的概念，包括

时空框架、分类编码、交换平

台、目录体系、数据模型。在

这个基础上，实现这个整合。

一系列的这么一个基础工作，

对数据改造之前要做的基础的

工作，形成了这么一个数据改

造的框架架构。

第二个方面，刚才讲的

数据规范的问题。因为很多

数据都是多元的、异构的数

据架构，这个数据架构的管

理难度比较大。当时有很多

的规范，包括基础的标准，

实用的标准等。还出了一本

书，大概有6 0多个标准管

理，有规范和具体的标准。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地理空间

基础设施建设的参考标准。

第三个就是核心问题数据共

享。这个数据体系大家看一

下，在十多年以前，形成了

600多个专题信息库，400多

个专题信息成品库，还有300

多个综合信息资库等等，数

据改造成果有上千项。看这

个数，大家可能以为这是大

数据都是很大的级别，但是

700多TB，大家不要小看这

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是覆

盖了中国国土状况的基本要

素的基础数据，什么都有。

可能这个数据采集出来，比

如土壤数据，十年之内这个

地方如果不发生什么大灾

害，就不会变，是这样的，

很宝贵。有些数据采集过一

次以后，可能几年就采集不

到了。这种地理空间数据有

很多的科学属性和价值，要

长期永久保存，而且对国家

的战略安全方面很有价值。

有了数据以后是要用的，所

以就形成了一个交换体系，

当时这个概念就已经有了。

原来设计的这个架构进行

了扩充，因为十年前的系统，

现在还要向云平台、云服务方

式迁移。从建设的实践来讲，

也和咱们王主任讲的一样，实

际上信息共享一定是有信息机

制要起作用。所以在工作探索

中，很多部门也形成了一种工

作机制。同时，对地方的建设

有地方工程试点，我们有四个

试点省。过程当中，还搞了很

多次培训，在地方也有这样的

探索，有的地区已经按照这种

统一的架构和理念在做地理空

间信息这样一个共享。

应用服务成效，主要是四

个方面。一是支撑了国家宏观

综合决策服务，二是面向政府

综合部门，三是面向电子政务

业务部门，四是面向公众。像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

形成区域规划。很多部门涉及

的业务信息化，部门信息化里

面的业务支撑。把相关的数据

整合到一起，一带一路沿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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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地区的基础状况，可以对决

策形成价值。长江经济带，也

为他们提供一些数据支撑。…扶

贫攻坚战这块，移民搬迁也涉

及到地理空间信息的应用。我

们也做了一些报告，有些灾害

发生，我们第一时间报中办国

办。这个地方给大家报告一

下，其实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中央领导收到的第一张灾

害图，是我们报上去的。但是

我们当时的卫星比较少，真正

用的时候，还借用了国外的遥

感器。这是生态环境的监测，

通过遥感识别，有很多方式可

以识别出来。南海油气分布，

也是通过遥感评估。最近还做

了一个研究，我们边境安全问

题，涉及到人口，我们对边境

线的人口分布也做了一些研究

分析。这些数据都是多元数

据，不单一的。

…面临的现状和挑战，我

简要说一下。刚才清华大学的

教授特别讲了一些问题，其实

也有相似的问题。但是对我们

来讲，可能还有一定的特殊

性。比如说地理空间的这种特

殊性和万物互联演变，新手段

对地理空间信息的产生和原来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现在的

精度也比原来高得多。百分之

八十的信息现在都有一点的时

空特征。现在的精准要求越来

越高，有一定的差距。因为十

几年前我们国家的卫星很少，

当时只有几颗卫星。现在我们

在天上的卫星，如果是遥感、

通讯、导航加在一起，可能

快200个了。空间范围，我们

空间的覆盖在原来主要是覆盖

中国国土，我们在地理信息观

测方面，也需要国外的一些信

息，我们不可能让国家给我们

开放，我们一定的观测手段也

可以拿到。

从不足来讲，原来是解

决了跨部门数据资源整合的技

术问题，跨部门业务应用模式

的探索，应该说还是不太够，

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受到了一的

制约。实际上当时共享信息的

状况，它的空间覆盖范围、来

源、分辨率、工程等等，都有

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一定程度

上跟现在的需求有差距，这我

们要努力改进的。这是政务信

息共享的一个矛盾，还是有一

些所谓的权益问题，保密问题

等等。大家都认为地理空间信

息整合共享是一个很好的事

情，要做到一起去，解决信息

孤岛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攻

坚战。

…对策思路，下一步的发

展，总书记有很好的论述我们

也在学习贯彻到实际工作当

中。后续怎么办呢？我们有体

制机制的设计，在共享信息方

面，我们认为一定要有开源新

思维，不光是靠一家，不光靠

政府，还要靠相关的单位、

企业等，要有一个新的合作模

式，探索政企合作新模式。总

体来说，全国要部署统一一体

化的大数据中心，我们是一个

关键的节点，作为地理空间信

息库，是很基础的一个节点。

在国家一体化总体要求下，我

们和相关部门合作，相互联

通，发挥综合的效应，这个方

面非常关键。而且从建设的角

度来讲，特别是要强调原来是

把技术问题解决了，怎么共

享，技术模式，标准概念，框

架上形成了很好的体系，后续

更要强调以应用为导向，来进

行系统开发，多设计一些好用

的、管用的服务。

同时，因为时代在进步，

更要应用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等，就像我们今天的会

议，万物互联，地理空间信息

更是这样。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更特殊的因素，就是军民融合

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现

在很多能力，军方的能力也是

非常强的，也可以支撑民用。

军面融合联通以后，我们一方

面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支撑军事

建设，军事国防安全，同时在

军方的一些数据可以共享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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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的一般应用当中，也可

以支撑很多。特别是军方掌握

了大量的国外的数据，这些数

据非常的宝贵，价值非常高。

特别是在服务上更要强化，一

是要围绕国家重大的战略需

求，对信息资源再整合，要更

好的利用。而且更多的利用现

在的新技术，把基础信息要联

通起来，创新服务模式，要重

点探索支持跨部门的协同应用

场景。

同时，因为时代在进步，

更要应用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等，就像我们今天的会

议，万物互联单一信息就是单

一的应用，如果这些信息不

同方面的信息综合在一块，可

能会产生更综合的含义。这

个事情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

要加强这方面的应用，要对数

据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的挖

掘，进行解读，就能判断的形

势。当然，在共享协同应用平

台上，我们要和国家共享、公

共平台一块共同实现大联通，

实现分级分层的联通，实现有

效共享。而且特别涉及到卫星

资源的整合，就是遥感基础资

源全国要实现统筹，实现应用

市场统一有效的管理。贵州下

一步好像要发什么卫星，其实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发，但是卫

星上去成本非常高，你的业务

能不能实现，能不能实现有效

的商业回报？这都是需要统筹

考虑的，因为卫星资源也很多

了，有互补性。地理空间信息

作为基础信息库，要更多的创

造普遍服务、标准服务，我们

要把这些服务聚合起来，整合

起来，形成对大家的一个最基

本的、最标准化的一个支持。

谁要用，谁就来调动它，我的

业务需要这些东西，就整合以

后放在一块，大家用的时候就

用在一个平台上。我就报告这

些。谢谢。

【何灏】下面有请山东省

政府办公厅巡视员姜文艺同志

做主题演讲。

【姜文艺】尊敬的各位领

导，各位来宾，同志们，下

午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给

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山东省政

务信息共享的一些情况。近

年来，山东省按照国家的统

一部署，在国家发改委、工

信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的

关心支持下，权力推进政务

信息系统共享，目前已在全

省顺利推开，初见成效。一

是加强组织领导，理顺管理

体制。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工作，去年印发了山东省政

务信息整合共享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了统一机构，统一

规划，统一网络，统一原则

的要求。通过建立一片云，

统筹建立规范两张网，建成

三大体系，强化四个支撑，

落实五项保障。从统计机构

入手，将发改委、经信委等

有关部门的政务服务管理和

大数据发展职能划归到省政

府办公厅，设立了省政府管

理办公室。形成了以电子政

务和大数据发展专项小组为

统领，使电子政务和大数据

专家咨询委员会形成有力保

障。

二是成立了市长为组长

的专项领导小组，形成办公室

牵头，信息中心、网络中心参

与，有关处适配合的协同工作

机制。三是主动加强业务指

导，省政府办公厅组织专项工

作组，我们从省政府办公厅内

部，还有省级有关部门抽调了

38个同志，将整个共享工作业

务进行细化，倒排工期，编制

下发了山东省政务信息系统整

合共享工作任务书，明确了有

关部门的具体任务。多次召开

工作推介会，及时推动协调指

导全省电子政务信息工作的开

展。工作推进中，加强考核，

将几项工作列入省政府的重点

工作中。组织了六个督导组进

行督察，督察工作全覆盖。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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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工作。统筹整合一片

云，各类专网专线整合迁移。

第三，着眼数据需求，推

动共享开放。一是打通数据共

享开放的主动脉。开放数据2.8

亿条，服务接口超1.3万个。

社会反映良好。二是统一数据

共享交换的主渠道。逐步取消

部门自有数据归集交换渠道，

统一出入口。17市63个省直部

门已接书省共享交换平台。山

东卫计委打造了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可用数据达到46.6亿，

有效提升了智慧医疗的服务水

平。

第四，创新工作方法，整

合效果初显。一是以需求为导

向，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完成了省政府门户网站与山东

政务信息公开网的融合。在省

政府门户网站、政府服务网、

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平台、信用

山东平台等陆续投入使用，

新增用户33.2万，对接原用户

300万。

第二个是创新方式方法，

不断延伸政务服务链条。开展

了部分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下一步我们将以这次会议

的精神，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积极学习兄弟省市和部委的好

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加大整合

共享领域、范围和数量，同时

积极承接国家下的数据接口，

切实用好大数据、管好大数

据，高标准打造数字山东。谢

谢大家。

【何灏】下面请浙江省政

府办公厅信息中心副主任金加

和同志做主题发言。

【金加和】各位领导，各

位专家，各位朋友，下午好！

我来自浙江，今天代表浙江省

数据管理中心在这里和大家分

享互联网加政务背景下，浙江

在政务信息整合共享方面取得

的一些经验、成果。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互

联网+政务服务：系统整合共

享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目

标。第一，新模式。浙江现

在有七张新名片，第一张就

是最多跑一次改革，核心就

是互联网和政务服务的融合

发展，这个才是核心。浙江

省政府改革顶层设计分了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第二个

阶段是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

的改革。第三个阶段是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它的基础

是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改革，

我们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才会

稳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

革，也就是我们讲的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升级。这个不是

强调我们线下跑，都在窗口

合并，变成一个窗口，这是

物理上讲，但是深层次含义

是互联网、信息系统和数据

的共享。从四张清单一张网

到最多跑一次改革，这一个

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在哪

里？就是从我们政府的视角

向群众的视角转变，我们建

这个政府网，我们是站在群

众的立场上来看我们政府，

我们的办事，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数据是不是符合了群

众的需求。

最多跑一次改革，我们

讲浙江最最明显的特点是什

么？就是聚焦群众的获得感。

这个获得感是三个方面，一个

是行政审批方面只跑一次或零

上门，二是投诉举报方面要一

号响应群众和企业诉求，三是

行政监管方面要一次到位。最

多跑一次改革的实现率已经达

到了87.9%，群众的满意度达

到94.7%。最多跑一次改革的

中心是什么？就是破解群众的

办事难、办事慢或者办事烦。

我们聚焦症结，整体政府的理

念，变跑部门为跑政府。从群

众的立场看政府，政府只有一

个，而不是三个。我们改革的

理念是要打造一个整体的网站

政府，我们的前台是实体的办

事大厅和网上的办事大厅相互

融合，后台是我们的数据管理

中心的业务系统，业务办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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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数据交换系统。

前面我们讲了系统整合

的新模式，第二部分，我们

讲一下新方法。系统整合怎

么做的？我们讲方法论的问

题。这个方法论的关键是什

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论坛

的主题，信息系统的整合，

我们浙江是怎么提的？打破

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

这个方法论的基础是什么？

全省统一梳理省市县的办事

事项，叫八统一。一个地区

跟另外一个地区所有的事

项，它的名称、时限、依

据、材料、表单内容等。重

点是什么？重点是七个统

一，系统整合、一网通办。

浙江的一张网的建设是完全

统一的，统一导航、统一认

证、统一申报、统一查询、

统一互动、统一支付、统一

评价。目前已经联通了550

多个部门的系统。第二个重

点是四个集中，打造全省五

级联动政务服务平台。四个

集中是行政权利、政务信

息、网上服务、数据资源的

集中。第三个重点就是三个

导向，一张网的建设，政务

信息系统整合的这个导向是

什么？重点是要构建网上和

网下融合，这三个导向是什

么？是问题导向、需求导向

和效果导向。这个效果导向

就是群众的获得感。我们的

企业到底在我们的政府网上

有没有得到真切的感受，真

切的体验。

浙江政务服务网的一组

数字，这是我们取得的成效。

我们到现在注册用户，浙江有

1700万人，我们的办件达到了

6300多万件，网上缴款额达到

300亿元。这是2015年12月份

开通浙江省支付以后的数据，

为六千万人提供了网上支付。

我们还建了一个应用汇聚平

台。还有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还专门给中央领导进行了汇

报。一窗受理平台，我们现在

已经打通了省、市、县，包括

国家，已经有300多个。

我 们 通 过 最 多 一 次 跑

改革，构建了政务服务体

系。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

从里面的圈和外面的圈，已

经有几层的部门，几层的系

统来叠加、优化、改进，形

成了行政权利运行的全程闭

环的形式。第四个重点，是

125 3，构建全省数据共享

体系。构建一个大数据中

心，建立两个平台，五大主

题库，三大体系，为数据共

享提供基础。我们浙江省已

经提供了47本常用证件的共

享使用，现在共享调用达到

136万次。法人库，已经涉

及到37个部门，1254万个法

人主题，这个数据是比较庞

大的。人口综合库，涉及62

个部门，29亿条数据，涵盖

了浙江4790万人口。还有信

用信息库。围绕1253，我们

围绕流程再造，单部门办理

的一件事，多部门联办的一

件事。我们讲系统整合，流

程再造是系统整合中一个很

重要的关键。希望我们举一

些案例，数据共享的案例，

参保的登记办理，我们改革

之前是需要四份材料，改革

以后需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

了。我们群众拿身份证，就

可以办理了，现在浙江提出

了一证通办。数据共享，工

商登记全程电子化，现在我

们通过网上的电子签名，电

子文件归档，电子发照，企

业的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从几

天缩短为三十分钟。我们浙

江省有一个案例，救助的一

体化服务，我们贵州叫精准

扶贫，这个案例是非常有特

色的。利用跨部门的数据，

实心精准扶贫，16年到18

年，大概节约资金将近一个

亿。这还是在一个经济比较

落后的地市，如果全国来实

现社会救助的精准扶贫，我

们为国家可以节省多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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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数据共享取得

的显著成效，2017年5月份以

来，提供了13500多项共享服

务项目，支撑了54个省级部

门，131个市级单位和595个区

县级单位的1.2万余项的数据。

第三部分新目标。我们

用大目标概括的话，就是加快

互联网+政府服务的工作，和

今天论坛讲的，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工作要加快，深化我们的

一张网建设，加快推进最多跑

一次改革，撬动其他领域的改

革。围绕我们这个目标，浙江

具体要做的一些事情，一是完

善功能，让一张网更加管用。

推行零上门办理，网上申请，

快递送达。二是延伸服务，让

一张网更接地气。结合基层治

理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结合最

多跑一次向重点领域延伸的要

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近跑

一次。三是整合共享，让一张

网更加智慧。加快建设全省政

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完善基

础数据库，整合打通条块业务

系统，逐步推广一证通办。四

是要做好国家平台的对接。一

个政务服务大数据，两个服务

界面，两个管理规范体系，三

个公共支撑系统，四大重点应

用。四是做好与国家平台的对

接。

浙江省政府2018年的主

要工作任务。要实现80%以

上的民生和企业事项开通网上

办理，50%的民生事项要一

证通办。最多跑一次改革这

项工作，我们还要重点聚焦六

个一，一网通过办更便捷，一

证简化办，一端移动办，一窗

同城办，就近办，一号高效互

动，一朵云分域管理，互联互

通。2018年，我们还要重点对

标四个减。一是减事项，二是

减材料，三是减时间，四是减

次数。

跨界融合，不是政府部

门与部门之间的跨界，我们浙

江政府下一步与银行合作，实

现金融服务与政务服务互为入

口、服务共享。这是我讲的线

上的合作，下一步我们要依托

线下的渠道，怎么延伸我们的

政务服务。我们最终还是要回

到政府的核心，政务服务最终

是要打造一个应用生态，最终

实现智慧政府的目标。

我们通过最多跑一次改

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

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生

态，打造全天候、数字化、无

缝隙的智慧政府，实现政府的

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好、更

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谢谢大

家。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互联

网+政务服务：系统整合共享

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目标。

第一，新模式。浙江现在有七

张新名片，第一张就是最多跑

一次改革，核心就是互联网和

政务服务的融合发展，这个才

是核心。浙江省政府改革顶层

设计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第二个阶段是推进四张清单一

张网的改革。第三个阶段是推

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它的基础

是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改革，我

们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才会稳步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也就

是我们讲的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升级。这个不是强调我们线

下跑，都在窗口合并，变成一

个窗口，这是物理上讲，但是

深层次含义是互联网、信息系

统和数据的共享。

从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最

多跑一次改革，这一个很大

的转变，这个转变在哪里？

就是从我们政府的视角向群

众的视角转变，我们建这个

政府网，我们是站在群众的

立场上来看我们政府，我们

的办事，我们的系统，我们

的数据是不是符合了群众的

需求。最多跑一次改革，我

们讲浙江最最明显的特点是

什么？就是聚焦群众的获得

感。这个获得感是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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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个是行政审批方面只

跑一次或零上门，二是投诉

举报方面要一号响应群众和

企业诉求，三是行政监管方

面要一次到位。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实现率已经达到了

8 7 . 9%，群众的满意度达

到9 4 . 7%。最多跑一次改

革的中心是什么？就是破解

群众的办事难、办事慢或者

办事烦。我们聚焦症结，整

体政府的理念，变跑部门为

跑政府。从群众的立场看政

府，政府只有一个，而不是

三个。我们改革的理念是要

打造一个整体的网站政府，

我们的前台是实体的办事大

厅和网上的办事大厅相互融

合，后台是我们的数据管理

中心的业务系统，业务办理

系统和数据交换系统。

前面我们讲了系统整合

的新模式，第二部分，我们

讲一下新方法。系统整合怎

么做的？我们讲方法论的问

题。这个方法论的关键是什

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论坛

的主题，信息系统的整合，

我们浙江是怎么提的？打破

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

这个方法论的基础是什么？

全省统一梳理省市县的办事

事项，叫八统一。一个地区

跟另外一个地区所有的事

项，它的名称、时限、依

据、材料、表单内容等。重

点是什么？重点是七个统

一，系统整合、一网通办。

浙江的一张网的建设是完全

统一的，统一导航、统一认

证、统一申报、统一查询、

统一互动、统一支付、统一

评价。目前已经联通了550

多个部门的系统。第二个重

点是四个集中，打造全省五

级联动政务服务平台。四个

集中是行政权利、政务信

息、网上服务、数据资源的

集中。第三个重点就是三个

导向，一张网的建设，政务

信息系统整合的这个导向是

什么？重点是要构建网上和

网下融合，这三个导向是什

么？是问题导向、需求导向

和效果导向。这个效果导向

就是群众的获得感。我们的

企业到底在我们的政府网上

有没有得到真切的感受，真

切的体验。

浙江政务服务网的一组数

字，这是我们取得的成效。

我们到现在注册用户，浙江

有1700万人，我们的办件达

到了6300多万件，网上缴款

额达到300亿元。这是2015

年12月份开通浙江省支付以

后的数据，为六千万人提供

了网上支付。我们还建了一

个应用汇聚平台。还有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还专门给中

央领导进行了汇报。一窗受

理平台，我们现在已经打通

了省、市、县，包括国家，

已经有300多个。

我们通过最多一次跑改

革，构建了政务服务体系。围

绕最多跑一次改革，从里面的

圈和外面的圈，已经有几层的

部门，几层的系统来叠加、优

化、改进，形成了行政权利运

行的全程闭环的形式。第四个

重点，是1253，构建全省数据

共享体系。构建一个大数据中

心，建立两个平台，五大主题

库，三大体系，为数据共享提

供基础。我们浙江省已经提供

了47本常用证件的共享使用，

现在共享调用达到136万次。

法人库，已经涉及到37个部

门，1254万个法人主题，这个

数据是比较庞大的。人口综合

库，涉及62个部门，29亿条数

据，涵盖了浙江4790万人口。

还有信用信息库。围绕1253，

我们围绕流程再造，单部门办

理的一件事，多部门联办的一

件事。我们讲系统整合，流程

再造是系统整合中一个很重要

的关键。希望我们举一些案

例，数据共享的案例，参保的

登记办理，我们改革之前是需

要四份材料，改革以后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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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身份证就可以了。

我们群众拿身份证，就

可以办理了，现在浙江提出了

一证通办。数据共享，工商登

记全程电子化，现在我们通过

网上的电子签名，电子文件归

档，电子发照，企业的营业执

照办理时间从几天缩短为三十

分钟。我们浙江省有一个案

例，救助的一体化服务，我们

贵州叫精准扶贫，这个案例是

非常有特色的。利用跨部门的

数据，实心精准扶贫，16年到

18年，大概节约资金将近一个

亿。这还是在一个经济比较落

后的地市，如果全国来实现社

会救助的精准扶贫，我们为国

家可以节省多少资金。……

这是我们数据共享取得

的显著成效，2017年5月份以

来，提供了13500多项共享服

务项目，支撑了54个省级部

门，131个市级单位和595个区

县级单位的1.2万余项的数据。

第三部分新目标。我们

用大目标概括的话，就是加

快互联网+政府服务的工作，

和今天论坛讲的，政务信息

系统整合工作要加快，深化

我们的一张网建设，加快推

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其

他领域的改革。围绕我们这

个目标，浙江具体要做的一

些事情，一是完善功能，让

一张网更加管用。推行零上

门办理，网上申请，快递送

达。二是延伸服务，让一张

网更接地气。结合基层治理

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结合最

多跑一次向重点领域延伸的

要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

近跑一次。三是整合共享，

让一张网更加智慧。加快建

设全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体

系，完善基础数据库，整合

打通条块业务系统，逐步推

广一证通办。四是要做好国

家平台的对接。一个政务服

务大数据，两个服务界面，

两个管理规范体系，三个公

共支撑系统，四大重点应

用。四是做好与国家平台的对

接。

浙江省政府2018年的主

要工作任务。要实现80%以

上的民生和企业事项开通网上

办理，50%的民生事项要一

证通办。最多跑一次改革这

项工作，我们还要重点聚焦六

个一，一网通过办更便捷，一

证简化办，一端移动办，一窗

同城办，就近办，一号高效互

动，一朵云分域管理，互联互

通。2018年，我们还要重点对

标四个减。一是减事项，二是

减材料，三是减时间，四是减

次数。

跨界融合，不是政府部

门与部门之间的跨界，我们浙

江政府下一步与银行合作，实

现金融服务与政务服务互为入

口、服务共享。这是我讲的线

上的合作，下一步我们要依托

线下的渠道，怎么延伸我们的

政务服务。我们最终还是要回

到政府的核心，政务服务最终

是要打造一个应用生态，最终

实现智慧政府的目标。我们通

过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

数字化转型，构建互联网+政

务服务应用生态，打造全天

候、数字化、无缝隙的智慧政

府，实现政府的治理能力现代

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让人民

群众有更好、更多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谢谢大家。

【何灏】下面有请北京大

学软件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张

颖同志演讲。

【张颖】大家好！很高兴

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

介绍一下我所在的四个单位做

的在政府信息资源整合方面做

的一些工作。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内

容是在于前面我们政府的各位

领导一直在强调的政府里面的

体制机制、专业标准以及技术

领域上面的技术突破。首先给

大家介绍一个例子，我们看到

现在咱们中国的信息化已经经

历了很长的时间。比如机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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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的检验系统，还有航班管

理系统，酒店有酒店自己的管

理系统，这些系统已经构建起

来，然而比如我们今年年初的

时候，北京有流感大爆发，

就会遇到这样的需求，我的人

进到了机场，我就要检验检

疫，相应的信息传递到CDC，

CDC就会把同样航班的人进

行通知，进入宾馆隔离检查，

并且派专人的专车接送，进行

隔离，最后将你的信息汇总到

CDC。大家看到这就是我们在

现在的数字中国，数字政府，

数字社会，不断涌现巨量的信

息化的新要求。

传统的要满足这种信息

化的思路，做这么一件事，汇

集数据、新建应用。比如搜

集大量的数据，按照层出不穷

的新的业务的要求，构建新

的业务应用。但是我们总结

了，这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

使应用反复建设，浪费既有投

资。二是数据协调不易，信息

陈旧单一。三是实施周期冗

长，建成即被淘汰。四是服务

难以持续，无法沉淀资产。我

们就形成不断建设，不断满足

新要求，不断浪费资源的这么

一个怪圈。那么一种理想的思

路是，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盘活新资源，协作提升。我们

如果把业务系统做一些整合，

盘活一些资源，也许新的业务

要求就能够满足。那么当内部

资源不够的时候，那么就要进

行协作，跟我的对外对上对下

的一些系统，一些资源进行对

接。这是一种理想的思路，能

不能达到呢？那么我们来看一

下，数字中国、数据时代，系

统协作从信息技术本质的角度

来说，实际上是要求系统能够

实现数据互操作。那么这里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互操作的这

么一个概念。

它是信息系统资源的互

联互通和融合应用，本身就是

信息化系统建设的关键使能技

术。比如单机时代，操作系统

就实现了硬件外设的互操作，

连接鼠标，连接打印机，连接

扫描仪，实现了硬件操作的

协调联动。对于现在的网络时

代，比如咱们的亚马逊、谷歌

云，其实在往上一层做了软件

的互操作。在我们即将到来或

者现在正在开始的数据时代，

急需一种数据互操作，实现整

个应用数据实体的共享融合。

那么数据互操作存在着黑

盒与白盒两条技术路线。2007

年IBM率先探索了黑盒路线，

2009年率先发表了研究成果

且一直保持领先，在大数据时

代，黑盒路线已经成为研究主

流和创新焦点。大家注意到使

用苹果的同志们，可能知道苹

果可以快速整合我们系统里的

应用资源，谷歌助手也达到了

相应的状态。

大数据的思维特征，使

得白盒的互操作技术低效难

行。白盒的互操作技术必须全

面掌握分析理解信息孤岛系统

各种细节，如源码、库表、安

全机制及各种文档等，原系统

二次开发或重新开发，大数据

规模大，种类多，变化快，

价值密度低等4V特征。我们

构造了客户端计算反射引擎，

使得系统的互操作能力提升了

2个数量级。我用这个例子给

大家看一下，原来系统互操作

或者共享交换，我们得拿到系

统的后台，了解到它的功能构

造，实现功能数据流和控制流

的协作。通过我们的方式方

法，直接保留原始系统的所有

功能和操作，就像X光机，构

造出原始系统的构造模式，实

现新的体系的互联互通，使效

能提升。它有一个载体，就是

数据接口数据服务，我们能把

任意的系统提供出相应的数据

接口。这些接口就像我们前面

讲的，只需要了解系统的客户

端，通过云端的反射引擎，提

供出业务功能和数据，包括政

务的互联网系统，内网系统，

APP系统等，都可以通过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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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快速实现操作。我们的这个

能力、技术和产品适配各式系

统，数据实时流动，安全有

效。我们就像一个数据盾构机

和系统

对撞机，实现多个系统

的碰撞融合，这就是大数据时

代，数据的碰撞融合才能创造

出更新的这么一个业务价值。

我们提供的一套完整的大

规模应用的Daas产品套系，

我从四个方面向大家介绍。第

一，数据汇集。比如综合执

法，需要对接若干的部门，一

个区县需要对接市、省、国

家级若干系统，否则综合执法

平台是一个空壳。通过我们

快速的把若干个系统构造出接

口以后，支撑着综合执法的业

务应用，达到的业务效果是一

辆车，三个人，一台终端，完

成执法。数据汇集之上，包括

前面讲的精准扶贫，我们也做

了大量的工作，扶贫信息散落

在各个系统，我们就是通过这

样快速的接口联动，实现扶贫

信息的综合研判。除了拿到数

据，我们还能支撑包括前面金

主任介绍的浙江省最多跑一次

的改革，对接过程短平快，人

为因素影响小，解决二次填报

的问题。包括现在总理点赞的

西城数字红墙，这是我们在支

撑的。我们有了这个技术以

后，解决了两个完整的技术方

案，比如贵阳政务资源活化目

录，是通过我们的技术完成

的，摸清了所有的家底，所有

的资源管道接口。并且也作为

国家的共享创新方案在提供支

撑。

最后，我想讲一下我们

的创新，我们是一个高校、

科研院所做出来的技术，我

们的技术除了用在政府，还

可以用在物联网系统的互联

互通，所有的设备都是一个

孤岛，前面我认为浙江最好

的一个是它改变了思维，从

管理思维到服务思维。但是

现在这个所谓的物联网，海

尔、长虹、小米，都是孤

岛，我要满足我的业务要

求，需要去打开各式各样的

业务应用，把体重直接输入

平台，根据现在的温度、湿

度，推荐相关的整个的锻炼

方式等。这个时候，热水壶

开始烧水，锻炼完了就可以

喝水，这是人为中心的一种

创新。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到

工业，工业上面的系统更加

是孤岛，而且没有数据库，

而且是国外的，我们现在做

相应的工业上面的处理，大

量去布点，但是并没有解决

现在最核心的业务系统，我

们也做了相应的工作。

2017年获得了中国电子学

会迄今为止授予的唯一一项技

术发明特等奖。实际上我们想

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推动人机物

融合的实现。这就是我向大家

的介绍。谢谢。

下面有请贵州省大数据发

展管理局数据资源安全处处长

张雷演讲。

【张雷】大家好！我今

天发言的题目是贵州省政务数

据共享开放管理机制探索与实

践。贵州省在2014年以来发展

贵州大数据，我汇报的第一个

内容，把贵州省大数据建设发

展的成果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首先，贵州省大家都知道，从

14年开始，一是强化聚，构建

全省一体化的数据中心体系，

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的云服务

平台——云上贵州系统。我们

云上贵州是政府要求它建立一

个云服务，达到政府使用的要

求。

二是强攻通，打通了数据

开放共享的经脉。云上贵州交

换平台目前是横向联接了65个

省直部门，纵向部署了9个市

州和贵安新区共享交换平台。

已经在国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系统上报信息资源6825个。

2017年9月，云上贵州数据共

享交换平台与国家平台完成网

络互通性测试，成为首个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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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接书国家平台的省份，12

月已经完成了全部14项技术测

试工作。

三是打通用，提升政务和

民生服务能力。建成网上办

事大厅、实现省、市、县、

乡、村五级全覆盖，有50万

余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集中办

公。云上贵州建成移动服务

平台，将全省各级政府部门

面向公众提供政务民生服务

进行移动化和标准化改造。

打造扶贫与教育、公安等12

个部门的数据融通，实现770

万贫困人口的精准对比，开

展贫困学生教育精准扶贫资

金见面不跑路，贫困家庭农

机购置补贴送到家等扶贫工

作一站式服务。贵州省的学

生在上贵州省的职业高中或

者大学，他拿了身份证，该

减免就减免，不需要办任何

手续，省外的我们还在协

调。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对农

村政策非常人性化，对贫困

家庭农机购置进行补贴。以

前的手续是很烦琐，可能要

跑一两趟，还要照相，最后

退的钱还不如跑路的钱多。

现在实现了一站式服务。

贵州大数据建设到了今

天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比如

数据共享开放水平不高。有

些部门担心自己的信息一旦

共享以后，影响了利益的实

现，所以不愿意主动去共

享。二是有些部门数据购买

过程中，数据购买的隐私秘

密难以把握，担心共享出去

的数据带来不利的影响和后

果，而抵触共享数据。三是

现有部门的数字化工作组织

体制不适应大数据的发展的

要求。共享服务一盘棋统筹

不够。数据共享管理采用一

事一议的方式进行，缺乏统

筹协调的机构，供需双方需

要两两协商，耗时耗力，达

不到效果。数据调度协调缺

乏统筹机构，数据共享过程

缺乏有效监督。缺乏对信息

化建设成效进行有效的评

估，信息化建设的经费投入

重点缺乏支撑。跨部门融合

协同应用较少，过去都是自

己建，跨层级、跨地域、跨

部门的大数据应用还比较少，

数据融合利用的效能发挥还不

够。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贵州

省最近在思考和做一些理论

上的探索。一是顶层设计。

在三融五跨的基础上，实现

了数据交换的可有、可用、

可控、可观、可期等。达到

贵州省大数据的2 . 0版本。

坚持创新驱动的路径，以机

制创新为引领，技术创新为

支撑，业务创新为落脚点，

从宏观上构建指令型、激励

型的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新机

制。运用自主可控的新技

术，加速打破信息孤岛，打

造统一的智慧中心，采用一

体化管控的方式，在不改变

现有数据资源所有权的基础

上，明晰各方面的职责。我

们以数据驱动为核心，在指

令型上面有制度的保障，成

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指令

性的机制，这无数据常态化

开放共享。各行政部门达成

横向协同共享机制，可观、

可控、可保障下，形成自主

驱动的循环机制。同时，全

面推行云长制，强化组织领

导。我们先后召开了四次省

级部门的经验交流会，组织

对25个省市单位和贵阳市、

遵义、毕节、贵安新区等进

行调研，了解掌握了我省大

数据发展的情况，以认真总

结探索云长制的基础上，全

面推行云长制。探索块数据

智慧调度机制，细化推进细

则。我们建立了贵州省块数

据调度中心，制订了贵州省

块数据智慧调度工作机制以

及实施细则。工作机制中，

主要是统筹推动机制，建设

块数据智慧调度中心，组建

专家咨询委员会。大数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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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省大数据中心落实，

各部门负责数据资产的管理

和维护。调度监督机制，实

现统一的调度管理，加强对

数据专员进行管理。实施细

则里面，我们要细化职责，

明确各机构、岗位的职责。

对规范业务流程，明确

目录梳理，数据资产登记、数

据上架、数据共享、数据开放

等工作要求和方式，明确完全

开放、依申请开放、不予开放

定义，定义数据质量要求，细

化考核评估和责任追究。探索

数据共享交换的分权分责，数

据使用部门提需求，数据归属

部门做响应，数据共享管理部

门保流转。下面是我们设想的

一个流程，数据使用部门向我

们的块数据调度指挥中心提出

申请，只要符合一定的安全条

约，A部门就获得数据，部门B

是不把数据直接给部门A，要

通过贵州省块数据指挥调度平

台以及共享交换平台实现数据

的共享。这里面是我们共享交

换平台各个专岗专职的一些分

配情况。其中有一个难题，创

新应用分布式数据区，破解数

据集聚难题。解决多源异构数

据标准化融合，支持文件、库

表、实时数据、消费等方式。

提供数据归属方行使数据管理

权，满足数据不搬家、实现数

据权属边界清晰。统一数据区

标准，规范数据服务，形成可

接入微服务网关的接口服务，

采用分布式部署。探索全业务

自流程安全可控的能力。因为

没有数据区，讲这些东西都没

有用，管不住。

最后讲一下贵州省块数据

指挥调度的创新实践。一是

打造聚通用2.0整体架构。通

过一个平台，三个体系，一

个中心来实现。我们的指挥

调度中心是主要的保障全省

的块数据指挥调度工作，同

时，有监督考核，有分析，

有控制，有评价。块数据调

度指挥中心核心任务是围绕

着这五项开展工作的。以块

数据调度指挥中心为核心，

建设各个系统无缝衔接的逻

辑整体。这里面是块数据调

度指挥中心平台与各个业务

系统之间有机联接，通过完

整的信息指令寻求交互，形

成控制的大脑。我们中心一

个是对资产进行管理，一个

是对部门之间进行协调，通

过部门交换机制，加上我们

分布式数据区以及集中式数

据区，在数据区之间真正实

现了控制、检索、共享、目

录上架、数据上架。这是通

过我们这段时间的探索，我

们认为贵州省大数据的发

展，建议采取这样的模式。

通过数据区跟国家部委以及

市州共享交换数据，最终以

接口的方式，让数据共享能

得到实现。我们2号展馆就

有聚通用为主题的可视化应

用，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

我的汇报结束。谢谢。

贵州省在推动政务数据聚

通用，探索建立政务数据统一

调度共享机制方面做了一些探

索，希望得到我们部委的各位

领导，高校的专家，和我们兄

弟省市区的各位同仁多指导、

多帮助，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各位来宾，今天我们的论坛来

自国家部委、高校和省市区的

有关同志交流了工作情况，分

享了经验，梳理了工作思路，

呈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论

坛的交流产生的智慧火花必将

对深入推进政府信息系统整

合共享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我

们圆满完成好党中央、国务院

安排部署的政务信息化建设的

各项任务，产生积极的推动作

用。我们的论坛到此就圆满结

束了，在此我再次感谢各位领

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的光

临，谢谢大家。

来源：http:/ /zb.cbdio.

com/30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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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数聚智创——大数据领军CEO高峰对话

时间：2018年5月26日…13:15--17: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A1厅

论坛简介：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聚智创—大数据领军CEO高峰对话（直播内容）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

来宾：

大家下午好！本次论坛

的主持人纪涵邦，很高兴能够

主持数聚智创——大数据领军

CEO高峰对话。

此次论坛是本次中国国际

大数据博览会期间的重要论坛

之一，汇聚了学术界、产业界

及政府界来自全球各地的大数

据精英，大家共聚爽爽贵阳，

共议“国家大数据战略落实、

大数据产业生态构建及大数据

与实体产业融合”等话题。

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为中

国国际大数据博览会组委会，

承办方为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

盟，这也是中关村大数据产业

联盟连续四届第四次承办贵阳

数博会期间的重要论坛。此次

论坛的顺利举办也离不开以

下协办单位的积极协助，他们

是：北京云鸟科技有限公司、

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佳格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京海

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同

时，也得到了贵阳国家高新区

管委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

此，我代表此次论坛的主办和

承办方，对协办单位表示最衷

心的感谢！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下光临

本次论坛的领导和嘉宾，他们

是：

贵阳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军

先生，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

丽娟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校

长时建中教授，国家发改委城

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智慧

城市发展联盟执行秘书长冯波

先生、陕西电网总工程师张根

周先生以及台湾中华市场调研

学会理事长谢邦昌教授等。请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赵国栋

先生和我们一起，一并对各位

领导他们即将开始的精采对话

和光临表示最热切的期待和衷

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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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的发言嘉宾还有

来自全国二十余家知名大数据

企业的董事长、CEO和高管团

队成员们，将在稍候的环节认

识他们，也一并对他们即将开

始的精彩对话和光临表示最热

切的期待和衷心的感谢！

【主持人】：首先有请贵

阳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军先生致

辞。

【刘军】：各位来宾，大

家下午好！

借此机会，我机代表贵阳

国家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对

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刚才在候会的时候跟赵秘书长

简单的沟通了一下，我们这次

来参会的各位主要是来自于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贵

阳本地的企业家朋友们。我自

己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是来自

于北京的朋友们，我是99年—

2003年、2005年—2007年在

北京读书，讲到北京的话，一

般是那个谁、那个啥，就这么

着，没问题。如果我们在座的

各位有是从上海来的，阿拉上

海人，我读书的时候89年—93

年、96年—99年都在上海读

书，可以“讲讲上海话”（上

海话），如果是从广东和深圳

来的“我93年—96年在那里学

习”（粤语）我和大家沟通，

都没问题。

其实最后讲起来，都是

我们贵阳本地人，没有问题

（贵阳话），如果大家走出

去，到广州、到深圳，或者出

国，（英语）我作为高新区

管委会的一个副主任，有这样

的经历和有这样的愿望，只要

大家愿意，我们来合作，我的

背景应该能够可以成为一个非

常好的沟通渠道，帮助大家来

拓展，我肯定比大多数北京人

了解贵阳，也比大多数贵阳人

了解北京、上海、广东、深圳

或者美国。贵阳国家高新区是

92年经国家批准的国家级高

新区，是贵州大数据综合实验

区的核心区，我们近年来按照

一二三四五六的思路全面打造

大数据发展的2.0版，作为贵阳

大数据的综合实验区，今年是

爽爽贵阳连续第四年举办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希望这片大数

据产业发展的沃土能够与众位

一起孕育出更多的合作机会。

让我们一道以这次活动的

举办为契机，携手走向更矿光

的产业合作道路，一路共行，

相伴共赢。

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工

作顺利。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刘主

任用多地方、多国家的语言进

行了热情洋溢的至此。贵阳国

家高新区与中关村大数据产业

联盟自贵州开始发展大数据之

日便已相识，为新起点，共同

做好攀登区域大数据产业发展

高峰的新课题，我们再次对刘

主任亲临现场并热情致辞表示

感谢！本次论坛有三个主题对

话环节，还有五位嘉宾演讲

构成，前后分别是主旨演讲环

节。

下面首先有请中关村大数

据产业联盟秘书赵国栋先生做

主旨演讲。

【赵国栋】：各位好，

今天来到会场都感觉到特别亲

切，都是老朋友、新朋友汇聚

一堂，其实我的谈不上演讲，

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联盟干的

事情、联盟的观点，下一步怎

么做，算是年中的一个汇报。

BAT做得很不错，但是我

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

得纯粹的互联网公司没有解决

劳动的问题，在消费领域做得

非常好，但是在生产领域发力

不多，或者力不从心。下一波

我们认为，服务是将来非常重

要的趋势，越到产业里面服务

就越重要。服务与连接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我们这里面有个

小红旗，红旗中间靠左边是消

费链，吃喝玩乐的领域，红旗

的右侧就到了产业界，比如说

第一产业，农业，工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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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领域里面。一旦越过了红

旗，服务的重要性就要超越连

接的重要性。连接的重要性比

服务的连接性要强，重连接轻

服务，但是未来是重服务轻连

接，这个时候谁有优势就一目

了然了。在这个时候，产业里

面时间长的，有深厚积累的就

是未来的公司。这是我们的基

本观点。符合我们这个领域的

公司我们得投资他们，帮助他

们成功。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联盟

做的工作，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事情，我们这个联盟还不错，

有点特色，这个特色做什么开

始？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最

早提出了联盟的宗旨，很多组

织没有宗旨。

当时我们说的四句话：

第一、落实国家战略；第二、

构建数字生态；第三、倡导

数据伦理；第四、探寻数字文

明。当时我们在提这个宗旨的

时候，实际上国家战略还没提

的时候，当时大数据还不是国

家战略。我们怎么落实国家战

略呢？尤其要感谢特朗普的帮

助，特朗普搞的贸易战一下子

让我们明白互联网还有很多短

板来补，一定要靠自主可控、

安全可信去做，这个形成了全

国性的共识。这个时候推动国

家大数据的落地就有很强的抓

手。过去我们提这个落地的时

候，其实很艰难，我们跟有些

部委合作，但是其他部委不一

定认。现在高度统一了，在这

个时候，再也没有人说了造不

如买，买不如做这个事了，必

须得自己干，不自己干，真的

有一天企业突然有一天面临猝

死的状况，国家安全面临很危

险的境地，这个时候特别要感

谢特朗普同志。…

接下来要说一下我个人的

观点，中美开始进入很关键的

博弈期，斗争会大于合作，过

去几十年是合作大于斗争，未

来，直到中国超越美国那一天

起，一定是斗争大于合作的，

这个是整个国际大背景，一定

是边斗争边合作，但是斗争会

成为主旋律。这个时候，作为

在座的企业就有一个问题，你

们选投资的时候是选外资背景

的资金还是国有背景的资金，

就是一个要考虑的事情。

第二个，在上市的时候，

选择美股、A股还是港股，也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

跟许多人讲这个事情，能在A

股上就不要去港股，能在港股

上就不要去美股。这是在宏

观层面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做

了什么事情呢？实际上联盟

和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在共同

推动1142工程，这个所是蛮

神秘的，公开的话就是说这个

所是属于国务院发展中心，跟

各个部委都有广泛的合作，尤

其是跟安全部门的合作广泛深

入。我们跟他们做这个工程，

这个工程2017年正式成立，

在推动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并

不受很多部委的重视。特朗普

让我们这个工程受到了空前的

重视，大家觉得没有自己的技

术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我们跟

Talkingdata、BBD成立了合资

企业，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企业

发声发力了，这个时候一定是

政治正确的、利国利民的。

构建数字生态有了大数

据之后，产业跟过去有什么不

同，我们认为产业、服务业加

上互联网以及所谓信息的高科

技，他们会形成一个整体，这

个整体我们命名为数字生态，

联盟就是在推动数字生态的

形成，来做这个事情。我们认

为，只有跨越金融、通讯、物

流、交易市场，通过大数据这

个纽带，真正的融入到产业中

去，帮助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才是未来最大的产业机遇，也

是未来最广阔的发展路径。所

以联盟就通过投资的力量推动

数字生态的形成，我们会利用

1142工程、基金来帮助这个

生态的成长。生来自于产业、

科技、金融三方面来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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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产业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密

度越来越松散，越来越紧密，

直到今天，新的组织形成了。

它有几个好处，大规模的提高

生产效率，大幅度降低交易成

本，大幅度降低要素成本，这

个是经营的根本之道。

这个是联盟在通讯领域投

的一个企业和君纵达，在生态

领域投了农信互联，我们希望

生态中每个企业都会有我们的

投资去完成它。下一步我们投

资的思路，首先以农业来做，

农业又切了几个环节，种养、

农产品、商品、品牌，然后到

大消费、大健康去了。我们的

图里面就是准备要投的，这里

有句话要跟大家分享，我就认

为经济是个内在的整体，看你

怎么看待它，之所以被划分为

不同的行业，不是取决于行业

的本质是这样子的，而是取决

于企业家认知的局限性和企业

实务的局限性。我们在范围上

4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就决定

了事业格局的上限。在多大范

围上来看待它，从整体上去帮

助它，所以始终站在数字生态

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行业、看待

公司的成长。

在一个生态之后，很多

生态之后会成什么样子？到

了复合生态。在单一事态里

面，核心企业占统治地位。复

合生态里面哪些公司很厉害

呢？数联网，掌握数据和数据

之间互联的公司就会成为枢纽

性的企业。目前我们联盟跟

TalkingData…、BBD成立了合

资公司，这是我们第二个大的

目标，复合生态之间要靠这个

联系在一起。这个事情就是

1142工程核心的东西，我们通

过这个生态融合了国家安全的

理念，融合了未来经济理念，

融合了未来组织形态的理念。

第三、为什么说联盟在

倡导数据伦理，因为伦理问题

是行业不可承受之重。去年这

个时候，我们开会就有些联盟

会员受到了波及，开会开得也

心神不宁，受到了部委的一些

处罚。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滴滴

顺风车的事件，还有支付宝出

的事情，窃取人们的隐私。同

时还看到了美国今年3月份，

通过一个法案，《澄清域外

合法使用数据法案》，简称

CLOUD法案，这个法案什么

意思呢？可以根据这个法案调

取中国公民的数据、调取中国

企业的数据。

在数据伦理里面，对个人

隐私的侵犯，对国家安全的斗

争里面，这是国家主权和主权

的竞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

了问题，我们这个行业都会遭

遇到很重大的挫折。因为到目

前，还有一个很紧迫的问题，

就是没有数据确权问题没有解

决，我们只是在科学数据里面

出现了管理办法，科学数据的

确权明确属于国家了，但是

个人数据归谁？使用权怎么处

置？这些问题其实并没有明确

的答案，这个时候如果踩了红

线，平台公司没有承担平台公

司的责任，对整个行业发展都

是不利的。这个时候联盟做了

什么事情呢？在去年年底的时

候成立了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

盟行业自律公约这个组织，来

换取大家对数据伦理、数据隐

私、数据安全的重视。

第四、探寻数字文明。

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大家

一起努力，我们的汗水就是数

字文明的一部分。实际上在过

去农业文明的时候是以农田为

基本单位的，以家庭为主导的

中国农业文明。工业时代，工

业文明的基本单位是工厂，但

到了数字时代，数字生态是我

们的基本单位，数字生态的连

接形成复合生态，复合生态连

接构成了数字经济，数字经济

又孕育出数字文明。我们在座

每个人的努力都是探索数字文

明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我们在

路上。

最后做一个广告，关于

书，《数字生态论》，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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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本，送得差不多了。最

后我想补充一个话题，今天北

京市金融局发布了公告，开始

对北京市的企业在北京市上市

给补贴，给绿色通道，但这个

事情是北京市金融局委托中关

村发展集团跟中关村大数据产

业联盟共同承办，大家回去以

后，可以跟我们积极联络，至

少可以给你们上市辅导资金和

上市绿色通道。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

家！

【主持人】：谢谢赵秘

书长，赵秘书长对大数据的一

贯坚持，是对所有从业者的鼓

励和声援，我们相信在座的一

路可以跟你一路通行。下面有

请云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韩毅做主旨演讲

…………

【韩毅】：感谢联盟的邀

请，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贵阳

和大家一起探讨。我今天给大

家介绍的是关于我们这个领域

数字以及新的技术智慧应用，

希望通过分享能让大家多少了

解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物流行业

在今天技术下的进展，希望对

大家有所收获。所以这个题目

是在讨论今天城市物流发展过

程中的一些情况和一些进展。

大家在这里都非常清楚，

这个技术今天是非常重要，我

记得有一个历史学家总结人类

历史时说，如果你只有十个字

去把人类整个的历史全部写一

遍，最后真正有意义的事可能

只有一件，这是1800年的工业

革命。因为除了这件事之外，

所有的历史数据，在1800年之

后，不管是人的生活质量还是

收入，还是健康，还是寿命，

都不是一个概念。1800年之前

几乎是一条直线，所以这个是

技术带给人类巨大的力量和财

富。

这个是技术进步指数，这

个底层逻辑的东西，是一种在

一个时代不能错失的东西，前

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如果15

年前，在北京如果只能做一件

事不能缺失，就是买房子。你

可以不干任何事情，但是绝不

能错过买房。六七年之前不

能错失的就是搞APP，搞旅游

也好、搞视频也好，搞社交也

好，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跟它联

系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了

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就是说这

个东西你不能错失的，你错失

了就错失了这个时代所有的东

西，现在我们不能错失的就是

数据。

同时有很多商业模式，城

市群、共享、分享经济这个就

不多说了。

第二部分介绍物流行业。

物流行业是非常传统的行业，

但是这个行业正在发生天翻地

覆的变化，我自己觉得物流行

业将来是最酷的行业之一，

原因就是今天有了科技和数

据，这是一个物流行业的快

速发展。如果大家是物流行业

的人，对这些名词都开始不陌

生，仓储、分拣、装载、无人

驾驶、无人机、配送机器人，

可能大家不是搞物流企业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熟悉。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

主要后面出现了大数据，

数据化、智能化、无人化，首

先这个行业是一个基础设施的

行业，中国物流行业是一个最

大的物流行业，现在总产值大

概11万亿左右，是中国最大

的行业之一，这个行业里很大

的特征首先是无人化，为什么

无人化是个特征呢？因为这个

行业从业人员特别多，大概有

2200万名司机，现在有600万

名配送员，包括快递小哥，包

括送外卖的，同时大家知道在

仓内还有600—700万分拣、装

载的从业人员，加在一起不会

少于3000—3500万，这是人

力非常重的行业。随着人口红

利的变化，无人也是变成了重

要的趋势。

另外物流行业本身涉及

到货物的周转流动，需要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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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方式进行描绘，需要去规

划，需要去进行管理。智能化

是原来物流几乎所有的决策都

是人做出的，但是人在这个过

程中做出的决策未必是聪明

的，同时也未必是最好的、最

快速的。因此很多的决定，无

论是宏观还是微观，规划的决

定还是路径的决定都会被数据

和机器所替代。

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城市配送，我们所做的城配是

不到C，就是不到宅的，我们

不是快递，也不是送外卖的，

我们做城配是做B2B，我们从

城市周围的大仓库送到店，这

些店是零售网店、便利店、饭

店，这快是B2B，老百姓不太

关心，但是一年下来有1万多

亿。中国前端大概有1400万的

店，其中700万的零售店、夫

妻老婆店，还有餐厅、以及汽

车维修、专卖店、母婴店、儿

童店等等，所有的都送到城市

配送中心。

主要是AI、Big… … Data、

BI、Lot。未来两三年，会改变

大家的智慧模式。为什么在两

三年内基本上会面目全非，完

全是新行业。物流行业是关于

载具的，从生产资料上会有根

本性的变化，这个就是新能源

车，在两到三年内新能源车是

有很大的机会替代燃油车的，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推

动，因为燃油车在两三年之内

是不允许进入城市内部的。

典型的特征有两个，一个

是电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可能

是清能源的；第二是车联网，

车联网的数据不会少于100

个，包括驾驶员的行为、载重

量等等都是非常清楚的，同时

一定是联网化的，所有的数

据，各方面都是联网的，所以

导致变化的很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车一件事本身。

今天城市配送出现一个大

的趋势就是运力平台化，今天

平台上可以帮助非常多的货主

和车辆。每一个车辆司机在云

端可见，一旦可见就可以被任

何人利用，效率就起来了。平

台化是第二个影响行业大变革

的趋势。

第三、终极目标是什么

呢？我们认为，这个的本质又

是AI，又是大数据，本质是什

么？最核心的本质叫做资源使

用率，这个行业几乎到最后的

核心是车和司机这样一个资

源，一个单一的承运的资源如

何通过数据、通过AI能够让资

源使用效率达到极致，这个是

核心问题。

就跟航空业是一样的，

如果飞机买回来天天在家晒太

阳，那赚钱是不可能的。因此

运力行业最终的东西是载具和

载具劳动力如何充分使用，今

天使用充分吗？不充分。中国

城市平均一辆车有一个月小数

时中国今天的值是110小时，

车是如此，司机也是如此，这

个资源只会被利用110小时。

你用到150小时可以赚钱，用

到200小时非常赚钱，用到300

小时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因为

你的资源使用效率太高了。因

此所有的运力平台不遗余力的

把资产效率使用最高，我们承

配主要是公里数，如果你的货

车能够跑到2万公里肯定是赚

钱的，如果跑到1万公里肯定

是亏死的，因此运力最终是生

产工具效率的问题。

这些东西有哪些是可以

数据化？有哪些可以变成数据

节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增加

数据感知，把一个模拟的事件

通过数字化表达出来这是第一

步，今天你可以看到是黑客帝

国中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

数据化了，才可以把握它、加

工、储存、转换、转移，去进

行所有的处理都需要节点，这

个节点，货主是谁，货物是什

么，体积是多少，这是Lot，

还有线路、司机、价格、车

辆，这到了云端之后才可能加

工处理，要不然你拿它没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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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城配里面关键的

技术点，其实大家运输和运力

服务本质是交易，这个交易的

核心就是货主对货物产生的需

求，如何是和整个的司机和车

辆进行匹配。之前城配里面找

一辆车需要28个小时，需要给

140个车辆和司机打电话，之

前是一两秒钟之内可以完成，

而且价格是由平台计算的。

1940年，人们打长途的电话是

需要48小时预约，否则打不过

去，你要发电报过去说我要给

你拿长途电话，之前用人给你

接好，然后才能接通，今天有

程控交换机，毫秒就可以解决

了。今天你用的任何货车和资

源，在今天之内最合适的就会

呈现在你面前。

城配里面的排线，排线

是对今天仓库要送到店面300

家，可能明年是200家，后天

是400家，每天送到的体积不

同，请问每天出多少车，怎么

出车最少，怎么出车最省钱，

这个过程中的成本差15%—

20%，机器排线的能力远远超

过人类，因为里面考虑的因素

太多了，道路、交通、堵车、

体积、重量、满载、交付、收

货时间，这些将来机器都会战

胜人类的，人类是绝望的，机

器今天几秒钟时间可以把所有

排好。提高效能最终是城市未

必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货车，因

为大量的货车资源并没有得到

充分利用，而且很多充分的货

车未必有最合理的在跑，因此

这个技术对城配带来的影响，

绝对是彻底颠覆性的影响。

还有一个是原来不太考

虑的，但今天其实已经成为现

实了，就是交付的可视化，就

是因为你的底层是可视化的，

所以非常好做。对于原来没有

深化之前，一片都是黑暗的。

物流行业一个很大的问题，和

乘用车不一样，乘用车只有司

机和乘客。物流有货主、收货

人、司机、货物、监管方，数

据化透明之前使所有之间的决

策沟通变得非常通畅。原来严

重的一个问题是催单，收货人

不知道发出的货在谁那里，所

以只能不停的打电话，催一次

单打六七个电话，现在一下就

解决了，成本会非常低。

中国是属于弯道超车了，

中国原来在城配是很落后的，

但是现在在科技的推动下，会

做到最好的，谢谢！

【主持人】：各位在座

的如果想要了解论坛的直播情

况，可以扫描椅子后面的二

维码，了解直播的情况。接下

来进行下一个环节，我本人

是一个文科生，但是对于科

技、国产软件一直都特别的感

兴趣。下面是第一环节对话，

有请嘉宾久其软件董事长赵福

君、软通智慧科技总裁冯嵱，

Talkingdata高级副总裁支宝

才、数联铭品董事长曾途，美

林数据董事长程宏亮，网智天

元首席战略官莫倩、东网科技

副总裁蔡玲，掌声有请。下面

有请对话一环节主持人中国政

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先生。期

待您的精彩主持，有请！

【主持人时建中】：第一

个问题，大数据国家战略发布

至今，您认为有哪些影响？包

括对政、产、学、研、用各个

方面的影响。就按照这样一个

顺序来，效率会更高一点。

注意时间，因为我是学法

律的，规则是最重要的，没有

规则就没有秩序了。

【赵福君】：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各位关注大数据的

观众大家好！首先国家大数据

战略实施以来对企业的发展，

比较套题。

久其软件是2009年在深

交所上市的软件企业，数据大

家都感觉到非常有价值，勿庸

置疑，但是软件我觉得更有价

值。因为数据没有软件的支

撑，没有算法的支撑，包括人

工智能、区块链都需要软件的

算法支撑，才会变得有智慧。

所以不管是在发布之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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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也好、教育也好，整个产

业的生态也好，大数据已经离

不开我们，并且我们生活在一

个数据海洋世界中，我们每个

人的隐私，每个人生活的活动

产生的各种数据，今天跟时院

长讲的数据伦理，今天我还正

巧，手机APP在升级的时候，

我发现APP在装新版软件的时

候要求确权了，我要采集你什

么数据，你同意不同意？你不

同意APP不让你用了，所以你

必须得同意，这样你的数据就

被采集了。

所以这些数据的采集如

果用到好的方面，对社会的发

展，对经济的发展非常好，如

果用到骗子身上，可能今天互

联网金融产生不良的事件，就

不太好了。所以数据的确权、

数据的使用需要国家立法和规

范。我们所有的行业都需要遵

循这个数据立法的规则。欧盟

出台了最严厉的数据保护法，

中国还比较落后，希望时院长

在数据立法上做出贡献。

【时建中】：其实贵阳在

数据规则建设方面提供了很多

全国可复制的经验，包括中国

政法大学为贵阳市数据立法也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希望通

过这次会议和大家认识之后，

如果需要政法大学的智力支

持，我们也是需要的。下面有

请第二位嘉宾。

【冯嵱】：数据的来源是

多元化的，有一些个人数据、

公共数据等等，数据这么多，

需要一个规则。所以我们面临

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数据究竟

属于谁、怎么使用、怎么定

价，边界在哪。所以需要政府

在数据的保护交易当中提供主

导的作用。三四年之前，大数

据刚刚讲的时候，还是野蛮增

长的阶段，大家说数据容错很

重要，不光是我们国家，还有

全世界，像Facebook面临的

问题，还有欧盟的种种管理。

所以在一开始是在推动但是也

是参差不齐，贵阳是走在前

列的。但是从国家的层面，我

觉得力度、认识还是参差不齐

的。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之

后，至少形成了共识，各个部

门都认识到数据对于国家的未

来，产业的发展，对自身部门

的作用意义是相同的。但是下

面要做得更细，下面定性是有

了，但是要通过立法，比如数

据开放，有些数据可以开放，

哪些数据不可以开放，到底哪

些可以开放，哪些不可以开放

这个要很清楚。所以大数据发

布之后，对数据产业的发展，

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是迈了

一大步，但是还没有走全，所

以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时建中】：国家会议主

题叫落实国家战略，构建产业

生态，首先是产业链的问题，

生态一定是跨产业链的。如果

仅仅靠生态内部肯定不够，一

定要靠外部的，从内到外去

跨。这样一跨不仅仅是跨一个

行业，甚至要跨一个产业，甚

至跨一个地区。贵州省为我们

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从行业

发展的角度来讲，立法应该是

全国性的立法。包括每一家数

据公司、数据企业，一定要跨

得很多，跨地区、跨领域，这

个规则一定是跨部门、跨地区

的规则，这个就需要全国的立

法。下面有请支总。

【支宝才】：TalkingData

是做数据智能的企业，我们

从产和用来谈一下对我们的

影响，体会比较深的是两大

点：第一、大数据战略之后，

我们感觉到产业发展速度是

加快了，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行

业的服务提供商，过去做了很

多事情，是教育我们的客户，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花很多时

间去和客户解释，到底什么是

大数据，到底怎么能够帮到你

企业的应用，有很多概念性的

东西，花费很多精力。从大数

据战略之后，整个形势是逆转

了，实际上我们认为不是拉着

客户去解释，是每天去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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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待也接待不过来，每天

有大量的学校、科研机构、企

业，当然也包括一些专家拉着

我们来讨论。所以这个战略对

比前几次，像互联网浪潮，包

括一些互联网金融，我认为这

个战略上对这个产业发展是有

加速的作用。我们作为一个产

业的服务提供商，感觉非常深

刻。

第二、大数据战略给服

务提供商在战略方向确定上有

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的理念

是要把数据和数据智能能够真

正的应用到帮助企业提升决策

水平、改善我们的生活。所以

我们的战略是选方向，所以在

确定公司方向的时候，围绕几

个点：第一、行业选择上，

跟国家战略进行比较好的匹

配，我们选的金融、政府服务

以及跟民生相关的零售，这个

跟国家大数据产业政策都是紧

密相关的；第二、在解决问题

方向上，我们也紧密的跟应用

场景、跟实际能够提升企业效

能，包括进行产业价值的方向

去匹配，这个感受是非常深刻

的。

【主持人时建中】：其实

回到落实国家战略、构建产业

生态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支总

讲的从服务的角度来选择服务

对象，包括服务方式，提高决

策能力，最后还是要去通过我

们生态的完善，来落实国家战

略。有请蔡总。

【蔡玲】：东网科技是立

足于沈阳的企业，面向全国，

走向全球的布局。东网和东北

大学还是有一些联合培养研究

生的，每届有30个名额，我们

已经招两届了，今年30个学生

要报专业，有三个方向：云计

算、大数据、超融合，结果30

个学生里面27个要选大数据。

然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要选

大数据，要做什么？他们不知

道。我觉得大数据这么狂热，

一个产业的狂热期，以前提

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提了一二十

年，大数据产业这种狂热也显

示这个产业还是在初期的，大

数据产业我认为要引爆，还是

需要完成一些初级的小生态的

出现，才能引爆这个产业。关

于这个小生态的构建，就是下

面一个问题了，我也是严格遵

守要求。

【主持人时建中】：其实

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有点很热，

但是在中国目前任何问题都是

由大热转向大冷，为什么呢？

因为大热导致大乱，导致大

治，最后导致大冷。怎么避免

重蹈覆辙，怎么能够做到未乱

先治、小乱先治，在热的过程

中我们进行一些冷思考是非常

必要的。下面有请曾总。

【曾途】：我们经过五年

的时间，BBD和科学家、产品

经理就琢磨出一个道理，大数

据的核心，大是大在面上，数

据的跨越融合。但是做要做的

精准，大数据很核心是在传统

基础设施，IT基础设施上要充

分运用好数据去解决各个行业

的痛点，痛点的解决就是用了

这个方法比过去更加精准、更

加有效。在政产学用中，要对

重点的几个深刻问题有了深刻

的理解，然后转化成需求，并

且能够用数据去提升解决痛点

的决策效率，就构成了根本性

的框架。

有了这样一个框架之后，

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在哪里？未

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我们在

实现框架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

核心基础体系。大集成的方法

是很难搞定的，最终是要从异

构数据处理，再到关联数据的

计算，再到一系列的底层数

据，中国企业才能崭露头角。

比如说在关联的动态本体的分

析，还有赵董事长在政务数据

的处理等等核心技术，都要在

生态当中体现出来。只有把这

个核心技术掌握了，才能够在

中国大数据产业中实现自主可

控，才能够和美国进行未来市

场的PK。因为Facebook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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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公司的事件，我们发现大

数据已经不是一个游戏，而是

在国际竞争当中成为一种很有

利的工具。

【主持人时建中】：感

谢曾总的讲话，会场的路上有

一个牌子，说是要用决心、恒

心，还有一个什么心，三个心

来发展我们的核心技术，就在

会场旁边就有。当时想拍个照

片，车子一过没拍上。曾总讲

的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当

然是和数据有关，我们刚刚看

到美国的商务部向美国国会报

告准备去对中国中兴企业的制

裁措施进行解除，但是也附加

一些条件才能解除。我们可以

看到，中兴是个非常典型的例

子，就是把自己的房子盖在

别人的墙上，结果别人把梯子

撤走了，结果就麻烦了。我们

现在在大数据行业里面，隐约

的感觉到在应用上确实是非常

热的，但是支撑我们热的核心

技术有什么？这就是习总书记

每次提到的关键技术、核心技

术还有颠覆性的技术，如果没

有这些，我们生态哪一天可能

就会被摧毁了。我们就会发现

“厉害了我的国”还需要一段

时间。下面有请程总。

【程宏亮】：美林主要是

做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

中国的制造企业是大而不强，

我们都说我们的人力成本多么

低，但是能发现我们的质量多

么不好，甚至价格多么高等

等。我们主要是帮助工业制造

企业是赋能的。我们从2010

年开始在这个行业探索，所以

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比如说还

没有开始做的时候，给客户讲

故事，当大家开始做的时候，

开始用点去落地，当时可能别

人在讲故事。点上讲完故事之

后，我们开始做横向的打通，

就是数据如何打通的问题，今

天更多是在做工业互联网方面

生态的构建。在这个过程中，

一路走来，我们特别想看到的

是国家大的政策在哪里，否则

的话，我们真的觉得没有方

向，因为从2010年到今天，一

会儿这个热，一会儿那个热，

方向在哪里，我们也感觉到这

次国家出来政策之后，对我们

的帮助非常大。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

一、从用来讲，企业更实际

了。不像在前两年投钱很盲

目，只要和大数据沾边的，用

户就同意了，用户就愿意去

做。现在相对来讲，更愿意往

效益或者减少成本上去出发；

第二、在研究方面，因为大数

据产业是和实体经济相伴而生

的，不是说有了大数据成熟理

论再去做产业，在这个过程

中，如何发现数据之间的价

值，因为数据有几个纬度，第

一个纬度是存得下；第二是找

得快，第三是安全，第四是价

值。在发现大数据价值的时

候，对于算法的要求、速度的

要求，各方面要求非常苛刻。

所以对于大数据产业来讲，大

数据的芯片也就是算法。所以

说，现在再去做很多的大数据

平台各方面的时候，对于算法

的要求，如何做到安全、自

主、可控就非常关键。所以美

林这么几年，也是全力的在打

造适合自己行业的，特别是适

合智能制造行业的大数据平

台。

在学方面，我们和西南交

大联合，去年第一次招了数据

执行官的硕士班，一共招了50

名学生。在招的过程中，对于

数据执行官研究省课程，和其

他行业不一样，我们和学校联

合打造如何让学生通过实践帮

助企业发现价值。所以在培训

的过程中，除了有老师以外，

还有企业家，还有用户来给学

生培训，一起来打造一个立体

的大数据培训，这是大数据政

策落实以后，对于产学研各方

面的理解。

【主持人时建中】：谢谢

程总完整的介绍了他们公司在

这方面的思考。我最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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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业大数据。大数据如果是

一个产业的话，生命力是有限

制的。只有和实体紧密结合起

来的时候，才能够实现价值。

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竞

争力提升是国家战略当中非常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大数

据热了，开始追着热，实际上

已经落后了，我们应该怎么去

引领，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

题。

下面有请莫总。

【莫倩】：网智天元公司

主营业务在政府、金融和文化

三块，说到落实国家战略，其

实有个伟人说过，一个是枪杆

子，一个是笔杆子。我再补充

一句钱袋子。枪杆子是政府大

数据、笔杆子是文化大数据，

钱袋子是行业大数据。包括数

据流、资金流、情感流。我们

目前做得比较好的是文化大数

据，去年拿到唯一的大数据平

台，就是大数据跟文化、跟数

字文明，整个意识形态结合起

来。大家都听说过Facebook和

剑桥数据分析公司的故事，要

安全、自主、可控，永远要做

好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

【主持人时建中】：第

二个问题，国家战略给了大数

据产业发展哪些直接利好呢？

如何建立国家大数据战略来发

展我们的企业。这个问题就是

怎么落实国家大战略当中实现

企业的壮大。因为我本人除

了在政法大学做管理方面的工

作，我的管理主要是做科研，

所以将来会跟你们做更多的合

作；第二、我自己还是工信部

的法律顾问，我们过去给工信

部提供意见的时候，单纯是从

法律的角度，跟业界结合确实

比较少，有的时候看看国外的

资料，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学

习的机会，跟产业界有一个交

流。下面欢迎赵总来回答。

【赵福军】：久其软件从

成立之初就是做报表的，业界

可能都知道。只要在国企、政

府里面管财务的都用过这个软

件。久其今年已经是第21年

了，一直用数据来解决政府的

决策、统计分析工作，这几年

的发展，我发现数据为政府、

为实体企业赋能的概念，特别

是国家战略下来以后，我感

觉各个行业都需要用数据来说

话。这几年也是跟着新技术的

革命，为什么有大数据？我觉

得离不开技术的推进和进步，

因为芯片的技术、运算能力提

升、存储能力的提高，才有

了大数据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机

会。

在大数据行业很多行业到

底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大家去关

注？大数据企业无外乎三类像

BAT已经把人类生活中生态数

据都占领了，对我们这种to……b

的企业，如何完成用数据为企

业赋能、为政府赋能。这几

年，久其软件也发现了，数据

带来客户的联系，这几年做项

目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

的数据，数据生态，一个企业

的生产经营的数据、供应链的

数据以及企业社会化的数据，

包括财务数据，通过这些数据

的分析，发现企业对自身产生

的数据和社会上跟它相关联的

数据重视，我们发现数据的黏

性在提升。

所以我们认为久其是结

合客户场景最近的大数据公

司，这几年在交通、教育、扶

贫，以及政府的各方面，还

有央企，我们做一些大型企业

集团，原来的央企做信息化

是孤立的，比如中铁建，原来

他们在做财务系统的时候，用

浪潮、用友一个核算软件就完

了。后期他发现，这个数据不

是整体的信息化，最近通过财

务数据的共享服务，已经把生

产经营的数据和财务数据打通

了，当一个企业的业务和财务

融合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企业

的信息化技术就融合了。我们

发现一个问题，中铁建当时有

个十几局，在做财务共享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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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因为系统升2.0版本的时

候，原来物资管理系统换了

三四家都没有成功，最后用了

我们的共享平台，说不用不行

了，不用财务不拨钱了，就实

现对全过程的管理。所以企业

生态需要数据为行业、为企业

赋能，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关注

为企业、行业离客户、行业距

离最近的大数据企业。

【主持人时建中】：实际

上赵总在业务过程中拓宽了自

己的业务领域，增强了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下面有请冯总。

【冯嵱】：我们很大一块

业务是做智慧城市，所以具体

的应用有两个感受：第一、我

们觉得城市是数据最大的载体

数据无外乎几个数据，人与人

直接交互的数据；第二类是人

与物或者物与物直接交互的数

据，我们讲物联网的普遍应用

会带来更大的数据量；第三类

还有时空数据，地形、地貌、

建筑物。还有一些是人与社会

组织之间的公共数据，比如说

各种经济数据、统计类的数

据。这些数据在城市里是最完

美的体现。所以城市是数据的

承载体。所以把数据平台真正

做好的，可以挖掘出大数据的

价值。

第二、数据同时能够为

城市治理提供实实在在的服

务。最近的几个国家战略，去

杠杆、控制金融风险、绿色中

国、精准扶贫，这里面真正起

作用的都要靠数据，讲绿色中

国，怎么对环境、对生态做到

有限可控，不能说来了数据以

后把100个厂子都关了，是怎

么能够找到平衡；精准扶贫，

做到低投入回报，怎么做到不

用证明我妈是我妈，这些都是

需要数据，所以整个的大数据

应用在惠民、利民当中都有它

的作用。所以随着国家大数据

战略的发布以后，不管是企业

还是个人，对数据的重视越来

越高。一方面对于从业者来讲

有越来越大的机会，我们的业

务机会越来越多了。同时数据

的应用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

人民的幸福确实能够起实实在

在的作用，是能够看到的。

【主持人时建中】：数据

结构的完整是和产业生态是相

关的，从生态的角度去看的时

候有一个数据的结构，所以这

个时候数据的完整性+数据量

可能会催生出更好的服务。

【支宝才】：谈到利好，

第一个利好从人才，或者智力

资本方面让我们感到非常大的

利好。TalkingData成立几年

以来，每年都是两倍以上的增

长，所以对于人力资本需求

非常大的。现在我们招聘人才

都是数据科学家、数据工程

师，包括对行业数据有深刻理

解的人才，我们发现有大量的

年轻人对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兴

趣的。我们现在招人，人数不

愁，愁的是筛选和质量控制过

程，怎样筛选出更好的人。

第二，从智力资本方面，

跟很多的大学、科研机构合

作，从大学和科研机构来讲，

包括一些合作伙伴，他们非常

重视大数据的投入，大家一起

来探讨在大数据领域的应用，

包括一些新新的技术的方向。

这方面，不仅对社会有价值，

对企业发展也非常有价值。

第二个利好是产业环境，

TalkingData成立一家数据智

能平台，我们是非常关心，也

非常关注这个行业到底能不能

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三个

词一个都不能少。我们比较

害怕，经历过去像互联网、互

联网金融波动性的发展，对

于大数据产业的服务提供商是

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比较关注

市场的环境。但是从国家政策

体系构建，包括从整个监管方

面，我认为整个还是健康的，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进入

市场发展状态，跟未来健康、

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比较好的

支撑。我们也预期到这个市场

不会发生像互联网金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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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乱象发展，再治理，再收缩

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利

好。当然最大的利好对大数据

战略，对资本市场的利好还是

很重要的。

【主持人时建中】：他

对于大学人才的评价，数量很

多，但是质量需要提升。这个

是事实，但是我看到了背后的

从容，既是事实，也是规律。

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怎么

进一步的缩短这个时间，这是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下面有

请蔡女士。

【蔡玲】：我感触最深的

利好就是降低了共识的成本，

对于产业的共识，对于法律法

规的共识、流通等方方面面，

大家的共识成本都在降低。东

网科技成立于2013年，数据

当时就是定位做城市为中心的

数据运营，在提出这个理念的

时候，大多数的技术还都是点

状的。比如IT基础设施、云计

算、大数据，当时也提人工智

能，然后往上去走。但是整个

这块都是以点状在出现，变现

的时候，我们走了几年发现价

值变现比较难，因为没有形成

整体的产业生态，这些基础的

东西没有串起来，所以价值很

难。

现在我们也在做，我们感

触到，第一，我们面对客户的

时候，已经不用谈这个概念，

只需要谈我的产品，我的基础

品牌、技术底层技术，不会再

普及基础知识；第二、在产业

生态聚集方面，这些技术也不

是我一家来做，其实小生态构

成需要很多企业来做的，现在

构成以后，各自企业可以贡献

自己的核心价值，形成综合

的竞争体，这个也是非常关键

的，现在我们在做这一块的时

候，合作伙伴在小生态构建上

大家都是有共识的，所以在推

动起来会比较容易，对大数据

产业发展我认为是非常有帮助

的。

【主持人时建中】：有了

共识确实非常重要，如果观念

没有转换，不可能有共识，有

共识以后成本就下降了，有了

共识后面就是共享了。下面有

请曾总。

【曾途】：国家把战略明

确之后，给微观的企业主体带

来的收益是巨大的。2013年7

月30日成立公司，当时3万元

注册公司，不断发展到今天，

也经历了大数据行业，上万家

企业只有几千家，突然之间又

只有核心企业的过程。值得欣

慰的是在去年，12月8日的时

候，我们看中国大数据兴起元

年应该是2013年，真正意义上

这个行业的重大变革是2017

年底，大数据战略，讲到大数

据要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

为实体经济当中重要的支持部

分，第一要掌握核心技术，第

二在政府领域要让我们的干部

学会用数据说话、数据分析和

数据决策。

这样形势上的改善，大数

据就变成嵌入到我们生活和工

作当中必要的要素。作为产业

来说，我们能体会到这样一个

改变是非常大的。第一，营销

过程中、服务过程当中购买大

数据决策服务的案例多了，大

家明白大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

商业模式，购买服务的模式或

者一个新的模式也出现了。这

样的一个市场环境的向好就导

致了新经济当中几个基本要素

发生变化，我们在2015年的时

候和财新发布的中国新经济指

数，当时总理也对我们进行了

点赞，核心就是说新经济对于

高资产企业来说，最主要的是

几个构成高端劳动力投入、资

本投入、科技转化。

在这个产业快速发展受到

认可的时候，市场总量突然从

单一的产业，这个产业渗透到

实体经济去了，就从单变量变

成复杂变量，变成了多因子的

模型，我们这种企业就是人才

驱动性的，有40多个博士专门

做底层的基础研究，自己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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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博士流动站，这种技术资产

形成智力资产的时候，你的科

技在转化，从而促使了这个生

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国

家的政策看起来是宏观的，但

是政策导向是让我们作为大数

据的技术和服务提供企业渗透

到了全产业链，而形成单一产

业链和全产业链的过程中，赢

得了人才、赢得了资本、赢得

了科技转化。

【主持人时建中】：数据

变成思维方式的时候，很快就

转化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

式，对于数据来说也是最扎实

的基础，在付之一国家战略就

看我们自己了。

【程宏亮】：美林的战略

有四句话：第一、聚焦行业；

第二、打通行业数据链；第

三、构建产业生态链；第四、

给智能制造赋能。这四句话要

实事到生态的话，可能需要八

年到十年的时间。在国家战

略落地以后，会发现速度非常

快，也让我们非常高兴。所以

在我们那里变化有几个点，第

一、互联网的发展，从去年开

始国家开始提出工业互联网发

展，美林理解有几个，第一以

产业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第

二以区域为核心的，还有能源

互联网，还有以某种产品为核

心的工业互联网，所以我们在

这个里面，在战略落地以后，

很多政府和龙头行业企业都希

望跟我们做一些深度融合，赶

快去做某个产业或者是某个产

品工业互联网的链条。政策落

地以后，我们已经跟五六家开

始谈了，谈的速度非常快，这

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产业政策落

实以后，我们之前做的事情是

工业问问，如何去帮助工业最

底层的单元，以及这些企业里

面的能工巧匠和最顶级的专家

联动起来，用互联网的办法给

工业企业赋能。过去企业在这

个上面很难买单的，现在有很

多政府愿意用代金券的模式给

美林买单，然后发给企业，通

过这个过程不断学习、不断积

累，很快会形成非常大的产业

数据库来为产业服务。

是工业互联网对于数据

新鲜的周期要求非常长，也就

是说这些数据只要不坏，都是

可以有用的。互联网里面可能

一年、一年半很多历史数据没

有用了。对于工业领域来讲，

企业数据的安全性远远比互联

网高得多。比如说设备GPS坐

标、企业用电量情况，所以在

这个行业里面一直在提的你使

用工具安全性的问题。过去单

纬的数据在做工业大数据的时

候很简单，对于外面安全性的

问题也没有显现出来，如果把

财务、营销、研发、售后连起

来的时候，对于数据的安全性

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时候，我

们企业打造的自主开发的大数

据平台在去年年底到今年5月

份，开始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因为过去很多的平台都是用开

源去做的，我们这套算法都是

从核心底层开始封装的。这三

件事情对我们是最大的好处。

【主持人时建中】：你刚

才说赋能实体经济，我用另外

一个词来概括您的上一轮的演

讲就是“不忘初心”，下面有

请莫总。

【莫倩】：大数据成为

国家战略之后，从网知天元创

业角度有三大利好。第一、政

策支持；第二、需求扩大；第

三、资本青睐；在政策支持

上，去年拿到发改委大数据重

大工程，还拿了文化部新媒体

大数据平台政府的资助。在需

求方面，就是金融、文化领域

需求很大，网智天元原来根本

迈不进银行大门的在需求扩张

的情况下，两年时间银行客户

已经超过60余家；第三、资本

青睐，这里很多大数据公司都

是被资本所追捧的。

【主持人时建中】：政策

支持是顺应大势的问题，需求

是提供服务的问题，资本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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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决发展瓶颈的问题。第二

个问题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分

享。第三轮的问题是您对大数

据产业生态的理解，大数据产

业生态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中的

作用。

【赵福军】：大数据产业

生态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也离

不开实体经济，也离不开大数

据产业。大数据整个生态产业

链来说，我觉得大数据技术性

的公司，做算法的，有提供大

数据数据源的，以及有场景大

大数据公司，都应该有参与到

大数据产业生态里。

【冯嵱】：大数据是政产

学研用，全民齐上阵，确实是

这样。不管从来源来讲、从处

理过程来讲、受益者来讲，都

是多元化的。然后一个行业、

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法单独完成

大数据的事儿。大数据就是大

到单一的决策部门来处理。

【支宝才】：TalkingData

战略核心之一就是去打造大数

据产业生态，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大数据生态开放共享是

核心，现在很多企业确实有很

大的数据量，有很大的算法、

应用的能力，但是是封闭的。

这个大家也感觉到，这个企业

的未来，我认为是加法，他

认为数据会增多、能力也会提

升。但是开放共享是指数性的

增长，未来真正能够在生态中

获得收益的企业，应该是参与

到开放共享里面去的，这个里

面在产业链的某一个环节或者

一个小型的企业可能更多。

为只有这样的基础的政策

法律环境保障，共享的生态才

能落地。TalkingData也在不

断的探索服务模式，因为我们

是一家数据智能服务提供商，

比如说我们跟MIT合作一个项

目，怎么样在数据不被移动的

情况下，让模型移动去完成联

合建模的工作。这样既解决了

数据安全问题，同时也解决了

数据共享、开放带来收益的问

题。我认为从技术角度来讲、

从服务模式来讲，这些问题都

能解决。

第三、数据如果脱离了应

用，脱离了场景实际上是没有

价值的。过去很多企业很喜欢

收集数据，实际上这样只会带

来成本。因为数据没有直接价

值，只有跟应用、场景结合起

来才有价值。所以我们现在跟

客户的合作模式，包括把我们

的能力变成产品或者能力的时

候，都跟客户的实际应用场景

去结合，或者去解决决策效率

的问题，或者去解决销售效率

的问题，或者去解决一个风险

控制的问题，只有这样，这个

生态才能健康的发展。

【蔡玲】：我认为大数据

产业的蓬勃发展的驱动就是场

景驱动，场景驱动归根到底还

是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也就

是说是一个提升效率、降低成

本、控制风险三个点。如果要

做到系统的，真正给客户带来

价值，用数据创造价值来说，

肯定是有多方面的数据和复杂

的多元异构的数据整体整合，

这个至少是小生态的构建。包

括从底层到上面的一层层搭起

来的过程。今天也是论坛我最

后想谈一个观点，整个国家战

略发布了，对于我们的共识成

本是有很大的价值的，从辨识

角度来说，让我们在数据集

中以及数据共享上有一定的障

碍，因为我们的服务主要面向

的是客户和大型企事业单位，

特别是在政府方面比较明显。

在不同的省市政府尤为明显，

如果不是当地企业想去运营当

地数据是非常难的。在同一个

城市不同部门来说，大家都认

为数据是资产，都是我赖以竞

争和生存的要素，所以他还是

攥在手里的。如何去架构它的

的所有权、使用权的问题，这

个是推进生态快速发展的关键

点。

【曾途】：首先看我们赵

国栋秘书长的数字生态论。仔

细去看这本书非常深刻，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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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生态论，90年代的时候，

霍尔·夏佩洛、卡尔·瓦里埃

提出了信息网络经济，最著名

的书是《信息数据规则》，我

们打造这个生态就是能够边际

受益递增的，从数据的轨迹、

治理、应用场景、数据技术都

有边际收益递增的企业形成生

态，在不同场景和领域下打造

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整体生

态的固定成本，在边际成本递

减技术上实现成个成本下降，

从而实现整个生态的边际收

益递增，形成规模经济，形成

正反馈。这是落实国家战略，

基于数字化时代产品的核心要

点。所以我们肯定希望能够参

与到生态结构当中，成为某个

断面当中边际收益递增，从而

实现整个大数据的蓬勃崛起。

【程宏亮】：关于生态，

首先看生态的目的是什么，就

像过去捕鱼还是钓鱼，还是用

渔网去捞鱼。生态核心的建立

就是要用网去打鱼。工业互联

网实际上就是构建生态，因为

工业互联网跟各方面购物的互

联网是一样的，核心是把用户

端使用的数据反馈到未来的设

计、制造、装备、运营过程，

这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在核

心过程中也是打造生态。做工

业大数据，工业大数据相当于

一个诸子，这个柱子打多深，

意味着生态能打多高。数据打

得深，相当于出营养的管子有

多少，也能够构建给企业赋

能，所以生态未来一定是企业

弯道超车的机会。

【莫倩】：请允许我用

这个机会为大家介绍大数据三

角生态理论，第一个角是数据

流，就是大数据；第二、资金

流，就是资金的流转；第三、

情感流，就是文化和文明意识

的繁衍。老祖先有一句话，叫

“道生一”，一是数据流，一

生二，二是金融流，二是三，

三是情感流，三生万物，万物

构建大数据生态，网络稚嫩开

天立元，网智天元需要利用自

己的大数据三角生态理论成为

大数据智能的领军者。

【主持人时建中】：本来

我应该是像几位嘉宾分享自己

的看法。但是由于我们的秘书

长王露同志没有到场，后来他

们就跟我讲，能不能牺牲一下

发表观点的机会，做一些程序

性的工作。毫无疑问，我这次

程序工作做得是不成功的，占

用了大家太多的时间。非常遗

憾我也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想用两三分钟的时间来

谈一下法律人对这个问题的观

察。

首先来自于业界认为，落

实国家战略，构建产业生态的

政策是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

一个共识。但是毫无疑问，政

策有余、法制不足，后来发现

不对，是政策有多余，法制待

健全。政策还需要往前去推，

但是要把行之有效的政策尽快

的法制化，以法制的形式固

化。

刚才莫总讲，资金流、

数据流和情感流，这就说明它

是流动的，是开放的。如果流

到水库里，最后成为死水，只

有到奔流不息的江河中才能有

价值。这个就需要开放，开放

的过程是动态的发展，所有动

态的发展一定是以静态的权利

的明晰的鉴定为基础的。如果

没有静态的、明晰的、全面的

鉴定就意味着围绕数据所产生

的利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分

配，我不知道我用的数据是谁

的，不知道基于数据产生的利

益是谁的。

法律是重要的利益分配

机制，如果法律对利益的分配

本身出了问题的时候，一定会

影响到产业的发展。所以围绕

数据经济过程中，法制建设一

个非常重要的逻辑起点就是尽

快的明确与数据利益相关的各

个环节的权利的界定。把这套

权利体系构建起来了，无论是

采集，存储、清洗、挖掘、分

享、交易，才更加安全、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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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所谓的安全就是指对未

来行为可确定性的预期。如果

未来状态是不确定的，那就意

味着不安全，法律上讲的安

全跟老百姓讲的安全是不一样

的，老百姓说风太大了，万一

树倒了把人砸死那就是不安

全。法律上的安全，是对未来

的预期是否具有稳定性，如果

有稳定性就是安全，如果不稳

定，就是不安全的，如果不安

全，交易、开发一定会受到影

响，产业一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今天听了各位业内的

专家演讲之后，对法律人有一

个非常强的感受就是我们要一

起共同的呼吁，加快数字经济

当中，与数据行为有关的所有

环节有关的权利鉴定，只有这

样，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个行业

的发展更加扎实，只有各个领

域之各个环节扎实，产业生态

的构建才成为可能。而产业生

态构建一旦成为可能的时候，

我们这个产业来报效祖国才能

有更广阔的前景。

感谢各位嘉宾，谢谢！

【主持人】：现在是海云

数据首席产品官王斌的主旨演

讲，有请！

【王斌】：大家好！

非常高兴来参加大数据

的会议，好几年没有参加了。

我以前曾经在SAP工作过很多

年，所以每年大型的会参加了

很多。前几年在做一些基础投

资的工作，今年年初，加盟了

海云数据，海云数据的冯董事

长是非常年轻有为的80后，

很新锐，本来应该他来介绍海

云公司了，他来不了，就由我

越俎代庖，代表他介绍一下海

云。

海云数据站在IT公司的历

史非常成立，2013年成立，

到今年刚刚五年的时间。但是

站在大数据分析领域来说，海

云数据不算一个新兵。在过去

的五年间，海云数据一直在做

数据分析业务工作，所以海云

公司的使命也是“让所有客户

的数据决策能力得到极速进

化”。在发展的今天，海云一

直在注重把客户的数据通过合

理的分析嵌入到业务中去，所

以海云就是如何能够帮助客户

更好的实现业务，这是海云的

目标。前三年，海云数据积累

了大量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

包括2017年入选了Gartner发

布的全球COLL……VENDOR公司

之一。

海云公司成立五年时间，

但是所服务的客户很多，包括

在中国很多的大型外企，还有

很多大型的国企，我们帮助他

们去做业务分析和数据分析。

总部在北京，我们在北京、上

海、重庆、南京都有研发中

心，此时，海云也很需要大量

的数据分析人才，但是合格的

人才还是比较难找的。我本人

也兼海云研究院的院长，跟很

多的合作院校搞了联合实验

室，但是我们的联合实验室是

面向真正的业务课题的，比如

跟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搞的联合

实验室是专门针对广泛的模糊

图象识别，跟香港科技大学搞

的联合实验室也是基于另外一

个金融场景。

【王斌】：我们对外发

布，但是并不是开放给通用型

客户的，核心原因也是各位专

家所说的，因为数据的安全、

数据的策略在国家明确的法律

定义之前，在使用上是有很多

忌讳的。因为你开放给谁用，

不给谁用，我们图易的平台，

大量时间是专属客户在使用

的。海云图易最后包括了两个

平台，一个是机器学习平台，

一个是可视分析平台。

在很多很复杂的情况下，

不需要做原始的建模，非常动

态的把公安人员，比如刑警分

析人员在同时跟踪几个，比如

一个犯罪团伙里有一到四个嫌

疑人的时候，可以实现多纬跟

踪。总之，给大家一个结论，

现在在公共安全领域，越来越

多的公安系统，公安的人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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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数据，他们对大数据的

定义可不是讨论大数据是不是

还有用。在此时此刻，就是公

安的一个业务能力，所以我感

觉我们的社会现在是越来越安

全了，这也是海云能够聊以欣

慰的。整个社会目前由于公安

在大数据方面的超深度的使

用，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合法

机制，所以它对于很数据的拥

有、使用、访问、循环都有它

的法律地位，所以目前没有数

据法律纠纷的问题，由于对数

据有绝对的访问权，所以给各

位造就了越来越安全的社会。

海云除了自己的AI之外，

图易除了技术属性之外，也来

突出生态属性的特点。在图易

生态平台上，也集合了各种科

学研究机构、合作伙伴，包括

咨询。大数据在我们做客户业

务看来，大数据是个生产力，

目前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与大数据生产力相匹配的

生产关系，而这个生产关系到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经验感

觉是理念和意识的问题，如果

我们还是按照电子管的理念去

定义超大规模逻辑电路这两个

永远弄不出来。如何去管理大

数据、如何使用大数据，发展

法规制定者在理念上有很大的

突破才行，如果用旧的生产关

系，再怎么换，也无法适应新

的生产力。这是海云一直在追

求创建的生态群体。

这是海云的服务平台基础

架构，我就不仔细介绍了。

【王斌】：这是海云做的

唇语识别，唇语识别是非常难

的课题，要达到广泛意义上的

唇语识别是不太可能的，但是

现在用在公安领域。人工智能

技术非常多，我们只会选择在

实际的场景上马上产生出效果

的，是我们海云重点去攻的地

方。

未来三到五年间，可视

化分析将会成为新的风口，的

确在今天也是这么回事，这是

公安的应用场景，在做两纬分

析。这两个摄像头捕捉的是在

两个不同的卡口，在你寻找人

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数博会的

现场有很多的入口，在两个入

口要跟踪两个人的时候，这两

个人在某一个点可能会发生碰

面，在哪碰面我不知道，但

是根据推演分析应该会发生碰

面，因此要做多纬的预测和跟

踪。

这个是传统的指挥中心，

还是基于传统视频的。现在的

很多公安系统，信息化指挥，

它的大屏已经不单单是可视化

摄象头了，已经实现数据化的

管理方式。所以就实现全天

候，刮风下雨，传统的监控中

心，比如说雾霾很厉害的时

候，监控中心是很压抑的，屏

幕都是灰蒙蒙的，真正要去控

制的是信息流，视频带回来的

也是信息流的另外一种表达方

式。这个是110使用了新的大

屏管理之后的截面。这个中间

包含了N多种可能的演化路径

在里面，这个是我们在机场里

面应付机场的突发事件，包括

航班的突发事件，包括机场的

突发事件，包括机场后勤的突

发事件，所以它的作战指挥跟

公安的情况是类似的，但是它

的场景可能对付的不是灾害，

可能的是对付的自然灾害、大

风、地震，但是场景是完全类

似的。

这个是在传统的机场管理

当中是这种情况，我们的数据

分析实现了机场业务再造。初

步算了一下，我们的数据分析

在广州白云机场作业有效率提

升了30%多，所以效率还是非

常明显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马上进行第

二环节的对话，对话嘉宾是：

唯你网联合创始人副总裁赵勇

先生；众调科技CEO谢鹏先

生；四方伟业总经理王纯斌先

生；奥维云网董事兼副总裁韩

昱先生；因果树创始人李姜元

鸿女士、自如信息CTO王迪先

生，重庆远见联合创始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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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张有遵先生，下面有请主持

人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秘书

长赵国栋先生。

问一下在座的企业家，

你们都是年轻的企业家，都是

很优秀的，每个企业都生活在

自己的生态里面，或大或小而

已，在你的上游、下游形成这

样一个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

系可能很健康，慢慢变成很大

的，也可以做成衰落的。现在

的问题是说，怎么评价你们所

在的生态是什么？你认为你的

生态里面是大生态还是小生

态，你在大生态所处的地位是

什么？这是一个关于定位的问

题，也是开放性的问题，希望

你们运用特别简练的语言来回

答。

【赵勇】：各位嘉宾，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

家进行分享。唯你网是以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为基础的财税服

务商，财税是比较传统的，久

其软件也是我们行业里的老前

辈。我们是2013年进入这个

行业，从一开始，我们自己的

定位就与传统的几个巨头有所

不同。传统的财税服务者或者

财税软件厂家定位自己是一

个工具或者是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在一开始，我们把一目标

放在了使用这些财务软件，使

用ERP、使用这些信息系统的

人身上。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财

务，93年毕业，我是财务专

业，到现在我一直都以财务工

作为主。这么多年来，从用算

盘，到DOS软件下，到用友，

到今天的SAP，我发现技术越

发展，财务部的人就越来越

多，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把

自己定位在生态当中哪一个部

分呢？

我们希望通过深度学习，

通过大数据的技术，来替代现

在在这个生态当中大量的财务

操作人员，把不能够被软件替

代的工作，包括专业的判断、

专业的会计处理、税务处理工

作用人工智能替代掉。中国现

在有2000万会计人员，其中

80%是初级职称甚至是没有职

称的，又链接了每年1000亿

左右的财务软件和财税服务市

场，所以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

还很小，但是以后可能会成为

这个市场当中的串联者和驱动

者，因为软件，还有ERP，无

论什么东西都需要人来操作，

我们定位在人的替代者上面，

希望更多的能够串联起生态中

的上下游，对这个生态起到推

动作用。

【谢鹏】：我们主要聚

焦在汽车行业，本质来讲是基

于人、车、企业。通过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为汽车行业的流动

发展，提升它的整体效率和创

新运营模式。对于汽车这个万

亿级的市场来讲，作为一家创

业型的公司，应该摆在什么位

置，其实非常。因为对于一个

创业公司来讲，我们没有那么

强大的资金去推动，那么可以

用什么来撬动呢？可以用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也就是数联

网的概念，我们用数据、用智

慧、用智能去赋能汽车行业的

所有参与者。包括哪些呢？包

括汽车生产制造企业、经销商

集团，包括4S店，网商、维修

保养的店，包括人人、瓜子二

手车平台，包括后面汽车的金

融、汽车的保险、延保等等。

而当我们去放眼看资金

密集行业、体量庞大的企业的

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我

们通过什么来驱动？做两件事

情：第一、探索人的价值；

体二、探索车的价值。我们发

现用户的车主的行为进行深

入的学习和分析，而知道成为

一家最懂汽车消费者的企业。

我们把这种能力赋予给我们的

主机厂，可以做C2B的制造，

可以根据汽车消费者的需求去

做产品规划、网点布局、营销

策略、产品定价、去做精准营

销。这个我们是改善和改变的

汽车行业整体效率和运营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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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面，我们对传统汽

车制造企业转型和升级提供了

数据赋能；第二、对未来电咖

类似于汽车造车新势力提供了

新的数据赋能模式，实际上打

开了一个新的窗。新的造车势

力没有4S网络，没有强大的

保有群体，但是需要获客需要

把车卖出去，需要新的消费金

融产品，比如保值营销、融资

租赁等等。如果我们用传统的

销售模式和非新零售的模式、

非数据驱动的模式，寻找消费

者，建立网点布局，去获取用

户价值的发现，是非常难的实

现。所以一个是帮助传统主机

厂进行转型升级，同时帮助新

的造车势力有效成长。

对于车价方面，在中国，

我们的消费者开始认知，类似

于互联网开始做融资租赁，将

来厂商最重要的力量，汽车厂

商今年开始做融资租赁。融资

租赁最基本的要素是对一辆车

未来几年的残值的预测，预测

的准确率还有每个月要交付的

租金还有风控，这一切是基于

大数据构建的二手车定价和残

值预测。这个是唯一被中方和

外方认可的一套平台。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来撬动

汽车行业的发展，同时希望通

过指数和标准引领汽车行业往

更加透明、公正、公平，一个

相对合理的，有买卖关系、交

易关系乃至交易和融合的关系

新的产业生态。

【主持人赵国栋】：众调

科技在塑造汽车行业新生。

【谢鹏】：我们成立初衷

就是这样，一直没有改变过。

【韩昱】：我就分享两

个小的观点：第一、怎么看大

数据生态；第二、我们是怎么

做生态的。第一个问题，我们

怎么看大数据生态？赵老师的

PPT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就是

大数据生态其实往大了看肯定

包括产业、科技、金融这三大

块。其实现在我们所在的企业

都是把自己定位在产业技术和

金融，这里面的逻辑关系是这

个技术面向的是哪个产业，你

为哪个产业服务，然后需要在

金融领域、资金杠杆需要什

么样的安排和考虑。在技术这

块，包括我是数据的生产者、

提供者，还是我是IT基础技术

提供者，还是我是网络服务提

供者，还是我是做一个数据应

用的软件的服务者，还是我做

系统集成开发，还是去做正确

的解决方案，其实这都是生态

里面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对

于我们所处这个里面，都是处

在这个生态当中的一个角色。

所以首先是对生态要良性、持

续的发展，在生态里面每个企

业才能活得更好。这是我对大

数据生态的看法。

第二、对于奥维云网自

己，每个企业都在做自己的微

生态。在奥维云网看来，面向

的都是社会，社会的基础都是

家庭。我们是基于家庭来做应

用方案的服务商，我们的生态

怎么去建？用ABCD来阐述我

们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A，就是我们要做的核

心，就是数据分析和挖掘；

B、产业、商业，一定会考虑

清楚你会面向哪些行业，垂直

做哪些行业，横向拓展做哪

些行业，也就是要想清楚自己

去做什么。奥维云网围绕智慧

家庭，人、屋、物这三个要素

去做，物就是家电、五金家

电、家庭消费的物品，屋就是

地产，人就是用户的行为，我

们围绕这三个在拓展；C，就

是定位在家庭，就是个人；

D，就是我们所处的生态当中

Data，就是数据，我们围绕

家庭领域的ABCD来做我们的

生态，目前是从单点，比如在

家电布点里面，现在已经是行

业TOP1，大家只要能想起来

的家电品牌都是我们的合作客

户。谢谢！

【主持人赵国栋】：要在

家电时代做数字家庭。

【李姜元鸿】：我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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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问题来问一下大家。比如

说我们知不知道全国这么多

的省、市、自治区到底芯片分

布在哪个省、市、自治区是

最强的。我们在谈到中心问题

的时候，根本没有搞清楚我

们自己的家底是什么样的。这

些芯片、半导体公司都集中在

哪些地区。在全球100多个国

家，技术形态去相比的话会是

什么样子；第二、如果去讲渗

透率，究竟在多少个大的产业

是强渗透的，比如车联网、智

能制造、物联网等等，渗透程

度、数量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比

例是什么样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现在开车找一个地方的时

候，我们都知道用百度或者

Google的地图，但是在发展产

业，或者去做刚才我们问到这

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

一个类似这样的产业地图。

我们在全国有50个产业

链做了全国范围内的全景的云

地图，按照地区，比如北京市

也好，还是贵阳，到底有多少

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到哪些产

业。假如说车联网当中的传感

器也是非常重要的技术环节，

这个传感器当中的毫米波雷达

都有哪些公司，都分布在哪些

地区，这些技术在全球103个

国家进行比对，优胜劣汰的质

量状态怎么样；如果另一个渠

道，都说快手和抖音是竞争对

手，但是这两家公司的用户有

没有差异化，这个是一个类似

于GPS的地图，所以因果树做

的是基础设施，我们相当于给

大家一个发展产业、找准产业

的大的细节和模块，所以到底

能回答多大程度的问题，各个

地区有多少的省市自治区以及

企业、投资机构需要去解决这

个问题，这个是因果树潜在的

非常大的机会。

【赵国栋】：因果树是在

描绘、刻画各个大生态。

【王迪】：自如是一家创

建自链家集团的，2011年开始

从事租赁方面的行业，我们提

供的是高品质的租住产品和相

关生活服务的科技型互联网公

司，O2O公司。发展六年，在

全国九个城市服务30万业主和

140万自住客，管理7000亿的

房屋资产，并且在去年刚刚完

成了A轮融资，也获得了像红

杉资本、腾讯的投资。

我们所在的行业跟民生非

常相关，会场入口看到两句话

“促进大数据保障和提升民生

方面以及与实体经济结合”。

大家在大城市住的话，会发现

这个行业用户体验相对原始，

所以自如希望在这个产业链当

中扮演一个角色，也是赋能行

业当中很多的合作伙伴。这

里面除了有房屋之外，会有租

客，会有业主，本身需要用信

息做匹配，同时我们还需要对

房屋进行装修和配置，这里面

涉及到供应链管理、质量控制

以及售后的相关维护。所以跟

用户接触期是非常长的，在中

国这些服务类的相关行业，数

据线上化还没有完成，所以它

的大数据和互联网应用才刚刚

开始。

再举个例子，我们现在

提供保洁服务，在北京市就有

3000多名保洁阿姨，150万单

的保洁量在平台上跑。这是什

么概念？事实上，我们可能已

经成为了全市最大的保洁服务

公司，当我们去做这件事的时

候，会发现现有供应商生能力

是很初级的，所以自如为保洁

阿姨也好，为装修师傅也好、

为维修工人也好，以及产业链

的合作伙伴都开发了专用的信

息系统和APP功能，让他们在

今天服务环节当中能够首先做

到线上化，这个是未来在生态

当中能够去推进的事情。

【张友遵】：我们的目标

是做中国可信信息服务商，实

际上我们的可信数据大部分来

自于政府，所以目前主攻方向

是做智慧政务。在重庆，我们

主要是做智慧政务方面的主攻

方向，如果套用大数据产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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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定位。

我个人认为产业生态大数

据构成有三个方面：第一、技

术支撑，就是网络、输出和服

务器，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保证

数据安全不泄漏。重庆远见本

身有自己的机房，是符合国家

安全标准的或者等保三级的，

在这个基础上为客户服务，可

以保证让他们放心。

第二、数据服务，包括

数据采集、数据交易、数据分

析、数据可视化、数据挖掘等

等，主要是帮助政务做一些数

据的数据管理平台。在不同的

领域中，不同的机构中，他们

的数据质量和数据标准、数据

管理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而

且也存在众多的堵点、痛点，

形成了很多数据孤岛。所以在

数据服务方面，我们也是帮助

政府打造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通过政府的内网，可以保证政

府间的数据建立，他们也在构

建中国的信用社会体系，这个

作为基础设施来服务。

第三、融合应用，当有

了基础设施、数据服务之后，

最终要实现的是对社会的价

值、对社会的应用。所以我们

已经试点了移动办税的业务，

在手机端就可以直接，刚才说

的一个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路，不用专门跑到政府

机关填写一个报表，做一些申

请才能办完。有一个案例，重

庆偏远的区县，有一些企业要

领发票，要跑4个小时，到税

务局去领发票。如果现在通过

刷脸、获取认证，证明你是你

以后，可以通过政府绑定的信

息办理这些业务，在手机端申

请服务，这样真正保证办事效

率，真正把政府累计的能量，

赋予到社会当中产生价值。

第二点，比如说有奖发

票，可以通过政府收集到数据

之后，把能量转化为赋能上，

让每张发票变成彩票，扫描二

维码，如果中奖可以及时的得

到红包，然后还可以参与到二

次摇奖，这样可以对税收有促

进作用，促进全民监督。

还有一个是智能咨询，重

庆市的政务热线，通过两三年

运营之后，在政务咨询上，按

照人工作息是1：1万的比例，

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要覆

盖到人民各个层面的情况，如

果单纯靠人工解决社会需求，

完全达不到。所以远见跟行业

巨头来合作智能机器人，目前

先对税务方面做了专金的税

务机器人，把税务涉及到的信

息、数据库、语音进行分析，

慢慢饲养机器人，这样可以达

到命中率，这样可以帮助政

府、帮助大众产生价值。

【主持人赵国栋】：刚刚

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机会介绍

自己的公司。每个企业都是生

存于生态之中，或紧密、或松

散、或有形、或无形，都逃脱

不了这个过程。第二个问题，

如果想发育一个比较好的产业

生态，要具备哪些要素呢？

【赵勇】：从我的观念来

看，因为我自己一直是在财税

圈子里。我认为促进生态发展

甚至变革，最重要的因素是技

术的发展。为什么中国有2000

万的财务人员，原因是从会计

发展到今天，这么多年来，

五六百年来，在大数据的框架

下，我们仍然没有突破数据采

集的关口，所有的嘉宾以及社

会上的人对财务死板的概念就

是一堆发票、一堆帐本，一个

人埋在里面，旁边放着计算

机、算盘。但是这个只描绘了

会计最耗费体力的工作就是数

据采集，数据采集这么多年以

来，无论是网银的出现，还是

电子发票的出现，都没有对数

据采集工作构成一个革命性的

变动。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

图象识别、深度学习的算法出

现了之后，我们发现对于非结

构化数据的采集，以及来自于

其他信息系统，互联网上结构

化数据的采集就变得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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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变得容易了。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原来财税人员的倒三

角形的金字塔结构，就是低端

人员多、高端人员少的结构，

到现在2000万人中，高级职称

会计师只有15万人，15万：

2000万，这种很不正常的金字

塔结构就会被打破，这种低端

的数据采集、数据清洗甚至数

据处理能力就有可能被AI所替

代掉。这个不仅仅解决了效率

问题，在数据层面，原来人工

很难采集到最细的数据、最全

面的数据，在机器作业层面下

都有可能了，采集颗粒最小、

速度最快，机器24小时无休，

就只能干7个小时，我深信在

财税里面一定会出现革命性

的生态大飞跃，所以我认为技

术的发展，在这个点上，对生

态取得的作用远远大于政策，

还是知识、以及行业本身的发

展。

【谢鹏】：主要是三个方

面：第一、标准驱动；第二、

数据融合；第三、应用埋点，

埋点是把数据采集以后放在合

适的位置。

标准驱动，以汽车行业

为例，美国会有新车的质量指

数、用户满意度指数，售后

服务的标准，但是中国没有。

所以我们始终看到消费者在

抱怨，但是标准在哪里，没有

人知道；第二、二手车非常

混乱，中间商永远都是在赚差

价。二手车第一车况不透明、

车价不透明、对二手车没来带

来信任的基础。标准驱动是让

大家在一个标准下说话，这样

的标准是行业发展的旗帜，它

可以带动整个行业参与者，提

升服务质量和效率。这种高水

平、高质量平台的建立，会让

每个参与者效率都提升，每个

参与者成本都降低。

第二、数据融合，新车的

用户把车卖出去之后，这辆车

马上变成二手车。在新车时会

有新车贷款和延保以及保险，

包括增加的配件和产品，卖完

之后马上变成二手车。二手车

使用过程中，有每次的维修保

养等等，接下来对这些车，维

修保养会更换配件，这个是汽

车的后市场，这个时候会有洗

车、养护、换轮胎等等。再到

后面，这辆车卖的时候，想看

一下这辆车的维修保养记录，

有没有水泡、有没有火烧过，

这个车价在二手车市场形成标

准。它是基于人和车的周期形

成的产业链，而所有的都是根

据这两个链条进行生产、制造

和营销，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

赋予。当数据能够实现融合的

时候，能够很快的把消费者，

把车从生产到销售、到使用，

到最后置换都可以串联起来。

而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没有完整

的数据，每个主机厂数据是

独立的，经销商集团也是独立

的，这样我们发现数据没有办

法融合，所以在产业融合升级

的时候，这个事情可能只有上

汽集团、北汽集团把所有方面

的服务全部做一遍，但是仅限

于其中的一个集团或者只限于

这个品牌的用户。

第三、应用埋点：以前

我们在数据采集的能力不够，

所以在图象识别、云识别的技

术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

没有通过自动化的方式获取

信息。我们可以通过AI、通过

云识别，通过视觉分析，包括

手势交互等等，可以实现数

据智能采集和分析，通过区块

链技术，可以实现在每个点上

的转移，可以把APP，微信服

务号，或者某个终端设备放在

出行业务出现的环节的时候，

这个时候采集的数据才是完整

的数据，这个时候才能做数据

融合。数据融合之后才能做有

效的分析，建立标准的体系，

才能够实现整个产业全方位的

融合以及在整个利益体当中利

益的再分配，这样的话，整个

产业生态才能够有效的建立起

来。

【主持人赵国栋】：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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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充分、言简意赅。

【韩昱】：这个问题分

两个层面：第一、站在产业生

态，有两个比较关键的要素，

一个是在政府层面政策支持或

者规范引导，能够把大的生态

往一个良性可持续的发展走下

去；第二、因为这个产业生态

里面各个角色之间存在一定的

封闭性，需要第三方，类似于

中关村数据联盟这样的，作为

一个数据节点，实现共享共

赢，这是从外部。

构建一个好的大数据生

态，尤其在企业微生态的构

建，核心的要素是四个，数

据、技术、应用、商业，这四

个肯定是很重要的。在这四

个里面，只能说一个，对于奥

维云网来说只能是数据。我们

定位的生态是数字家庭，围绕

人、屋、物去构建我们的数

据，人，通过智能产品采集到

用户的使用行为，比如电视的

收视行为，什么时间偏好什么

类型的节目，也通过和银联运

营商的合作，获得人的消费习

惯；屋，住建方面的数据我们

去获取；物，这些商品的数据

我们也是一直存储的。

更多的回到数据核心，

最后核心肯定是数联，对一个

微生态来讲，也是把这些联合

起来。我们会发现，屋的数据

一般是物的数据的先行指标。

举个例子，一般装修房子，可

能两三个月以后就会采购家电

布品，所以这个是有关联的。

所以对于一个企业微生态的构

建，最核心的要素还是数。

【李姜元鸿】：在宏观，

大数据行业里面基本上重要的

数据都来自于政府，而政府的

数据非常条块化，就算我拿到

了政府钢铁数据、医疗数据，

分门别类的条块化数据，还是

没有办法进行生态化的数据处

理。所以包括N多的云公司，

帮他们从各个条块的数据融合

在一起，怎么进行多元数据融

合，国外有家公司做这个事情

做的很好，它把各个纬度的数

据进行多元数据融合，进行实

时的流数据计算。在国内，目

前来看，处理的还是很差。

中观层面，生态系统里面

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产业链

和价值链。我比较同意上一场

曾途说的，在整个数据行业，

因为提到了信息规则的作用，

它是Google的首席应用专家，

也是构建搜索排序系统的发起

人，所以他在提到信息规则里

面最核心的是大数据行业投入

产出比的计算，通过什么样的

模式达到边际成本递减甚至为

零。这是我们在做如何的数据

大模块考虑的投入产出比以及

边际成本递减的好的模式，这

个价值链的链条建设，到目前

来看还没有真正的形成。

微观层面，数据的五大要

素，在场景里面，有一个比场

景更难解决的问题是数据纬度

的问题。我们根据场景做了各

种各样的分析，有各种各样的

数据策略，解决了什么问题。

但是我拆分的从数据规模下所

换算的，不管是标签也好，还

是其他的动态数据要素也好，

数据的纬度到底有多少，数据

和数据最后对标计算，在微观

产品下所处理的能力是有你数

据纬度非常细而精准的颗粒度

所带来的精准化，也就是说无

论政府在地方去解决问题的精

细化的政府治理还是解决场景

下的精细化场景治理，都是由

我们的数据纬度所决定的。而

这些大数据的清洗，数据智

能和人工智能在微观层面核心

的，目前的中国现状还处在有

多少的人工才有多少的智能，

而不可能一部跨到数据智能。

而真正的纬度是数据颗粒的精

准化。

【王迪】：近期从整个生

态来看，先实现产业链条的数

据化，把线下的事情能够线上

化。在过去大家如果租房子，

从你找房子，到你去看，到最

后签约、住进去，到后面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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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维修、日常，可能80%的

经验都是在线下去做，只有少

部分在线上，可能是八二的比

例。自如今天把这个比例倒过

来了，八成在互联网上完成，

二成在线下。未来在很多生活

服务，保洁、装修、维修、搬

家等等也都逐渐往线上去做。

我们认为，大数据在第一阶段

对行业最重要的价值是提升行

业的产品个服务品质。

所以我们通过各种各样

的赋能，让产品有最基本的品

质和可信赖度，这是我们不断

在想的事情。走过这个阶段之

后，下一步才是智能化、个性

化的更高一级的服务，我们也

做了探索，比如说在自如全国

60万间房屋当中，已经配了

64万把智能锁，不能传统的机

械锁芯锁，如果是机械的，现

在钥匙不知道配了多少把了。

智能锁是一人一码，时间一过

就过期了。所以我们今天能不

能做无人值守的家庭保洁，今

天阿姨去了，有码可以去做公

共区域的保洁，有了智能锁之

后，家庭的情况和数据就可以

做线上化了。

【张友遵】：我们是做可

信数据运营的，又是政务方面

的，跟政府打交道比较多，我

认为核心要素就是天时、地利

和人和。

天时，我们的政策层面，

和大推动的层面政府走的很

多，对引导的层面，像大会的

举办也是不遗余力的，但这是

其中一条腿，另外一条腿也要

跟上，就是法制和相应的措施

要跟进，不跟进的话很多数据

发挥不了价值，没有办法进入

到社会里去，政府有很多数

据，没办法使用，也不知道如

何使用，拥有权、使用权还有

分析、挖掘没有明晰的责任、

权利和义务，所有数据产生是

社会产生的，政府只是保管，

但是真正要还民于社会，这

个天时的坎差的就是法制。这

块如果一直没有明确的话，像

保密的话是有的像国家保密局

对所有文件有级别分类的，有

秘密、机密、绝密，国家保密

局有相应的级别处罚规则的，

但是数据是没有的。在这个方

面，如果没有快速推进，政府

很难把数据价值还民于社会。

地利，实际上就是基础

设施和成本，当我们的成本达

到一个企业可以去构建商业模

式的时候，这个产业就可以蓬

勃发展了。就像抖音非常火，

三年前腾讯也做过是微视，为

什么做不起来？因为当时流量

很贵，我们看不起，之前有一

个笑话说，看一晚上，一套房

子没有了。在这个环境下，本

身的成本不到一定程度的话，

如果企业构建不了商业模式的

话，很难对社会产生价值。

人和，像赵总提会计有15

万人是高级的，有2000万人

是低级的。大数据也是一样，

人才很多，但是真正高端的很

少，所以我们要培养人才，真

正让人才产生价值。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

的作用就是在企业和企业之间

开放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互

通，开放互通，降低成本，这

是非常好的机制，我认为就是

这三个层面。

【主持人赵国栋】：大家

讲得很充分，加到一起基本上

可以得到答案了，有从环境讲

的、业务讲的、数据讲的。我

也说几个关键词：数字化，已

经达成共识了，数字化，第一

要把产品变成服务，把服务变

成数据，而数据要变成资产，

资产变成信用，信用变成金

融，这个形成一个大的闭环，

开始数字化的理解；第二、从

哲学思想上必须坚持系统论，

我们一定要牢固想一个观点，

整体大于部分的和了。我们几

个人坐在这里，谁都不跟谁

说话，就是七个孤立的人，如

果我们沟通和交流，就某个问

题产生自己的观点，就形成圆

桌高峰对话，我们做一个对话



263

数博会专题

带来给我们一个价值，从整体

性看到比每个部分都要大；第

三、生态里面有很多的节点，

找到中心的节点，垄断那个节

点。这样我们就做成很好的生

态了。

第三个问题，你们怎么做

生态的准备？每个人一句话，

结束这个环节。

【赵勇】：用一句话说，

我们建立生态的路径，第一就

是数字化，解决数字采集以及

数据结构华的问题，这才有可

能建生态。在数字化的基础

上，开始要做的就是标准化，

没有标准化，生态的各方是没

有办法解读各自的信息，这种

情况下没有办法产生共通，这

里就有更强的技术引入；第三

步就是借助这个基础上，我们

来实现生态链条的所有成员企

业效率的整体提高和成本整体

降低。最后还是金主，花钱的

人是企业，在这个基础上实现

企业的数据资产积累、挖掘和

发现，完成生态的闭环。

【谢鹏】：第一规模化的

埋点采集数据。第二、结合在

汽车行业多年的行业认知能力

和算法能力，建立对行业、对

消费者、对企业的能够实际解

决问题的，能够领先的模型，

真正面向企业的运营和决策。

在这个算法基础之上，把算法

和模型植入和赋能到汽车行业

每个参与者过程当中，包括了

主机厂的获客、转化、激活、

再购，包括二手车定价、融资

租赁和汽车金融的风控等等，

通过全量的数据采集，当然这

个会结合BAT；第二、提升公

司的算法模型的能力，第三，

全面赋能到汽车产业链。

【韩昱】：奥维云网用

一句话就是“由点到网”先从

一个点把数据、技术应用到商

业客户做通，然后再复制到地

产、复制到用户、复制到广

告，一个点做通以后，由点到

网，除了简单的复制以后，要

把这些点的关系串联起来，最

核心的是数据打通，最终达到

我们提出的由点到网的发展路

径。

【李姜元鸿】：其实我想

到一个词是跨境学习，在玩具

行业里面乐高是做得非常有特

色的跨过企业，我们因果树学

习乐高，内部建了乐高数据工

程，我们以标签模块的纬度，

更大范围的服务客户。

【王迪】：我们让租户、

客户、业主、以及房屋，以及

产业链上提供生活服务的劳动

者能够共享行业的数据基础设

施。

【张友遵】：观好天下、

占好地利、学好基础，做好应

用，用好人才。我用五好来总

结。

【主持人赵国栋】：谢谢

大家！

【主持人】：谢谢赵秘书

长和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下

面有请佳格天地联合创始人张

文鹏演讲。

【张文鹏】：因为我今

天演讲的主题是AI赋能，肯定

是看数据本身和算法本身和一

个产业如何去做深度的融合，

我基本上会少讲概念，多讲案

例。

第一、先讲一点概念，

接下来会分到种植业、养殖业

以及非农业领域的相关数据，

特别和时间、空间属性比较强

的数据如何去应用。农业是很

复杂的领域，环节很多，不是

单纯的生产环节，包括上游的

农资，甚至农资研发一直到流

通、加工等等。我们单纯看一

个种植的环节里面，会看到从

播种到收获，过去来讲，我们

希望通过一种方式把整个种植

的过程串联起来，过去是用农

机或者机械化，有播种机、打

药机包括最后的收获机械。

这个时候既然能够串联起来，

就催生了相应贷款、租赁、保

险，包括期货。

农业和期货，期货是一个

产业当中应运而生的第一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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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衍生产品。特别是国际上的

一些公司也通过生物技术的手

段串联了农业过程中的两个环

节，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农业已

经存在了几千年，先辈花费了

精力让农业产业链更加完整、

更加坚固，但是过去的尝试，

在某个区域上成功案例不少，

但是放到大范围领域上，成功

案例并不多。这个时候整体农

业涉及到很多数据，比如说病

虫害、土壤、生长、作物一系

列数据，其实数据本身在理论

上完全可以去串联整个农业过

程的，在这个时候，第一个论

坛和第二个论坛嘉宾都提到了

去做大数据分析等等。但是

我们接触比较多的是为客户画

像，在农业领域是不够的。

首先我们要生产数据，

然后还有种地行为数据，包括

资产和自然环境数据，叠加起

来，才能真正让农业产业和数

据链做到透明。作为我们来

讲，其实去做农业，换一个角

度说，我们是为地球或者是

为我们的土地做画像，ABC，

AI、大数据、云计算这个概念

已经提了很多次，但是农业拿

来做什么？

AI更好做信息提取和分

析，大数据本身是解决了农业

领域一直困扰所有人的信息和

数据收集的问题，云计算是让

农业领域的从业者更简单便捷

的去使用和利用数据工具。这

里面不得不提到遥感技术，在

农业领域，做任何服务，包括

数据服务一定要便宜，如果不

便宜再好也要去复制，这里面

如何通过不同的卫星先去覆盖

我们所生活的土地和地球，进

而再通过南北极的数据站点传

回不同的国家。

卫星能干什么？这是美国

加州的一个港口，通过相对比

较清晰的卫星影象，不仅仅点

算出的轮船和集装箱的数据，

只是做了点算，具体如何应

用，其实和港口运营商息息相

关。

再回到农业，北京新发地

是北京最大的蔬菜交易市场，

而新发地60%是来自于山东寿

光，我们拍摄了之后，拼出了

寿光市全地到底有多少大棚，

经过点算以后，一共有231763

个蔬菜大棚，同时经过两周持

续检测，在某一个时间段，哪

些大棚是正在种植，进而可以

了解到北京新发地蔬菜供应链

是什么。…

这是陕西黔阳，我们真正

点算出了每个苹果花是多少，

我们通过AI解析的方式，可以

帮助农民去调整落叶剂的含

量，进而做到相对比较精准的

喷洒。

这个是我们和蚂蚁森林合

作的，在原来是没有这个图象

的，现在在您的手机上可以知

道您捐献的这个碳币到底在哪

个地方，今年晚些时间，我们

和蚂蚁森林一起会推出，您就

会知道您种的那棵树具体在哪

里。

时间来讲，农业本身就是

相对周期比较长的，种玉米、

小麦要三四个月，种果树要几

年，如果种珍稀名贵药材可能

要几十年。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遥感和气象两类数据，为什么

不提物联网数据和人工采集的

数据呢？做大数据其实有四个

方面，信息或者数据收集、数

据储存、分发往往把眼球放在

了数据的分析、算法和数据的

分发，也就是数据的可视化上

面，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是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

如何通过一种方式去进行

高采样，遥感本身就是相对比

较好的方式。而且遥感卫星从

1982年就已经用了，我们调

用历史数据，可以知道全球每

一块土地至少历史15年种过什

么，产量如何，同时再结合气

象数据，气象数据最早可以追

诉到50年代，而这个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的了解过去的风险，

同时去预知未来我们该去做哪

些事情。谈到数据可视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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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身农业是做时空数据的，

如何把结构化的海量数据，通

过前端非常迅速的方式加载出

来，就是不卡，这个也是我们

自主研发的外部工具，能够把

GB级甚至TB级数据进行秒级

加载。

载体来讲，在种植业的痛

点，我得知道面积有多大，这

块地适合种什么，以及产量多

少、天灾、病虫害等等。接下

来我分享几个案例。

这个是内蒙的一个客户，

需要去管理很多的种植牧草的

草圈，最大的直径660多米，

最小的178米，这个时候可以

想象一下，6、7月份炎热的

夏天，不会有人会把每一个

草圈每一片土地都勘察到。这

张图像上，我们是通过卫星

影象反演了这个草圈里面作物

长得好与不好，最直观就是越

绿越好。其实你可以看到，在

农业领域，我们经常是希望有

规模化经营，就是土地的集中

和连片，但是往往在实际生产

过程当中，土地很难做到集中

连片，我可以讲到这块地，离

这块地的直线距离大致是一个

半小时，这个也是制约了我们

国家在本身农业没有办法像美

国或者南美形成大规模的农业

化，这个是过去农业体制造成

的。

这个是东北吉林的一个客

户，自己有6000多亩的面积，

但是分散在了不同的地方，我

们通过气象以及遥感帮助他直

接做出了播种、施肥等等的决

策，帮助他们提升了节本增效

的方案。这个是我们帮助一个

政府做到农业政务和农业信息

管理，我们要把家底摸清，以

吉林省为例，甚至到合作社如

何调整结构，我们用到了AI，

去做作物识别，这个里面看到

的是吉林省整个作物识别。

在农业金融方面，遥感和

气象有能够回溯历史的功能。

农民的还款能力和土地生产力

是息息相关的，如何去评估土

地生产力呢？可以通过遥感的

方式回溯历史，再用估产模

型，基本可以了解到这块地能

够值多少钱，帮助金融机构去

做风险评估。这个是真实的一

个客户，我们在一个大于9万

平方公里的地区，只用了15

天，就帮助他们做出了全区域

的作物识别以及产能预估，9

万平方公里大概是半个贵州省

这么大。

另外我们为相应的金融

公司和银行提供管控和流程的

产品。既然用到遥感，肯定和

期货息息相关了，我们利用自

己研发的技术，我们有两位

技术合作人，是来自于美国航

空航天局，他们把美国的经

验运用到我们的技术上。去年

11月份，我们对全球，特别

是美国和中国主要粮食作物估

产的数据，和美国农业部，也

就是USDA2018年公布的数据

做了对比，我们发现误差只有

0.85，为什么要和美国农业部

去比呢？不是因为他准，是因

为它权威。在期货市场会有这

样的公司去做产量预估和预

测，但是USDA目前来讲是全

球权威性最高的。

我们其实已经服务了中国

十分之一的土地，也得到业界

的认可。

接下来讲养殖业，我们

切入的是对养殖业牲畜数量盘

点、体重和体长预估。这个是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联合推出的

一款产品，是养猪育肥单元的

点算图，实时点算出来有多少

头猪。你要说我们家有50头

猪，不用数的，看一眼就知道

了。如果养一万头呢？要去算

的。

其实要在复杂背景下，把

猪的轮廓提取出来，进而对体

长、四肢以及头部的距离都能

够做成精准的测试，这里面经

过了海量数据验证，进而把准

确率提高到大约在95%左右。

我们的客户也在问，95%接受

不了。我就讲活猪你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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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去量，要量活猪，你要按

着猪，怎么可能会准。但是对

于我们攀登高峰来讲，我们要

向98、99去迈进，但应用当中

其实95%已经够了。

这个是我们帮助一家投资

基金，我们通过一年的持续监

测看到停车场车的数量和股价

对比，进而帮助这家投资公司

找到了这家企业在股市上的基

本面。

如何看到一片城区以及厂

区在历史过程当中的变迁。这

个是我们通过红外波段看到在

这个厂区里面的生产情况，我

们经常讲去产能，到底去得怎

么样？事实上整个工厂从2015

年到2016年，红得少了，就说

明人家产能确实降下来了。而

且这个降是持续的，这项工作

佳格目前在做，但是世界上友

商去做全球的石油储量计算，

我们通过浮力以及太阳高度的

阴影直接推算出石油的储量，

和交易市场做一个对比，绝对

数字不准，但是趋势很准，我

们找到趋势之后，可以找到交

易商、贸易员甚至一国政策的

实施。

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准备

进行第三个对话环节，本环节

对话嘉宾是：佳格天地联合创

始人张文鹏、慧云信息CEO王

筱东、海联科技CEO姜春玲、

农信互联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于莹、美来生威董事长刘石，

蒙草集团首席数据官王保林先

生。下面有请本轮对话环节

主持人农林卫视制片人、主持

人、农资项目资深创业家孙希

超先生。

【主持人孙希超】：为了

提点精神，我们并不建议在场

的各位给我们点热烈的掌声，

谢谢！第三场论坛主题相对也

比较被大家所关注，今天我们

讨论的主题是大数据和实体经

济之间该如何如何如何找到之

间的路径？刚才另一位主持

人告诉我，我们的论坛是40

分钟，提醒各位控制时间，

言简意赅，说出自己内心想说

的话，把自己的观点表达给在

座的各位。今天的论坛其中有

三个主体问题，第一、大数据

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和传统的模

式之间是水乳交融还是水火不

容？

【张文鹏】：这个问题问

得很好，概念上大家觉得应该

是水乳交融，但是实际上是水

火不容。我们在农业领域最开

始提出了互联网+，但是没+

好，目前来讲还在探索当中。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在于不同的

行业，比如在金融领域已经做

到了水乳交融，在蜜月期，但

是在农业和加工制造业，还正

在实验和碰撞的阶段，水火不

容这个形容不太好，但是正在

激烈的碰撞火花，找到一条走

向水乳交融的路子。

【王筱东】：存在水火不

容的情况，但是一定会向水乳

交融发展。之前我经常说一句

话，因为我们和佳格都是做农

业和互联网结合的，农业互联

网为什么这么难？一方面是做

农业的人想做互联网，但是又

不知道怎么做；另一方面做互

联网的人很少有人沉得下心去

做农业了，这个是跟人才结构

等等都有相关的，假以时日，

未来一定是水乳交融的。

【姜春玲】：我是做互联

网+农业或者大数据+农业的

创业者，我们做的是蔬菜为主

的生鲜B2B，我的直接感受它

是水火不容的，因为水和火、

水和油本来就不融，但是融起

来肯定会发生好的效果，所以

在现在新的技术，改良成分，

希望水和火或者水和油发生一

定程度的溶解，带来一定的价

值，我们正在做这种痛并快乐

的事情。所以前两位都说了，

有点水火不容，但是肯定会坚

定的迈向水乳交融的光明大

道，所以我们也一直坚持，也

希望在座的台下的各位也加入

到我们的探索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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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莹】：其实说水火不

容我觉得有点严重，因为农业

也希望拥抱互联网，毕竟互联

网+农业还是农业+互联网一直

有几年了，只不过没有“+”

好，不能说水火不容，但是要

特别的交融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是做农业里面的养殖领域

的猪联网的互联网+，我们把

大数据、互联网特定的加到了

农业的养猪行业里来，这个行

业相对于其他农业的规模化程

度要高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容

易一点，信息化接受程度也更

高一点。我们2015年推出了猪

联网，让养殖场也能够有数字

化，有了数字化以后才能够慢

慢去交融，今年已经升级到3.0

版本，像佳格展示的有AI来数

猪、测猪的体长体重，已经慢

慢进入到猪联网3.0版本了，已

经有场景应用了，所以慢慢的

开始交融的，而且希望猪联网

在农业行业里面在大数据里有

新的突破，有更好的融合。

【刘石】：其实这样的问

题，在其他的会议室里面答案

可能就是水乳交融。但是在农

业论坛里面可能会出现异样的

声音。其实农业的问题在于和

工业和其他行业相比，就是产

业自身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并没

有完成，标准化没有完成，没

有标准动作，产生的数据都是

随机数据，这种随机数据是不

可复制的，价值就会小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数据

化，这本身就是挑战，这个不

是互联网的问题，也不是数据

化本身的问题，是产业自身的

问题。

产业自身的问题说起来

话很长，中国的小农经济还没

有进入到大规模机械化，人的

动作很难进行机械化，有了机

械化以后，所有的管理技术、

经营行为都会逐渐走向标准

化，数据化在这个时候才会到

一个真正比较好的发展时期。

正是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在农

业进行规模化和标准化完成以

前，数据化或者互联网+的这

种东西，实际上条件不成熟，

是因为自身的问题，所以我

们公司就从三年前开始了从农

资投入到标准化生产，然后再

到后期的粮食贸易，包括金融

的数据，当然我们所做的金融

数据都很少，在做这方面的尝

试。因为在全球，农业的数据

化、标准化走得已经是很靠前

了，特别像美国孟山都主导这

个行业先期的研发发展方向，

我们和张文鹏原来都在孟山都

工作，但是我比他时间更早，

可以了解最新的发展方向。包

括于莹原来也是我的同事，对

于国外的发展做一些技术的方

向，我们是非常清晰的，非常

认同这个方向的发展，未来会

走向水乳交融的一天，前途是

光明的。

【王保林】：我们是生

态行业，有土壤、水资源、气

象，还有植物、微生物，还涉

及到好多动态需要调整。像我

们这样一个传统的行业，现在

遇到大数据，确实二者结合得

比较好。可能我们起步比较

晚，数据积累没有那么多，我

们和张总合作，双方的结合点

找得特别好，在生态领域的建

设，已经做出了很多原来没有

过的成绩。

【主持人孙希超】：没

想到这次论坛的第一轮干净利

索。刚才在我问起这个话题的

时候，有一个答案，应该是水

乳交融的。但是我们听到一

个声音，归纳第一个问题的结

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未来

一定水乳交融，但是在此刻往

前走的过程中，交融的确有一

定的难度需要在场的嘉宾和在

场的观众们一块努力，为了未

来更美好的交融去努力。

这个结论诞生以后，开

始进入第二个话题，既然未来

水乳交融，请问在座的各位嘉

宾，在自己的企业里，你认为

大数据重要，还是实体重要，

如何去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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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鹏】：实体和大数

据来讲没有任何选择，我们没

有实体经济。其实跟在座的各

位，我们四位其他的嘉宾，我

们公司多多少少都和这几位有

一些联系，从客户变成了战略

合作伙伴，我认为实体经济在

农业领域更加重要，因为农业

人最怕讲概念，一谈数据，农

业人觉得看不见、摸不着，我

们的数据是仰仗在座几位有实

体经济，或者有实体运营的战

略合作伙伴才能实现很好的落

地，以及把它的价值更大的体

现出来。

【王筱东】：这两个肯

定都是重要的，但是在初级阶

段，实体经济肯定是很重要

的。如果说农业本身都没有一

个向数据化、标准化发展的趋

势的话，有再多的大数据、人

工智能技术都是做不了的。

今年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实

验，在广西三个地方，南宁、

崇左和河池，划了三个实验

地，完全按照系统指示来进行

种植，全程不需要任何人员的

参与，具体干事的是农民，但

是完全按照系统发的指令做，

不管是对还是错。从我们测试

的情况看，系统的水平远远超

过普通农民和普通技术人员的

水平，达不到专家的水平，但

是一定比普通农民和普通技术

人员种得好。明年基本上完全

可以代替专家进行全程知道的

情况，这个是我们花了三年的

时间，对葡萄的种植模型进行

了完整的梳理，如果没有这些

数据的梳理是做不出来的，但

是有了这些方法论之后，接下

来大数据会越来越重要，所以

这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情

况不一样。

【姜春玲】：我是原来

做数据分析、做软件，一开始

想做农业大数据，我是坚定的

认为大数据是比较牛的。但是

我现在特别敬畏实体产业，我

甚至开始觉得实体产业是大数

据的根。所以这个话题也是我

比较迷茫的，哪个更重要，也

是和大家探讨的。我们做生鲜

的B2B交易，大家说姜春玲你

这个小身板，挺累的别跟农民

打交道，就跟流通商、菜贩子

合作就可以了，到地里就被坑

坏了。说互联网就是要减少

环节，从田间直接到餐桌，再

跟传统菜贩子合作，我们再变

成平台，就多了一个环节，违

背原理。但是读书觉得意是好

的，但是还是尽量减少环节，

我们应该从源头进行直接合

作，这样产品品质、安全才可

控。看的是这样的，送过来是

那样的，怎么给你结账呢？

这种问题是冰山一角，如

果我们技术都到位了，为什么

交易会产生问题？就是说实体

产业的能力，整个机制、体制

以及整体水平和能力，产业化

程度都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又不能等待他们成熟再做大数

据+或者互联网+。主持人已

经要了两次掌声了，我不需要

掌声，我只需要一个认同的目

光，我们不是成功的企业家，

我们一样是推动这个产业进

步，能够承受互联网+农业、

大数据+农业之重的前程的创

业者。

【于莹】：实体产业一

定是大数据的身体，大数据也

好、互联网也好，科技金融也

好，都是+在实体产业里的翅

膀，只有加在身体上才能飞起

来，如果没有身体的话，这

个数据是没有来源、没有根本

的。数字化的过程是需要培育

的，光靠口头来说甚至类似于

扶贫这种数学式的，还是需要

扎根来做服务的。我们做了一

个免费的软件，猪联网给猪场

用，不单免费，还派驻场人员

去服务，手把手去教。

可能在猪联网里面，一

些开发人员是闻着猪粪味做出

来的，然后还要手把手的去教

他们使用。这个东西一定要有

人去深耕的，有了数字化数据

才能累积，差不多用了半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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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产效率能比原来多提高

一到两头以后，就会信任你。

信任以后，会有别的诉求，对

于农业来说是不是能赚钱，而

不是生产效率提升了。最后

还是帮助他把猪卖出去，这个

时候还需要B2B的电商平台，

电商平台在农业里面很难，

生鲜都很难赚钱，我们做的是

活体，把活体生猪放在网上交

易。

2 0 1 5年做了猪联网，

2016年开始网上卖猪，所以当

时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也是用这种死磕精神，把

活体生猪真的卖出来了，比如

可以录入猪出厂的日期、出栏

均重、配送方式、支付方式等

等，买猪的人就像滴滴打车一

样，可以搜索周边有多少猪可

以售，如果之前用猪联网养殖

的猪场，就可以猪从生到死的

记录，这样就可以卖一个好的

价格。卖出去之后，还要解决

采购，就是大数据指导下的精

准推送，比如说猪生病了，首

先有人告诉他猪生什么病，才

知道买什么药或者注射疫苗，

这样才是大数据发挥作用的时

候。我们帮助猪场来进行在线

问诊，知道某个地区某个疾病

有多大的爆发量，这样跟电商

直接来推送，所以带农业里面

的电商不再是B2B、B2C，而

是E2E，从ERP到ERP，我们

叫做猪交所。

后来还有饲料企业、疫

苗、动保企业，还有食品屠宰

企业，这几年说互联网+的有

点少了，因为互联网已经变成

基础设施，未来E2E，每个数

字化对接之后，然后大数据才

是在产业连接共融的技术上发

挥作用，还有可能金融进来，

金融也是数据来做征信，而且

还需要场景，比如什么时间买

料、买药、什么时间卖猪，这

个时候就会有金融的需求，金

融的需求可以定制化，比如买

卖猪的有收猪贷，利率周期不

一样、放的人不一样，贷款征

信额度每个人都是精准的，这

些都是来源于大数据的测算，

大数据来源于信息化的提升。

【主持人孙希超】：您认

为大数据重要还是实体重要？

【于莹】：这不是一个抉

择题，而是大数据在实体产业

上面才能够发挥作用。

【刘石】：同意于总的

讲法，大数据给实体产业安上

了翅膀。种植业和养殖业可能

有很大的不同，养殖业相对来

讲走得更超前，因为基本上都

是现在形成规模化，规模化不

仅仅是规模化本身，必须有设

施和专业管理团队。实际上有

点像我们在种植业的温室大

棚，有很多的摄象头，可以抓

取我所需要的数据这些应用的

是互联网的概念，接近于工业

化。我们从事种植业是开放环

境里，冰天雪地里或者大太阳

晒的，缺乏设施如何来抓取获

取，低成本的抓取有效数据，

然后进行各个纬度的集成，然

后进行运算，这对我们来讲就

是特别大的挑战。

在美国由于规模化的生产

和经营已经做得比较好了，而

且这几年不断的进行合并，所

以现在的农场从十年前的1万

多亩地已经平均到了4、5万亩

地，最新的数字还不太清楚，

过去十年的合并非常多。已经

把农业的典型场景和一部分地

面的、遥感、无人机的数据，

形成了比较好的种植、养殖、

商业化操作模式。就是我过去

已经讲的AOS系统，在中国，

我们如何去做，小农经济根本

没有前途，中国过去的一些主

导发展农业思路是错的，我们

就讲两个数字，美国的农业在

美国GDP里面只占24%，中国

现在是8%左右，美国农民是

美国人口的1.7%，一个农民占

有的GDP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农村人口50%，农业人口

大概是30%出头，30%出头分

这8%的GDP一个农民大概只

能分到四分之一，农产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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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低的，毛利率也是低的，

所以他们真正赚到的钱要远远

低于四分之一。

所以中国农民为什么赚不

到钱，不是因为投入，是因为

中国农民太多，什么时候中国

农民到了10%以下了，就是现

代化的技术手段应用更高了。

如果5%以下，就是世界发达

的农业国，有了这个现代化技

术手段，农业的大数据物联网

自然会随着机械化操作，机械

化是标准化操作，不是标准化

操作是没有数据的。

我是觉得，既然是论坛

就要讲真话，这是我个人的真

话。

【王保林】：我想问一

个问题，这里面有多少深去过

内蒙古看过大草原。还是比较

少数，因为我们是内蒙的一个

企业，现在有些草原是处于破

坏、退化阶段，我们会做这些

工作，有些是砂石场、煤矿，

还有后期的恢复，这里面会涉

及大量的环境要素。

第一、借助遥感技术，每

个月对这个地方的生态进行地

面的扫描过程，到底地表植物

和地表水含量处于什么样的层

面；

第二、对地球会进行深度

的体检，取土样和水样进行化

验。基于这几个层面，确定要

不要修复。

第三、需要修复的过程

中，这里面每个地方不同的生

态地理条件需要什么样的植

物，生态修复需要的植物一般

都是多年生植物，立体搭配；

修复的过程中，人为干扰到什

么程度就可以了；

第四、会进行修复结果的

评价。以前特别有经验的项目

经理，带着新毕业的员工进行

作业，现在借助大数据整体的

手段，把原来的经验，把一些

员工真正变成这个行业的土专

家。

【主持人孙希超】：您认

为大数据重要还是草原重要？

【王保林】：这两者不一

样。

【主持人孙希超】：现在

出现了非常好的数据，前边的

三位专家说实体重要，后面的

三位专家说差不多。在座的人

认为实体重要的人请举手？认

为两者差不多的请举手。

明显前边的专家获胜了，

通过专家的论据，还有通过现

场的互动，可以得出第二个环

节的结论，我们认为实体要比

大数据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希望各位

专家只用一句话告诉大家一个

答案，大数据+实体还是实体+

大数据？您是怎么认为的？

【张文鹏】：我觉得无所

谓，能“+”上就行。

【王筱东】：我还是选实

体+大数据，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

【姜春玲】：我也同意楼

上的观点，再追加一记，无论

+什么，我们从浮躁中沉静下

来，大数据+农业抑或是农业

+大数据，我们不着急做独角

兽，我们想做匠人。虽然我们

没有上市，没有三年500亿，

但是我们赢得了很多尊重，赢

得了太多认可，赢得了太多的

希望，这个是这个行业坚持的

东西。

【于莹】：其实谁+谁无

所谓，如果是农业行业还是实

体+大数据，如果是大数据从

它的角度还是大数据+实体，

关键是能“+”上就好。

【刘石】：大数据是一种

方法论这个我不反对，但是一

定要有实体，实体...，再有+

大数据、+互联网。

【王保林】：这个方面我

的观点也一致。

【主持人孙希超】：出现

两个观点，一个是实体+大数

据、一个是加上都行。如果您

认为实体+大数据是您的观点

请举手，如果您认为只要+上

就可以请举手。

实体+大数据举手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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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下面主持人的小小建

议，是一个短短的广告时间，

用一句话让在座的各位记住你

们。

【张文鹏】：佳格在行业

内被认为是用卫星帮助农民种

地的公司。

【王筱东】：我们核心是

葡萄管家，AI大数据和农业深

度结合，全程指导种出优质的

葡萄。

【姜春玲】：大数据卖安

全菜，记住我很容易，我就是

卖菜的。

【于莹】：我们的核心产

品是猪联网，今年发布了猪联

网3.0版本，智慧养猪，就上智

联网。

【刘石】：我们从农资

投入到土地托管、到粮食销售

做一体化服务的。我们跟农

民讲，农民当地主、我们是长

工，让农业变得更简单。记住

我们很简单，我就是一个大农

民。

【王保林】：为生态体

检、为产业导航，生态好了，

我们的生产生活才能更好。

【主持人孙希超】：这个

事业需要我们牵手走下去，无

论虚与实，彼此都不是孤立存

在的，未来更数量独立思考，

且要思考如何更好的实体+大

数据的人。我是小超，来自农

民卫视。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

各位专家精彩的演讲。接下来

有请台北医学大学管理学院院

长、中华市场调研协会理事长

谢邦昌教授演讲。

【谢邦昌】：刚刚前面的

论坛就我的观点来讲，虚中有

实、虚实合一，是大数据和AI

这方面的整合，我们老祖宗最

大的智慧。不论是大数据、不

论是实体，不论是AI，都在我

们周遭。

什么是AI，什么是大数

据？没有大数据就没有AI，大

家可以看到，AI就在我们的生

活中。

现在讲到的是农业，我在

医学大学，现在所有的智慧医

疗、虚拟医疗、实体医疗、园

区医疗，刚才是医疗越来越重

要了，尤其是大数据和AI。环

境和农业现在都需要AI，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讲小农，

台湾就是用精致农业解决小农

问题，小农就是在40年实施

精致农业把大数据AI拉进来，

机器人也运用在农业中。无人

车、无人机都没有问题，现在

的问题是伦理、道德和法律，

这些都没问题的，这些都是我

们你我周遭都可以看到，它会

创作，未来老师会失业，卖菜

的会失业。

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可以知

道一点，“未来已来”，不论

是大数据，不论是AI，都在你

我周遭。大数据放在中间，没

有大数据，就没有AI。

我们从Data… … Mining到

big… …Data，现在正式到AI。淘

宝通过大数据做了很多事情，

不然不会从2009年开始的0.52

亿到1682亿。2012年到2016

年，2016年已经是AI元年，

2012我们正式迈向大数据，但

是大数据以往就有了。

大数据AI的发展就在你

我身边，你不进去就没了。有

人说“AI泡沫化”，网络泡沫

化十年，AI不会默默化，AI只

会越来越演进、越来越聪明，

绝对不会泡沫。智慧的眼睛就

靠着大数据的累积、电话更聪

明，所以一定要进来，现在时

代是弱智时代、弱人工智能时

代，未来是强人工智能时代，

在这十年中是超人工智能时

代。所以208年… …Gartner告诉

你，甚至在诈骗集团、假新闻

都往AI走了。阿尔法狗已经迈

向AIphaGo……ZERO去模拟出人

类的智慧。我们现在不单是AI

迈入到强人工时代，一定和HI

结合，不论是实体，不论是大

数据，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虚实合一是最重要的。

所以人工智能的祸福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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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同的探讨，一定要跟AI好

好相处，你的未来、事业也会

越来越好。

AI全面来袭，快速运算、

大量储存，以往神经网络早在

50年前都有了，为什么到现在

data… …Mining，其实就是神经

网络的演变。所以是不是真的

来袭？人工智能当然就在你我

周遭。

我今天也讲了，我当一个

老师，我的工作不是被取代，

应该是共同。电影、汽车、还

会救小孩。计算机的感知更重

要了，无人机农场相关的模型

设计，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些

是文字声音、影像的判别越来

越智慧了。今天我们的人大副

委员长也说了用精准扶贫。未

来大家都是竞争，谁人工智慧

强？今天数据的主轴应该是

AI，到底谁是赢家，谁把我们

带进这个，所以AIphaGO还是

人工智能，大家都在玩这个。

【谢邦昌】：中国台湾在

AI方面的人才平均年龄都在40

岁以下，真正玩的都在35岁以

下，我们要给年轻人机会。医

疗方面，我们是做的最快的，

可以唱歌，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是我们在医学大学，

已经跟所有老师，跟所有的人

在说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整

体的迈向AI，没有其他的路，

就是迈向AI我们在教育领域中

间。

这个是我们在抓毒贩和

吸毒者，通过大数据整合，通

过AI降低中国台湾的毒贩和吸

毒者，这方面大数据整合很重

要。所以大数据当然重要，从

实体中抓到真正的问题。

电网也是一样的，我们帮

电力公司找到智慧电网之外，

最重要的协助电网公司了解通

过电力去分析经济状况、产业

状况、股票还有未来的信息，

这是AI跨领域的集合。所以一

定要想到我不止是在农业，一

定要跨领域的整合。所以我们

也帮金融方面在做，所以很重

要的是怎么应用，应用在绿色

建筑、应用在农业，80%都在

用，所以不是硬件、软件、平

台的问题，而是应用的问题，

你要应用在哪里是最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雨后春笋AI

公司的成立就出来了。

我们跟猪联网一样，把

所有医院的平台整合，就叫做

Smart… …Hospital，和猪联网一

样，照顾人跟照顾猪是一样

的，通过蓝牙、通过传感器整

合，我们在台湾建立的第一个

智慧医院，就是虚实整合。

我们把医疗影像加以整合，就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到底有没

有心梗，不是只看一面，而是

365度，而医疗影像者可以做

到精准医疗。

【谢邦昌】：中国台湾

有智慧诊所，就像你家旁边的

便利店一样，让你的医疗更靠

谱，这就是医疗和大数据的整

合，通过APP，通过医生，通

过便利商店系统的整合，医生

就在你们家了，那就是虚拟医

生，就是AI，最后还是要到实

体医院拿药，医生还是要在你

旁边。

全世界最有名的肿瘤专

家在台北医学大学，旁边的是

Watson，我们把全世界最顶

级的癌症肿瘤专家和Watson

结合，我们正确的判断率是这

样的，这些都很清楚的判断这

些事情。

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就是用

所有的AI模拟病房，我们怎么

整合？我只是一个医学大学，

我跟中国台湾相关的ICT不同

的整合，跟HTC，甚至和联想

都整合。中国台湾是全世界

Open……Data最多的地方，所以

台湾这么小的地区列为第一，

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地方，中国

大陆医疗够不够？够，但是很

重要的是数据孤岛。假设我们

刚刚看到的农业的东西很多

东西都是数据孤岛的话，问题

出现。所以中国台湾的医疗数

据库和还有相关的农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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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拿得到。这个是一个房

价。

中国台湾任何买卖房价都

是真的，不是骗你的，而且每

个人都可以拿得到。拿到以后

可以做出区域的判断，就可以

马上知道哪条路的房价，就可

以知道应用。你进入台北就可

以得到很多数据，结合GPS就

可以结合台北市这个区域的生

活品质、CP值，所以就可以看

到这个区域的犯罪，区域空气

好不好、噪音好不好，运用到

农场上面也是一样的。

最 后 就 是 国 家 大 家 ，

未来的趋势，不论在农业

还是在哪里，我们要培养

Data… …Scientist，就是刚刚论

坛所有专家告诉你的，无论大

数据、AI，虚中有实，实中有

虚，虚实结合，我们一定要培

养农业的Data……scientist。

【主持人】：就是我在下

面，我也是听得很认真的，也

是想进一步学习和了解的。如

果知识产权没有问题的话，可

以拷贝PPT吗？

【谢邦昌】：可以。

【主持人】：谢谢。接下

来是颁奖环节，首先要办法的

是2018年度创新企业奖，获奖

企业是美林生威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深圳商集企业服务

有限公司、北京因果树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奥维云网大

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众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成都

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重庆

远见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网科技有限公司、京海联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有请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秘书长

赵国栋先生、台北医学大学管

理学院院长谢邦昌教授为获奖

企业颁奖。

现在大家一起合影。祝贺

获奖企业，请各位就坐。

谢教授和赵秘书长请留

步，接下来颁发的是“2018年

度领军企业奖”。

获奖企业是：网智天元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久

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云

鸟科技有限公司、朗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广西慧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美林数据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软通智慧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农信互联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佳格天地科

技有限公司、天津大海云科技

有限公司。

下面合影留念。让我们再

次用掌声向获奖企业祝贺，再

次请所有参加论坛的领导和朋

友，为会议付出努力的伙伴共

同上台合影留念！

谢谢各位，咱们明年再

见！

来源：http:/ /zb.cbdio.

com/31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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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融新态 通未来”2018第一届交通运输产业互联网

伙伴论坛

时间：2018年5月26日…14:00--17:2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1B

论坛简介：以大数据为抓手，共同开启一场关于交通运输未来融合发展蓝图的探讨。

“融新态 通未来”2018第一届交通运输产业互联网（直播内容）

“融新态 … 通未来——

2018数博会：交通运输…产业

互联网伙伴论坛”即将开始，

数据观将为您全程直播现场图

文信息，敬请期待!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

导，满帮的合作伙伴以及朋友

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融

新态…通未来—交通及物流产业

大数据伙伴2018论坛”。

我是满帮的罗鹏。这是货

车帮运满满合并成立满帮集团

之后，我们首次以满帮集团的

名义参加数博会。今天早上我

们在数博会展览会的现场，也

汇报了公司近期发展的情况，

本次论坛得到了中物联和省道

路运输局的大力支持。现场高

朋满座，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魏定梅

女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副会长崔忠付先生、交通运输

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李

作敏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博士

生导师翟婉明教授，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向子琨，以及在座

的所有满帮的朋友们。

可以说看到这么多满帮

的朋友齐聚一堂，和我们一起

为交通物流的智能化未来和融

合之路出谋划策，我非常的激

动，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

在今年十九大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

“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

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

创业格局”，这三点正是满帮

过去发展的路径。今天我们也

将论坛设置为3个环节，产学

研融合主题演讲、大中小企业

线上线下融合主题演讲、以及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

的未来交通运输融合之路”圆

桌讨论环节。

数博会作为全球首个大

数据主题博览会，迄今已连续

成功举办了四届。之前是货车

帮，现在是满帮，我们希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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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己的努力为贵州大数据增

光添彩。可以说，贵州发展大

数据成就了货车帮，让我们从

一个名不见经传、被人认为是

“皮包公司”的小企业一路成

长成为独角兽公司；而我们，

也见证了贵州推进大数据核心

业态和关联业态的决心和发展

步伐。

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崔忠付先

生上台发表致辞。

【崔忠付】尊敬的翟院

士，尊敬的王董事长，罗总

裁，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顺

着数博会召开的东风，各位齐

聚贵阳，2018第一届交通物流

产业论坛的召开，共同就未来

交通融合发展之路开展讨论，

我仅代表物流采购联合会对各

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

的感谢，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

的成功。2017年，中国社会物

流的总额突破251万元，同比

增长7%，公路货运量，港口

货运量多年来位于世界第一，

会计量也位居世界第一。我国

是名符其实的物流大国，2017

年，我国物流总费用与GDP的

比例为11.6%，与发达国家相

比有较大的差距，我国要成为

物流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要在物流方面取得进展，

但是不平衡，不充分，供给侧

还不能满足需求，人民日益增

长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国物流

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积极推

进互联网+行动意见的提出，

到物流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以及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

与应用意见等等政策相关文件

的陆续出台，政策的红利给物

流业提供了利好发展的同时，

也为中国物流企业走向世界奠

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开展

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新征程，现代物流业是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支

撑，新时代要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需要高质量和高效益的新物

流，需要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物流，

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新物流。2018年是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我国物流业即将迈入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基于

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发展模

式，正在促进物流行业的创新

发展，智慧物流正在从技术，

模式，空间等诸多的方面改变

传统物流业的方式和效率水

平，让中国物流变得更加智

能，高效，便捷，转型升级的

空间巨大。我国要从物流大国

升级为物流强国，产业融合是

必经之路。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融新态、通未来，正好契合了

这一趋势，我也很高兴看到今

天邀请了我们交通以及大数据

领域里面的知名的学者专家，

以及国内交通物流行业有代表

性的企业，以大数据为抓手，

共同开展一场未来发展蓝图的

讨论，希望与会各位的对话来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促进物流

产业链合作伙伴通过大数据技

术相互融合来共同进步。走物

流产业融合之路，除了政府部

门大力支持，还需要像满帮集

团这样的大企业来引领行业发

展，推进物业产业智能化，规

模化，网络化的升级，网络物

流资源整合，与产业联动创

新，融合升级，打造绿色智慧

的生态链。物流业作为国民经

济支撑支柱产业，未来联合会

将会继续支持物流产业的深度

融合，持续推进物流业高质量

发展，全面推进创新引领行业

发展，让我们以本次论坛召开

为契机，携手共进，共同为物

流业美好的明天作出贡献，最

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

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崔会长。

正如崔会长所说2018年是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我国物流业进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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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大交通层面来说，随

着大数据、创新技术的加入，

人们的出行服务变得更为及

时、精准和贴心，而这更与交

通部基础设施的提前布局和智

慧交通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息息

相关。接下来，有请交通运输

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李

作敏主任为我们进行分享。掌

声有请!

【李作敏】尊敬的各位嘉

宾，各位朋友，很高兴与各位

相聚在多彩贵州，爽爽贵阳举

办的2018数博会，并共同参加

融新态、通未来，交通及物流

产业大数据伙伴2018年论坛。

首先我仅代表交通运输部路网

中心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

功，谢谢。

5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

刘贺视察交通运输部发表了讲

话，刘总理指出，交通运输是

兴国之气，强国之机。交通运

输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人民幸福等方面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服

务性的作用。这其中，交通运

输更是对物流业的发展，提供

了基础的关键的支撑和保障。

而公路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也

不断夯实了现代物流发展的硬

条件，另一方面，智慧路网的

发展为现代发展优化了高效的

软环境，一软一硬两种条件的

发展，为物流业降本增效提供

了积极有效的支撑和保证。截

止2017年底，我国公路已经达

成了477万公里，高速公路达

到13.65万公里，公路交通已

经从单一路段跨区通道现状运

行模式发展到了网络化运行的

在线化时代，公路交通的全面

发展，高速公路的发展，也给

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保障。

交通运输部以发展为已任，高

度重视，积极发展现代物流

业，我部高度贯彻落实国家的

发展政策措施，积极应用并发

挥综合优势，每个部门各司其

职，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我

们交通部路网中心一直认真履

行应急处置和出勤服务的职

责，推进智慧路网建设和智慧

路网服务，无论过去，现在，

将来都在为服务政府决策，服

务公共发展，特别是促进物流

健康高效发展尽职尽力。我们

恪尽职守，为公路物流运输提

供良好的通行环境。其次我们

及时高效的处置各类影响公路

运行和突发事件，第一时间组

织保障路网畅通，今年4月，

我们接到突发性的公路事件约

13450多起，累计阻断里程约

36万公里，在公路网里程不断

增长，交通量不断增加的情况

下，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我

们解决了这些事件，为公路物

流运输提供了安全保障。

第三，我们充分开展多种

信息服务，通过新华网，人民

网，央视等中央媒体，充分利

用新媒体等新型服务手段，积

极发布出行信息，并根据不同

需求，向出行前和出行中的人

员提供信息服务，方便企业和

车主设计出行路线，规划出行

时间，为公路物流运输提供伴

随式的服务。

第四，我们中心2014年

开始牵头高速公路ETC联网，

2015年，一年以来，用户总量

增长了近一倍，今天为止，全

网用户达到了6445万户，发生

出口交易2590万比，占交易总

量的38%，另外据统计测算，

仅2017年一年节约的燃油19万

吨，减少污染物排放3.9万吨，

优惠金额70亿元，物流货车优

惠30亿元，为了服务好车主出

行，我们办理ETC卡，对于需

要承载计重收费的货车，虽然

不停车，省去了司机长途旅行

携带大量现金的烦恼，使得车

主获得优惠。

第五，我们为物流企业

通过高速公路提供电子收费发

票，平台自今年1月1日正式

上线以来，开出各类电子发票

4168万张，实现抵扣税额2千

多亿，对于政府落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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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公路上交纳通行费的车

辆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抵扣，

让物流车辆享受改革红利，我

们还在积极推动高速公路差异

化收费，使得我们的物流车辆

选择合适的时间出行，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我们为高速公

路上的车辆提供更好的运行环

境和通行条件，这是我们以前

做的，也是我们现在做的，那

么将来也是我们为物流企业服

务的主要的途径。

【李作敏】同志们，当今

世界，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基

础性资源，大数据的挖掘和利

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和

政府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大数据使我们的联系更紧密，

甚至是密不可分，智慧路网建

设和现代路网业的发展就属于

这种情况。我们之所以能够服

务于现代物流，是基于我们掌

握的信息和数据，而每一辆

车，包括物流车辆的运行，为

我们服务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支撑，这些数据挖掘，进一

步使我们路网监测，应急处置

和包括ETC电子发票开具在内

的信息技术功能日益完善，作

用更加强大，效果更加突显。

此外，物流信息工作，

高校的科研合作，又使路网信

息，系统集成的水平不断提

升，有效促进了我们服务政府

决策，服务行业发展，服务百

姓出行的能力显著提高。公路

网非常有形的，有千万条公

路组成的物理基础服务设施是

庞大的物流网络，互联网是基

于数字网络的生态，是一张虚

拟网，要做好两种服务的有效

提升，提升智慧路网建设，感

知协调互动的水平，更好的保

障路网安全，百姓出行便捷高

效，提升物流效率，进一步促

进物流业降本增效，我理解，

这就是融新态、通未来，也就

是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应该探

索和思考的重要内容，同时，

我也觉得，这种交流会非常有

意义，也会非常有成效，就像

这次数博会的主题展示的一

样，数化万物，智在融合，可

以想象，今后的智慧路网管

理，物流业的高效发展都需要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

动互联，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提高全国

路网的监测与管理水平，提高

全要素生产效率和综合效能，

促进物流业的降本增效。按照

习近平上午致辞提出的秉承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围绕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智慧社会，全面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助力中国经济，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各行各

业的努力，在交通行业，包括

通过我们这种融新态、通未来

的探索，通过我们这种探索结

成的伙伴关系，我们在建设网

络强国，建设交通强国的进程

当中，做出我们不断地新的努

力和贡献。

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我

们路网中心得到了各方面的关

心和支持，正是因为这样，我

们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我们今

后的发展也需要各行各业，包

括在座的各位朋友的关心和支

持，我们真诚的希望和大家充

分的交流，广泛的合作，共同

谋取我们未来更好，更快的发

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李主任!

正如李主任所说，数字经济正

在逐步革新传统的交通物流方

式，我们相信满帮集团今后将

为国家的智慧物流建设，成为

行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我们

也期待更多新业态、新技术、

新模式的诞生。接下来就是论

坛的三个主题演讲和圆桌论坛

环节，我们可以自豪地讲，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

深，有龙则灵，因为数博会场

次很多，我们场地并不大，但

是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公路，铁

路，航空，海运，包括从物流

到电子信息，到法制建设各个

方面的专家，我们期待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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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小时，我们能够有一场

思想的盛宴。接下来到了我们

第一个主题演讲的环节，产学

研融合，这个环节将由西南交

通大学交通与运输学院刘晓波

教授主持，掌声有请刘院长。

【刘晓波】大家好，很荣

幸能够参与本次论坛并担任此

轮主题演讲环节的主持人。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

的强大制度红利，我国现代交

通物流发展也迎来探索起步、

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三个阶

段。伴随“互联网+”高效物

流的快速到来，这次“融新态…

通未来”智慧交通运输论坛的

举办正逢其时，必将加快传统

物流企业在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下建设未来交通运输融

合之路的速度。

在这轮演讲环节首先出场

的是我的校友，中国科学院院

士、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翟婉明。多年来，

翟婉明一直从事铁路大系统动

力学理论与应用研究。针对中

国铁路大发展中轮轨系统动态

安全设计的重大需求，在经典

的车辆动力学和轨道动力学基

础上，创建了机车车辆-轨，

道耦合动力学理论体系，建立

了车辆-轨道统一模型，在国

际上被称为“翟-孙模型”或

“翟模型”。接下来让我们掌

声有请。

【翟婉明】各位嘉宾，各

位同仁大家下午好!我今天只

能概要地讲一下未来交通大数

据应用前景广泛的一个领域，

高铁，那么时间有限，我就想

用最快的速度简要给各位分享

一下我们中国高速铁路发展，

总体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展望。

一个就是发展的概况，首先我

想从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提

速，速度提到今天，在短短的

20年，我们从原来一直落后的

铁路状况持续到上世纪90年

代初，最高运行速度只有80

到90公里，然后国家实施了

一个既有铁路提速的战略，就

是老铁路提速，从97年的4月

1号第一次提速实施到07年的

4月18号，整整10年间，进行

了原规划的5次提速提到160公

里，后来又加了第六次提速，

我们要提到200公里以上，那

么这个是在旧建上提到200公

里以上，这就是进入了高铁的

领域。我们看一下，原来的状

况是线路差，状况差，安全性

都不容乐观，拥堵，运输的矛

盾非常突出。然后通过提速以

后，第一次提速97年，我们

只在三大线路试了下水，最多

140，大多数是120，我们原

来的设计速度明令是120，只

不过是跑六七十公里，这三大

干线是我们应该说经济繁荣

发展的地带，所以解决了很

大问题。然后紧接着进行了

二三四五，最高速度提到了

160，第六次加了一个，使得

我们在旧建上最高实现了250

的提速，这个把路网展现出来

了，其中蓝色和红色的是第六

次提速总里程6千公里，840公

里的红色部分，达到了250公

里，这个是什么概念?250公里

就是在原来八九十公里提到了

250公里，这个速度差在世界

上就是最高的，增幅最大的国

家，这个是我们很自豪的，所

有提速都是中国完全自己研究

实践出来的。

到了08年奥运会之前，京

津成开通，迈入了高铁时代，

这里面介绍几个第一吧，第一

条高铁就是新津成，这个新建

高速铁路，我们实现了350公

里每小时的运营。然后这个是

很短，应该说综合力不强，第

一条长距离，武汉到广州，全

程超过一千公里，我们运行速

度也是350公里，这个和世界

上运行速度最高的国家，在德

瑞宝他们从300提到了320，我

们最高标准，京沪高速铁路，

这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最高标准

的高速铁路，实际上380的车

在这上面跑，原来是想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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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设计速度的380。还有一

个第一值得一提的在严寒地区

修建的哈达高铁，这个也是在

世界上，在高寒冷地区修建成

功的哈达线，大家看到我们的

运营线，原来冬季的时候最高

200，夏季300，为什么呢?就

是因为寒冷以后，基础地基的

冻障现象非常突出，冻障以后

使得有几何物差，高速的情况

下，这个轮轨的性能就会发生

变化，如果影响不大是影响我

们的乘车舒适性，影响大的话

就是安全性。我们由于这样一

个难度推迟了一年开通运营，

前几年都是按照冬季200，到

了15年以后，我们取得了经

验，有了技术以后，冬夏现在

都是300。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最长的

就是北京，武汉，深圳，香港

这条线，全程超过2000公里，

这条线就是欧洲国家高铁里程

最长国家的，加起来总和我们

这条线就达到了，这张图最简

要的给大家展示一下中国高速

铁路，或者是整个铁路提速在

这个过程中试验速度，不是运

行速，整个演变的过程。大家

看到从95年到目前短短的20年

间，我们从原来可怜的151公

里的速度，这151在95年，世

界上是多少?515，我们非常落

后，非常在低水平徘徊，就是

八九十年代，我们通过提速，

我们反复试验，实现了最高速

418公里的速度记录，我们如

果把世界上高铁实验速度摆

在一起看，我们处在世界第二

位，我们把世界纪录进一步提

升到了518。

我再介绍下路网，国家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早期的时候

就规定了4横4纵高铁，这4纵

就是在红线的四个方向，四横

就是中国版图横的方向，细的

不说了。这个开通了以后老百

姓反映非常好，我们改变了生

活圈一小时半小时的经济圈，

非常便利，然后多个地方提出

也要修建，最后在连续两次调

整中长期规划里面，就已经达

到了现在的13个，所以这个是

老百姓受益匪浅的，应该说是

一个大好事。到目前为止，我

们运营的高铁在这张图上，总

里程超过25000公里，什么概

念呢?我们超过了其他国家所

有高速铁路的总里程，这是非

常振奋和自豪的。

再简要介绍下高速列车，

我就用这张图把发展历程给大

家描述一下，我们以前没有，

07年咱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

把它编成12345型车，它是从

200到250公里，就是为了提速

用的，我们也没有新建高速铁

路，08年也是引进的三型车和

二型车为主，再后来到10年，

高铁开通，我们有南车和北车

分别有CRT380A型和B型，这

个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作

了很多创新，我们大家熟知的

380，现在也有很多在运营。

那么到了最新的就是17年，我

们去年成功的投入运营的叫覆

信号，这个是400AF48，DF常

客，叫中国标准动车组，这个

完全由我们中国自己研发设计

制造试验，然后成功的，去年

9月21号投入到京沪线运营，

这就实现了350公里的时速的

运营。这个意义很大，因为

我们原来降到了300，就温州

事故以后，国外从300提到了

320，而现在我们实现了350，

那么我们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

上高速铁路运营速度最高的国

家，这是运营速度，试验速度

是考核技术特征，运营速度考

核综合水平，这是载客的，这

是很重要的事件。

然后我再简要的把未来

我们的发展给大家展望一下，

由于这么多年高铁的发展和社

会需求，老百姓的反映，那么

国务院又进行了一次调整中长

期铁路路网规划，这里面提出

了要构建世界完善的高速铁

路网，有三点，到2020我们

高铁总量程进一步提升到3万

公里，25年，3.8万，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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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改变是我刚才说的四纵四

横高铁主干线，提升为8纵8

横主通道，这个8纵在原来的

基础上加了4纵，原来的4横

又加了，整个就形成了这样一

个，就是主干线主网是非常密

集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

覆盖了整个中东西部，像成

都，重庆，昆明，兰州这些都

涉及，对中国整个交通运输的

梳解，社会经济的提升，出行

的方便，是巨大的动作。这个

刚才规划的图，我们看到主干

线能做上去，基本上占到了一

个主体的地位。当然这里面也

是进一步往中西部倾斜，应该

说我们的高铁已经从原来没

有，没有要干什么呢?设计，

建造，建造完了能不能跑，是

不是安全，现在我认为已经转

入到了我们要长期安全稳定运

营，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运

营维护标准技术，这是一个大

的任务。

这里面首先有一个运维

标准的体系建立，我们有各种

规定，当然这个要慢慢研究

实践，最后我们推出来。第二

个，我们跟今天的主题大数

据相关的，就是要建立完善中

国高速铁路的安全检测监测

与预警体系，这是一个庞大的

高铁网，我们每天高速列车有

5000列之多，25000公里，高

速的运营，长时间的运营，我

们怎么保证维护和安全，要靠

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工智

能，靠大数据综合处理，未来

就是更高的速度，现在我们京

沪线上成功到了350公里时速

的运营，下一步恢复350公里

运行，我们还有个250公里时

速的线路，大量生产以后，我

们就可以实现在武广镇西等高

铁路上去运营，我们作为高铁

大国，强国，那么下一步我们

引领怎么引领，就是说人家要

问，你这个高速铁路到底能跑

多高比较合适?像法国574也

试出来了，他也没跑，那是试

验速度，经济安全，合理的速

度是多少，我们作为中国高铁

的研究和实践者，是380，还

是400，我们现在国家正在研

究40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动车

组。这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

运营安全性，稳定性，还要不

要忘了经济性和可持续性，绿

色环境。第二个就是更加安

全，要确保高速列车在任何环

境，任何位置，中国非常辽

阔，从东北到海南，从西部的

风沙到东部，长期保证安全，

这是重要的任务，我们要靠运

维体系的建立，安全预警体系

的完善建立，所以这个里面我

们说大数据的应用是前景广阔

的，还有就是更加环境，速度

是一方面我们想快，同时也要

科学客观的认识不是唯一的条

件，环保绿色也是一方面，我

要解决空气噪声问题，中国高

铁要研究的东西还很多，我们

的目标也是国家的梦想，中国

高铁走向世界，引领世界，谢

谢大家。

【刘晓波】感谢翟院士的

热情演讲让我们对于中国高速

铁路的发展有了更深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有请的这位呢，他

曾经多次担任美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评审委员，以色列

国家科学基金委及香港研究资

助局外籍项目评审人，主要从

事交通系统分析、网络数学

模型以及交通流理论与仿真的

研究，有多年交通软件开发

及复杂计算程序设计经验，为

交通网络模型多用途…C++类

库(TNM)及开放网络应用平台

(VNET)的系统设计和主要开发

人。他就是美国西北大学终身

正教授、综合交通大数据国家

工程实验室贵阳研发中心首席

科学家聂宇先生，掌声有请他

上台演讲。

【聂宇】各位嘉宾大家下

午好，首先我要感谢满帮集团

的邀请，我是第一次来参加数

博会，我想利用今天的机会介

绍下我们团队在过去一年时间

通过和货车帮深度的合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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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以

及我们对未来的展望。

说到中国货运的特点和

问题，在座的同仁都应该耳熟

能详，小散乱，小就是货运量

小，乱就是最大的企业在市场

的份额是2%左右，乱是说这

个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指效应

比较低。一个人工每天大概能

完成的单数是5到10单，如果

要做一千亿的企业，可能需要

5千到一万个，如果没有智能

协调的体系，这样的规模用人

工来完成基本上不可能，由于

人工管理造成效率低下，限制

了企业的规模，由于规模小，

造成我们不得不分散资源，最

终导致无效的竞争，形成我们

现在这种车货分离，供需不平

衡。

那根据这些问题，我们

行业在过去一年也做了基于互

联网+做了很多尝试，我们满

帮就是很成功的案例，满帮积

累的一些数据涵盖了我们生态

圈多方面的数据，它平台上的

货车有420万，在线发布货源

的信息是125.9亿，从维度上

看，这个数据库包括了司机的

轨迹，定位，点击播打，交

通，等多种维度的数据。这个

数据库不管从学术的角度还是

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都是巨大

的宝库，我们有了这个数据之

后，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到做服

务货源的共享，这样我们认为

打开了解决中国货运问题的大

门。

【聂宇】那么我们怎么

把公路货运大数据转化为智慧

来提升行业的效率呢?我们认

为还是要回到刚刚提到的这

个闭环，我们认为这个关键在

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把人工的

交易转变成为基于数据和算

法的自动交易，如果我们实现

了自动交易，那么我们交易员

每天可能就不止5到10单，可

能是一百到一千单，我们就可

以实现资源共享，合作联动，

最终为平衡供需，创造效益提

供条件。我们基于这个计算方

法，这个货运大脑才是我们解

决货运问题的关键。那么打造

这个货运大脑，我们知道离不

开大家耳熟能详的ABC，A就

是AI，B是大数据，C是云计

算，我们认为我们还离不开一

个D，D是什么?它包括什么样

的工具呢?OR，优化学，智能

经济学，我们认为这些，我们

要把ABC和这些决策的工具结

合起来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ABC+D的问题，这些是我们一

直在积极探索的问题，我们应

用到货车帮也是难点和要点。

我们基于团队做的工作，会做

ABC+D简单的介绍，我们首

先要做的，如果我们要形成构

造这个过程的大脑，要做运力

的深度分析，我们要根据司机

的行为，司机的轨迹数据和交

易数据和使用服务的数据，通

过这些数据去构造司机的行为

库，我们要通过一些人工智能

的手段，比如说深度学习，我

们要构造司机行为的构建库，

我们可以整体上去描述司机的

运输行为的偏好，在线行为的

偏好，服务的偏好和线路的偏

好。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我们

可以去构造实时运力，分析引

擎，这个引擎会制造一个静态

运营的分布，也会做实时的预

测，这样我们可以做精准规律

分析，也可以描述高概率运行

的分布，也可以对货车分布进

行预测。

那么实时自动运价，这

是要对运价短期的预测，运价

包括几个方面，包括供给，就

是司机这边的数据，也包括需

求，需求是货源的数据，基本

面是宏观基本面的数据，还有

就是成本的数据，以及原因运

营价的数据，对运价短期的预

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对数据

深度的清洗，第二步要从清洗

出来的进行特征指证，我们有

城市GDP，城市人口，我们有

货源总数这些，构建了巨大的

特征指针之后，要用数据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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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标定我们的模型，还有一种

模型是基于数字学习的人工智

能的模型。那我们所说的下一

个技术，就是所谓的混合动态

车辆调动技术，这个在运输学

里面，30年前在美国就得到了

广泛的重视，下面我列了一个

文章的名字，他是一个教授，

非常有名，动态车辆调度要考

虑自营货，通过调车来实现利

润的最大化，那怎么来描述这

个东西，要解决调动车辆以后

的影响性，在我们这个场景里

面，我们不光有自己的运营，

还有平台的货源，还有平台的

运营，我们实际上是形成了车

辆的调度问题，在这种场景下

面，它的问题的可行性是大大

的拓展，同时也增加了问题的

灵活性和获利的空间，问题复

杂度也提高了，我们解决问题

的时候，要利用一些工具，我

们可以利用深度学习的模型，

混合动态的问题。还有一个非

常经典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多

目标路线问题，这个问题用在

什么地方，用在给司机推荐线

路，我们推荐的时候不仅要考

虑时间最短，还要考虑油耗最

低，还有费用最低，还有服务

最方便，比如说加油，各方面

我们都可以考虑进去，这是路

径的问题。

【聂宇】我们团队在过

去几年，我们有一篇文章，我

们在过去几年对这个问题做了

尝试的探讨，这方面我们还是

有很多技术储备。路线规划是

我们提到最重要也是最新的技

术，我们线上货源的交易，给

我们运输学催生了一个崭新的

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

们通过路网的重新结构形成时

空路网的表达，我们考虑司机

收益最大，考虑匹配概率，考

虑司机的行为，这个听起来有

点抽象，下面会用两个很简单

的案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解

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处理得很完

美，我们刚刚用了满帮的数

据做了算命，我们用2018年3

月12号从贵阳出发，10天以

后回到贵阳，设计这样一个环

线，让车跑。我们跑出来的

环线是用西南地区的数据来跑

的，从贵阳出发先到曲径，再

到西双版纳，然后到西安，然

后咸阳，再回到重庆，最后回

到贵阳，我们测算的是25000

块，很多司机不愿意，我就在

贵阳附近跑，我们跑贵阳和昆

明，抢货司机就在附近找货，

我们也算了一个，加入了路径

之后，司机就真的在贵阳和昆

明跑，他跑完之后，他的费用

是18800，我们作个简单的比

较，这样我们算下来，每辆车

每天平均是可以提升利润多少

钱，620块，假定我们可以操

控一万辆车，光这一下我们产

生的效率是一年22个亿。所以

我们可以利用货源的空间分布

来引领的话潜力是非常大的。

下一个案例，是返程货的

问题，最怕的是车队过去了，

回来没有货，这是非常棘手的

问题，也是很多人考虑的问

题。我列出来的案例，贵阳，

成都过来的车到贵阳，3日返

回，我允许他走三天的话，他

会去曲径，然后去重庆，然后

回成都，7200块，抢货的车也

可以返回，他的费用是2000

块每天，做个测算，每天省了

400块，这个是一个收益的博

弈，这个可以带来很大的优

势。

我做个很简单的展望，我

们满帮是以平台资源为支撑和

补充，以车为抓手，我们一定

要以ABC+D为大脑，我们要以

灵活，新资，共赢为目标，来

重塑我们公路物流生产圈，我

想再强调一点，ABC+D应该会

成为我们世界级的科技型公司

的核心生产力，谢谢大家。

【刘晓波】聂宇教授的演

讲让我们可预见到公路货运大

数据的路径规划及智能车货匹

配潜在的巨大价值空间。基于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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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盛行，交通物流行业既

充满机遇也蕴含挑战。在今天

的活动现场，我们也特别邀请

到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首席科

学家左毅，有请左首席!

【左毅】各位来宾，各位

同行，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

参加今天的论坛，下面我代表

中国电科28所给大家汇报和介

绍一下我们所在交通管理创新

方面的做法和体会。这是三个

方面的内容，很有幸今天上午

参加开幕式的时候听到了习主

席的贺词，当前以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新技术

日新月异，给各国社会经济发

展，人民生活带来了重大深远

的影响。我要讲的内容和这个

密切相关。

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背景下面，我们的交通管理也

呈现出了大交通的局面，今后

的交通管理不再是分散的，分

业务，分领域，分区域的，一

定是大交通管理的时代，我们

认为要构建一个安全，智能，

高效新一代的交通运输管理体

系，它的主要目标分三步走，

三件事，互联互通互操作，互

联就是要将不同行业，为不

同的区域，不同的基础设施互

联，第二个要进行数据的互

通，大数据时代必须进行数据

的互通才可能得到产生相应的

效益，第三步作为管理层面，

一定是业务上可以互操作，这

是我们期待的三部曲。最终实

现空中，道路，水上，轨道交

通的一体化的运营管理。中国

电车集体28所是长期从事运营

建设的，交通领域也做了大量

的工作，拥有一批国内外的先

进技术和产品。在空中交通管

制方面的话，我们是国家空管

主体单位，也拥有国家空管重

点实验室，我们市场占有率达

到75%。在道路交通方面，

我们第一个研制了道路交通系

统，这是第一的。在水上交通

方面，我们自主研发了VTS，

而且这个项目已经出口到国

外。

那么在大数据时代，分

头建设的管理系统已经不再适

用，随着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出

现，各个方面融合，我们希

望实现一张图，一张票，一张

单，这个我们做了研究，也做

了规划，我们初步设想，一张

图就是要实现交通管理的一张

态势图，它不仅有不同的交通

态势，交通状态，运营状态，

而且还有未来发展的趋势，预

测未来。所谓的一张票就是从

便民角度来讲就是一张票，出

行一张票。昨天我从南京过来

的时候，坐飞机看到消息，东

航跟上海铁路局连锁，推出了

空铁通，通天下的活动，他们

现在在机场或者是车站可以买

到联运的火车票和机票，这个

逐步在实现一张票的服务模

式，就是新的一种模式。那么

一份单就是物流，我们想在大

数据时代，在这些方面做尝试

和创新。

【左毅】我们知道在大数

据时代要实现新的应用，离不

开数据，我们就以我们熟悉的

道路交通管理数据来讲，现在

数据在不断积累，最早我们用

传感器采集了若干数据，后来

又有了数据应用系统，后面其

他领域的数据都来了。这些数

据决定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数

据的基础，数据规模是在不断

增长，这是江苏省六合一平台

的数据统计，从AD级增长到

了PD级，这些数据都为后续开

展大数据的业务应用奠定了基

础。有了数据以后，更重要的

是要挖掘数据的价值，我们说

数据蕴含财富，但是必须融合

创造价值。我们在大数据时代

的话，就不仅是要有交管的数

据，本身很局限了，那么现在

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其他的数

据来与跨域的数据融合，小结

一下，数据的种类规模固然重

要，但是要进行数据的融合，

进行分析，处理，挖掘才能产



284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生更大的价值。

第二部分我们就汇报一下

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

道路交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城市拥堵，这是城市发展

的一个玩具了，城市拥堵原因

很多，治理的方法很多，下面

结合业务特点来做一个介绍。

我们认为在治理拥堵方面的

话，我们主要做了三个环节的

工作，一个是前期的诱导，第

二个就是途中的控制，信号灯

的控制，第三个就是数据最后

的评估，做了这三个方面的工

作。那么所谓的诱导在事前根

据各方面的数据，比如说城市

人口分布，出行的规律等等，

包括检测到的数据来预测，结

合我们规划路径，结合我们

历史原因，拥堵原因，提出一

个你在几点几分出行会有什么

样的路况的预警信息，这些和

百度提供的不一样，他是预测

你将要出行的时间段路况的信

息，然后提供最佳路线的选

择。同时我们还在诱导方面，

为驾驶者提供了一些手段，比

如说是车辆信号灯的模式，把

采集到的路况推给驾驶者，让

他知道路况的情况，让他及时

判断。我们一直在做路上的控

制，这个除了传统的视频，我

们还增加了FRD雷达等等手段

右起…更准确，更精准的测量到

路口车辆排队的情况，速度，

这样调整红绿灯，我们实现了

多路口的控制，这个解决了路

网级的道路交通流量的控制，

保证了重要时段的一路畅通

率。

【左毅】这是我们做的一

个实验，就是在南京做了个试

验，测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第三个就是交通评估，

一个是实时评估，及时调整道

路交通管理策略，提炼知识，

为后面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做这方面的工作。简单来说一

下，在道路治理拥堵方面，做

了三件事，事前进行预测，预

警，给出建议，第二个在路上

调整实时监测，控制，及时调

整红绿灯，第三个对于数据来

讲分析，判断，提出评估意

见，主要开展了这三个方面的

工作。

第三个部分就是打造交通

数据生态的想法，首先介绍一

下数据蜂巢的概念，借鉴了蜜

蜂团队协作加工进行了描述，

这个过程有点像我们在数据采

集，处理的全过程，进行了这

样一个比喻。第一步就是花粉

采集，数据采集分类采集，我

们进行了数据规划。第二个就

是花蜜加工，这个涉及到各类

技术，我们分类以后，这里

面涉及到数据分类，聚类，分

析，挖掘，甚至是提取。这

个要强调一下，对大数据的技

术，今天听介绍，到17年大数

据技术已经进入到应用的阶段

了，这个还需不需要研究?当

然还需要，大数据的基础还需

要研究，中心是个硬件问题，

我们国家软件问题更大，交通

设施已经成为国民信息技术设

施了，我们认为在大数据的基

础技术，我们现在有很多是国

外来的，开源的，并不是自主

可控的，我们要加强生态的研

究和生态的建设，基础上面，

我们要有自主可控的技术。

有了技术和数据以后，我

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各类应

用，现在做得比较多的是初级

应用，现在进入了中级应用，

管理，这里面就涉及到数据融

合应用，综合应用。这部分就

简单说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做

的工作，前面数据的采集已经

做完了，建立了所有的东西，

包括知识图谱这些东西。下面

就要进行数据的运营，数据的

效益如何产生，也就是说我们

涉及到什么东西，大数据+或

者是+大数据，今后我们可能

还要创新一些模式，包括数据

运营的模式，最后想用一张图

来解释一下针对交通大数据生

态的理念。如果说一棵大树比

喻成大数据，树根就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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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大数据时代，DP时代，

我们有肥沃的土壤获得很多很

多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是杂

乱无章的，需要我们去采集和

积累和状态，今天梅风院士提

到了，在数据本身方面，数据

治理非常重要，确认是确权，

还是保密也好，如果突破组织

边界的问题，一票通，虽然现

在有突破，但是还是受限于行

业的限制，数据经营是个很重

要的问题，包括数据治理，树

干就是它的技术，大数据本身

的属性大家很清楚，技术我们

一定要去研究和突破。其他几

个相关的技术，物联网是大数

据前端为我们采集数据提供手

段，最后的应用，在人工智能

这方面，跟大数据是密不可分

的，在研究大数据技术时候也

不要了和这些数据的衔接，现

在目标发展趋势已经到了应用

阶段了，的确是这样的。在应

用里面，我们一定要以需求为

牵引，以应用为驱动，应用的

模式很多，我们以前更多的是

传统产业，传统领域，去应用

大数据，那么今后可能还有大

数据产生新的产业，新的领

域，这也需要我们去挖掘和发

展的，整个生态有助于社会各

界共同努力，我们在大数据的

生态理念，第一要以数据为

本，基本资源要养护数据，第

二技术为先，一定要创新突

破，要有自主可控，第三是应

用为上，需求牵引，应用驱

动，我的汇报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刘晓波】我们期待左毅

老师未来给我们在交通大数据

的发展上，带来更多的创新技

术力量。同样我们也期待大数

据创新为中国物流诚信机制建

设提供更多的帮助，接下来有

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网络

事业部晏庆华主任为我们带来

精彩演讲。

【晏庆华】各位嘉宾下午

好!刚才前面几位专家都从技术

角度推动我们交通运输和物流

行业的产业融合，现在我从另

外的角度，就是诚信的角度来

推进这个融合，大家知道我们

技术发展很快，突飞猛进，可

以说现在技术已经不是很大的

问题了，但是如果是我们诚信

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可以说会

障碍我们技术推动这个行业融

合的进程。我想大家对这个方

面有一定的共识，所以我就从

我们中国物流联合会在诚信方

面做的工作这个角度，来看看

产业，我们行业共同的信用共

同体，推动我们行业的融合，

这也是服务好我们今天这个会

议的主题。

首先我讲一下，我们长期

以来，我们信用的变化，从左

边我们看到，互联网+新经济

时代，结构化的变化，共享经

济，平台化的发展，我们信用

的结构是有变化的。原来的信

用是什么?符合你的身份，你

的身份证对不对，你的驾驶证

对不对，你的道路运输证对不

对，对了你就是有信用的。现

在通过平台化，那不一样了，

我们每个人在数据上都有数

据，所以你每天干了什么你做

了什么，包括你的出差，你轨

迹会很清楚，这是我们新结构

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不可以伪

造的，物流行业的交易模式，

也是由原来的信息服务转成信

用服务，原来信息服务的话，

要经过一些比较可靠的关系，

现在互联网都是陌生人的交

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交易

模式怎么办，都没有见过面，

信用更重要，这条信息是不是

有价值的，是不是可靠的，这

是我们要考虑的方向。从原来

的信息服务我们到了信用服

务，物流行业这个更加明显。

那么从市场来说，我们

也看到市场需求，也需要更精

准，更高效的物流，物流体

验，我们从过去价格竞争变成

了价值的竞争，就是你这个东

西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我个

性化的需求，价格不一定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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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资源实现我们通过平台

来整合资源已经很容易了，不

像原来必须得靠资产，靠资金

和权利，那就是比较难的了，

现在通过是属于网上的，对于

我们实现现在的一些大规模

的运作成本比较低了，我们互

联互通融合共享的意思就加强

了。从这个方面来说，诚信对

企业的含义是有变化的，品牌

的建设，原来觉得诚信就大家

都信任我，到资源的优化，这

个城市的建设，信用的建设已

经贯彻于我们整个物流活动的

整个过程，提高我们的技术，

减少我们的物流成本，提高效

率是很有帮助的。现在的情况

是什么?平台和物流商企业都

有自己封闭的体系，他知道自

己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各种原

因，他只能在内部循环，可能

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共享，

这种造成了什么东西?我们各

个平台里面的交易，成本很

低，我对你这个平台里面违约

了，我跑到另外的平台去，这

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目

前政府是个什么情况呢?政府

要从事前监管变成事中事后的

监管，李克强总理一直在说政

府干预市场的权利要逐步的缩

小，要扩大市场的配置资源中

主导的地位。所以这里面有信

用监管，这个制度监管方式的

创新，构成了市场的体系，这

是一个变化。从这个里面，大

家看得比较清楚，比如说从税

务方面，我们也是通过大数据

的方式监管，包括我们无车乘

用人平台，可以为个体司机开

3%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发票，

这也是从大数据的角度监管

的，以后政府的监管方式，可

能会从事前静态的监管转变为

事中事后大数据的监管，这也

是个趋势。

我们中国物流业非常重

视物流的建设，我们2015年

就建立了一个物流平台的诚信

公约，有一些联盟的作用，包

括宣传就不细讲了，我们发现

了物流诚信平台，这个平台是

行业的通道。另外我们建立了

一个共享信息的团体标准，就

是物流诚信标准要求，这是我

们第一个标准…，也是诚信方

面基于大数据的交换的标准。

这个我们主要是在内部实现投

诉，包括黑名单数据的共享，

我们这些内容就包括黑名单的

共享，包括投诉渠道的曝光，

这个现在物流行业投诉很多，

有的时候投诉无门，可能没有

达到政府处理的阶段，诚信问

题大部分是灰色地带的问题，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物流行

业诚信体系的建设非常重要，

这是整个国家的统一行动，由

国家发改委牵头，我们马上也

会出台一些信用法，这些黑名

单，无法可依，这样可能有法

律风险，信用法也在制定过程

当中，包括部委的信用数据的

共享，这些都要查的，包括我

们还有交通的监测包括国家平

台的监测，这个我们也可以建

立在物流的平台里面。

这个为什么要跟政府一

起?因为政府是执法的，他相

对于说是比较公开的数据，但

是更多的，我们来说的，就

是很多这些，要让他的行为无

处藏身，我们平台里面也不

能交易，这样对他震慑的威力

也很大，我们的平台，货车帮

也在里面，当时有三四十家平

台做这个事情。我们今年年初

的时候，有发改委的要求，发

改委要求我们联合他们做组

建，我们联合了全国很多的物

流行业，我们推动的发改委制

定的行业标准，这个里面包括

企业的信用信息，信用历史，

包括社会心理，包括履约人，

这个就是静态和动态的数据相

结合，我们这个方面正在做试

点。

这次也是我们发改委授

权我们协助开展物流行业工作

的函，这个是我们长期以来

缺少一个诚信的生态，我们就

知道发出一些红名单和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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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我们要去表扬和处罚他，

我们对于红名单，包括一些

政府协会，政府机构，我们联

合出力，你可能是红名单，贷

款可能低，手续更方便，我们

相关的方面做联合机构，包括

黑名单一样，这些黑名单怎么

处理，这是我们要和做的以信

用为核心。我们建设的机制就

包括共同的努力，包括政府，

市场协会和第三方运营机构来

做，从公路信息方面，政府的

审批，包括管理，从市场信息

来说，我们有一些动态的经济

运行的数据，包括会员的信用

范围的建立，这个都是要我们

全社会来共同推进的，因为我

们这个信用建设可以说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我们企业的信用

建设，我想有这么几个准入审

核过程的监控评价，信用排

名，共享，大数据风控以及信

用工具。这是一个逐渐升级的

过程，原来就是一个审核，到

你企业经营的风险控制，到最

后的信用经济，信用不要以为

它就是花钱的，实际上它会产

生价值，以后通过信用的价

值，这个是非常巨大的，这个

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大家对

这个的认可要深刻一点。企业

的诉求是交易工具是个通病，

只有让内外数据交融的情况

下，才能实现大数据的精准应

用，这也是我们做的事情，我

们希望把企业信用数据联合起

来，这样我们整个产业的融

合，也就能跨上新的台阶。

…这是我们平台信息的一些

数据，包括一些基准的数据，

包括一些异常的数据，就不多

说了。我们以后就以信用为基

础，建立信用监测的基础，我

们与地方协会一起来做，另外

建立信用监测，联系工作模

式，我们在全国的一些平台，

包括一些企业里面，一起来建

立信用监测的点。第三个是我

们以信用为基础，推动大数据

的发展，帮助企业决策，另外

一个，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目前

我们联盟在交易黑名单上报的

介绍，然后我们已经在这个联

盟在做工作了，我们在18年4

月份上报的黑名单有400多条

了，这里面有不同的，我们也

分了很多等级，有的是这种金

融服务，没有给钱，这个每一

笔都会有分类。然后我们把这

些黑名单都放在联盟的平台去

筛选，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是平

台的会员，在平台有交易，

在其他平台也有交易，我们发

现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我们

实现了联合的体现。这个有几

种资格，轻度的给他解释，重

的直接开除了，这个各种手段

都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就是

根据违约的轻重实现了几个不

同标准的惩戒，我们对于轻微

的还是教育为主，我们未来工

作的话，这里再说一下，严格

地方协会，扩大行业的解决办

法，第二个，建立琴成就平

台，我们会开发建立一个工作

平台，把各个协会，企业的红

名单，黑名单在平台上进行一

个上报，我们进行评估处理。

第三个，自动更新的技术修

复，有的不能坐高铁，不能坐

飞机，不能坐豪华酒店，这些

都是很严重的东西，这样我们

也希望有信用修复，促进他重

新来做，把它修好。第四个建

立红名单的案例，我们标准达

到行业标准，这些红强音必须

要有好处，这样能让他更好的

做好诚信工作，引领行业全体

走入诚信的社会，我就介绍到

这里，谢谢大家。

【刘晓波】谢谢晏主任的

精彩分享!加强全行业物流信用

体系的建设，将能够推动企业

的全面发展，我相信接下来满

帮集团也会继续投身物流诚信

机制的建设，做好行业带头作

用，为提升我们国家的智慧物

流做出更多的努力。那么到底

在法治社会，究竟如何促进AI

发展并有效控制风险呢?接下

来有请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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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海带来主题分享。

【孙佑海】非常感谢主办

方给我发言的机会，我今天发

言的题目，法律能为发展智慧

交通做些什么。我主要是讲几

个方面，一个是智慧法制发展

的背景，第二是在智慧交通方

面所存在的问题，第三我们是

讲智慧交通立法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第四个介绍一下智慧交

通立法最新的进展和评价。最

后讲下一步的几点建议。

第一关于背景问题，大

家都非常清楚，首先是国家释

放的智慧红利为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机遇。第二是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发展，为智慧交通的大

力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

撑，第三是智慧交通为全面深

化交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技

术手段。打个比方说我们过去

出租车的管理，利益问题非常

突出，怎么改也很困难，但是

我们现在通过技术的手段，自

然就怕过去的一些堡垒就给攻

克。第四智慧交通是解决现有

交通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一共

是这么四个方面，第五就讲发

展智慧交通可以很好的解决保

障交通安全，缓解拥堵，减少

交通事故的发生。

第二个简单介绍下智慧

交通目前存在的问题，第一对

智慧交通的认识还不够成熟，

有的地方的领导是比较重视，

但是有的地方领导是重视程度

不够，第二是顶层设计不够完

善，试验多，走到哪儿，打到

哪儿算到哪儿，这种问题比较

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

较多，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比较

多。

第三，关键技术问题没有

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次中兴这

个事，实际上我们好多关键技

术问题还是依赖于国外发达国

家对我们的帮助。

第四，保护问题障碍也

比较多，好多新的技术很好，

但是会影响到我这个地方的发

展，我就不让你进来，这个缺

乏的法制保障，第五就是智慧

交通，各个地区的发展不够均

衡，像广州，上海，北京发展

得比较好。第六个大数据智慧

交通的问题存在问题也比较

多，行业标准不够统一，第二

是难以确保智慧交通系统基础

设施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原来

咱们讲自动驾驶，大家都想着

怎么样来造好车，在点上不断

有所突破，但是实际上智慧交

通无人驾驶还不仅仅是车的问

题，对基础设施的依赖强烈，

前一段时间就出现，在试车，

自动驾驶开到前面有卡车，他

马上电动一调就解决了，像下

棋一样，没有很好的棋子，你

没有棋盘是下不了棋的。数据

员有的好，有的不怎么样，还

是用过去的那种办法，缺乏自

动生成系统，保证不了。第四

是增加隐私泄漏的风险，这个

大家全国清楚，交通信息包括

了一些敏感信息，这个如果安

全没有用好，也是三大的难

题。第五是增加了信息安全的

风险，跟刚才有一定的联系，

但这个是从安全角度的风险来

说的，那次是泄漏，安全的问

题，交通事故的问题。第六是

现有安全设施，你旧的设施还

没有改造掉，新的还在运行当

中，这个增加了一些新的风

险，第七是立法工作跟不上，

大家都觉得目前智慧交通大家

都在干，究竟是不是需要立

法，需要在技术规范方面及时

的跟上去，实际上我们现在是

做不到，所以出现的问题也比

较多。

因此我们加强立法，及

时向我们智慧升级，规范，加

以保障是十分重要的，这是第

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简要

讲一下，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我现在就打了个比方，举

个例子吧，自动驾驶的车辆在

路上测试，测试这个问题，这

是目前大家比较急需的问题，

我们现在造了好多车，我们自

己的车没有车身的系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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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有法规，这个钱让人家挣

了，我们自己拿到数据也比较

困难，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展

了这些方面的工作，上海，重

庆，北京市作出了一个测试的

规定，还有相应的管理细则，

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带头作

用。国外立法这经验经也比较

多，美国也确实了法，欧盟有

一些工作做得很好，联合国修

订了维也纳旧的经验，我们为

制定全国的规范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我下面介绍下我们的新

发展。

总的指导思想，大的交

通思想不支援，我们要用法制

的标准这个保障，我们一手抓

应用，反手定规范。我们在上

个月，由公信部，公安部，交

通部联合制定了关于自动驾驶

上路测试的规范，由总则测试

主体，测试驾驶人和驾驶的车

辆，程序和管理等等有六张来

组成。这里适用范围，管理规

范适用于在中国进行的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这个包括30个

等级，高度自动驾驶和完全自

动的驾驶，这个汽车分三种情

况。

第二个大的规定，测试

价值和测试车辆基本上提出了

要求，然后对测试主体提出来

了，你报的单位的性质，业务

的范畴，测试评价能力等等，

在这方面还有远程控制能力，

记录分析能力以及符合法律法

规的条件，对测试人也提出来

的要求，比如说要签正式的合

同，经过自动驾驶的培训，没

有重大交通事故等等八个方面

的要求。对车辆也提出了注册

登记，保险，数据记录和实时

回转等等，提出来六项基本要

求。第三个方面提出了测试的

申请和审核的程序，为发挥地

方政府在道路交通测试当中的

职责和作用，管理规范规定，

由省级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选

择测试路段并公布，提出申请

测试基本材料，明确各个方面

的信息。第四是测试手段的要

求，也做了很详细的要求。第

五对交通违法事故的处理也提

出要求，总的来说，事故处理

办法还是按照现行的，提醒一

下，这个评价就是这样的，我

们国家智慧交通历史上，这是

很重要的规范，具有开放性，

我们出现了问题拿不到法律的

层面来追究，另外对处罚的主

体不够明确等等。

总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就下一步的建议，第一大力发

展智慧交通不动摇，第二，通

过智慧交通资源来大力发展也

不能支援，有效节约资源，保

护安全，第三个通过智慧交通

来统一思想我们也有几点建

议，把握道路测试的安全底

线，落实各项配套措施，刚才

讲的棋盘比棋子更加重要，第

三协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

上就是我的发言。

我小结一下就是：我们

在智慧交通大力发展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问题很多，第二我

们要看到通过法制来解决智慧

交通发展中的问题，应该说作

用是非常明显的，第三，在这

个方面，我们立法在保障智慧

交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还

是很多，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

多，希望大家都来重视它，希

望大家都来支持它，谢谢。

【刘晓波】下面是由天

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软件学院院长李克秋教授

主持的“大中小企业线上线

下融合”主题演讲环节。李教

授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

网络，云计算，移动计算，主

持了软件定义云计算测量和评

估等多个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项

目。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话筒交

给他。

【李克秋】创新发展，学

术是引领，人才是根本。刚刚

我们有幸听到了专家学者们的

精彩分享，获益良多。线上物

流平台的兴起，为我国物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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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互联网化进程带来了革命

性的转变。从Teleroute到中国

的货车帮、运满满，线上货运

平台开启了一系列的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说

到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不同体制，不同规模的

企业如何抓住新时代的契机实

现优势互补呢?大家都知道神

华集团和货车帮正在合作建设

多式联运智慧物流体系，为铁

路参与多式联运、实现大数据

与物流的融合进行积极、有益

的探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神华铁路货车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总经理康凤伟康总上台

进行分享。

【康凤伟】尊敬的各位嘉

宾，大家下午好!多式联运在去

年我们跟货车帮在探索，这个

我们孕育了这样一个成果，今

年应该说这个成果在落地的时

候，一年间，这个项目得到了

各界的大力支持，一年间，货

车帮现在也变成了满帮，我们

神华现在也是变成了国家能源

集团。那么下来我想，把我们

实践层面，前面几位专家都是

说的理论层面，下面就实践层

面给大家作下汇报。

我想我们为什么搞智慧物

流多式联运，先讲下由来，从

铁路和公路都是联运，客运就

是刚刚讲到的，世界领先了，

但是铁路货运应该说这些年是

非常的滞后，我们这个项目叫

多式联运，实际上就是基于多

功能车的装备。那么实际上说

到驼背运输，实际上不是一个

新增的事情，90年代，美国第

一列就开了，50年前欧洲就开

了，经过这么多年，我们中国

大地上还没有探索，现在我们

实际上货运的这种现状，应该

说还是非常滞后的。那么我们

目前货运能够称得上是联运的

是集装箱，真正驼背式的还是

0。我们国家占比只有2.91%

的现状，从我们货车多式联

运，那么国家实际上从十二五

已经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迟

迟到十三五，这项工作还没有

落地，那么相关的专家院校，

实际上对我们货车，或者说是

联运存在的问题，体制机制方

面存在了很多问题，那么我

想，我们推进这个项目，按照

交通运输部对我们多式联运发

展的总体思路和开展多式联运

示范工程，其中有一条，驼背

运输是鼓励大胆吃螃蟹，这个

事是我们跟货车帮我们干的这

件事。

【康凤伟】我们从多式

联运的发展就是四化，这个我

们从施工学理论分析，我们国

家为什么货车的多式联运，除

了刚才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

题，真正的关于我们的关系和

时空结构的调整，这条蓝线是

我们公路的智慧和高铁，是我

们的悟性关系和时空结构比较

恰当，现在差的就是信息化，

在信息的智能的监管，智能

的管理，智能的匹配上，没有

达到资源的匹配，所以还造成

了我们目前的这种滞后。那么

我们就因为这个，要解决这个

问题，悟性关系和时空结构，

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和货车帮

联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这

个项目，就是利用我们神华，

我们在鄂尔多斯到黄华，我们

西煤东运，我们做了这个试验

线，我们这次多式联运的项

目，那么实际上从我们这个项

目从发改委给我们定义，不仅

仅是一个通道，而是要做成一

个真正的经济走廊，让经济和

地方布局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深圳的煤炭运输上，我

们集团做得是一流的，从传统

物流向现代物流转变。这个是

我们从15年开始转型以后，

除了我们搞煤炭运输，我们对

非煤进行了大量的发展，我们

神华是完全市场化，那么这一

点是有区别的，我们市场化机

制，这个是神华目前所拥有的

里程达到了2550公里，最北到

了蒙古，西端我们到了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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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除了国铁之外第二大

通道。我们神华拥有的三个港

口。现在国家调了以后，自己

拥有的船是62艘，在国内排

名第三了，这是我们神华的科

技创新的优势，为什么我们神

华来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

们用自己的能力去开发这些项

目。这个项目实际上去年已经

获批交通运输部第二批示范工

程，各方对这个项目支持。

下面还想介绍一下我们

铁路和公路…的整合，这是我

们第一家铁路公司加入到公路

峰会，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驼

背式的多功能车，能够让公路

运输无缝衔接，火车背着汽车

跑，这个事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跟中物联，去年我们

在年会在和我们各个车队对接

上，取得了不小的成效。目前

我们已经和十几家企业，我们

已经签订了联运的这个。

我想随着我们的探索，

我们的这个模式，实际上虽然

驼背式的这种运输方式特别先

进，但是我们和大数据和互联

网的结合，我们这个应该是有

创新的，这个项目去年也得到

了马凯总理的两次批示，这是

一个大的时间节点。这是我们

现在货车帮开发线上的平台，

那么以前我们货车，铁路和公

路不对接，实际上就是因为互

相的信息不对称，不衔接，所

以我们想这次下午我们能够通

过这样的一个线上平台，达到

集沙成塔，达到我们能定仓服

务，就是我们的客户可以首次

的去铁路上去定仓。我们初步

这次定仓每辆38辆，第一种是

整车，时间关系，就不放视频

了。这是四种，这是我们和中

车，我们现在开发的，具有自

主产权的，我们国内可能要首

列运营的就是这四种车型。

那么我们目前是盘活即有

战场来盘活我们的项目，这个

战场的准备都已经完毕，这个

是我们和相关的合作企业，我

们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不是和

谁竞争，不是抢谁的饭碗，而

是这样一个平台来开始做，这

些都有合作的客户，我们要上

到这个上面。

这个是我们整个这次项

目客户的操作流程，时间关系

也不说了。这个是站到站和文

到文，整个的流程都已经做完

了，这是我们的调度系统，

那么预计，我们现在战场，车

辆，平台，这个已经全部就

绪，包括车辆的冻结实验也都

完成，预计在下个月，我们的

车就要开始运行，我们智慧物

流的项目，绝不是欧美多式联

运的翻版，而是我国智慧物流

发展的里程碑，那么期待我们

下个月能够在各方的合作下，

我们把第一列智慧物流的多式

联运开好，也希望各位持续的

关注，让我们能在中国做出一

个样子来，谢谢大家。

【李克秋】感谢康总的精

彩分享，让我们对加快“一带

一路”物流通道建设以及未来

整个交通运输行业进一步将本

增效充满了信心。

那么目前，智慧交通的发

展面临着怎样的痛点和挑战?

作为互联网三巨头之一的腾讯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赋能交通出

行行业呢?接下来有请来自满

帮的投资方之一腾讯公司微信

支付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雷茂锋

为我们分享。

【雷茂锋】各位领导和嘉

宾下午好!因为时间有限很多后

面的东西会快点讲，首先从三

个方面和大家讲，第一个是现

代交通的趋势，还有腾讯在整

个生态的能力以及我们在做的

一些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在交通这

一块我们分为两部分，一个是

公共出行，一个是车主出行，

公交和地铁用很多零钱，零钱

管理会很不方便，买票的时候

会有些拥堵，这是我们所看到

的问题，还有个人的信息，因

为在公路出行的时候，其实更

多的时候是买一张票不知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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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是谁，能不能通过信息化

的手段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我

能为他做什么个性化的服务。

在车主出行这块，我们也看到

很多类似的情况，刚才的现金

的问题，还有人很难拿到用户

的信息，也不知道是谁到我这

里停车，也不知道是谁通过了

这个高速。

这是现状，我们对这些

出行来说，往未来去看，我们

也看到这个趋势，这些企业都

非常希望我们能数字化的运作

和管理，还有我们不仅仅像原

来搜简单的公交地铁票的钱，

或者是高速费的钱，另外就是

交通像腾讯讲的，我们是连接

器，我们在做各种连接，交通

天生就是连接，交通能不能把

各个行业连接起来，真正做一

个连接。

大家看到很多场景在用

到我们的停车码，用手机支付

各种各样的场景，我们也希望

在这个里面做到绿色，低碳。

那么腾讯在这里面是有很多的

能力，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地图

相关的能力，以及腾讯云，还

有社交关系链，这是腾讯独有

的，还有微信公众号，小程

序，还有AI的方向，在所有能

力的同时，我们有最简单的触

达的点，微信支付，你支付是

不是就可以有连接，我们通过

支付的能力，和各个能力，服

务好我们的这些业务，服务好

我们的企业，同时产生这些大

的数据，能够做更多分析。比

如我们看到的在整个人和车之

间的信息，原来其实它都是一

些分散的，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人的ID，每个人都有个微信，

每个车都有个车牌，能不能通

过人和微信建立连接，车牌和

人绑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所

有出行各种各样的场景变成可

视化，变成可分析的，这样我

们才能通过大数据的能力，能

够去向做好我们未来的城市的

规划，或者交通的规划。

刚才还有讲到我们多元化

的经营，对于原来传统的企业

来讲，公交和地铁，原来基本

上就是买充值卡，未来要做到

数字化经营，盈利在哪里，是

不是更多元化，我们可以放更

多的广告，能够增加他收入的

地方，甚至比他以前卖卡或者

充值的盈利还要更高，停车场

里面，可以利用停车的数据和

停车的用户跟商业建立连接，

还有像地铁里面，地铁是非常

重要的交通枢纽，来这里坐地

铁的人，经过的人能不能经过

我这个商户，来我这里有购

物。那在整个用户流量的过程

中，能不能说地铁它建立了自

己的一个平台，不管是小程序

还是APP也好，它能把周边的

商业连接起来，建立多元化经

营的模式。

当然我们希望就像刚才

讲的，交通本身就是个连接

器，能不能利用微信和腾讯的

每个用户都有ID的能力，把人

和车，和各种相关的数据连接

起来，真正为我们各行各业起

到连接的作用。最后在这个部

分，我们可以看到腾讯其实

布局了我们公共出行的各种解

决方案，以及我们使用的场景

和能力，比如说像公共出行里

面，从公交，地铁，共享单车

方面都有信息，我们希望在车

方面有简单的方式，现在我们

建的车主服务平台，用户只要

把你的车和微信绑定以后，你

就可以出入停车场，加油，并

且实现无感支付，我们今天展

厅里面可以看到，原本要20秒

通行的地方，可能在出闸口只

要1秒钟，大大缓解了出口的

拥堵，我们现在讲智慧交通，

还不够成熟，是不是可以通过

更多社会上互联网的能力，把

我们数据连接起来高效，缓解

压力。

最后会讲几个案例，第

一个智慧公交和地铁，我们重

点来以深圳为例，深圳有一个

深圳通，它应该在今年具体几

月份不记得，大概2个月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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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注册用户达到了270万，用

户对这种不带零钱的渴望是非

常强烈的，我们能不能作为一

个城市的交通，能够服务好我

们的用户，让每个用户的乘车

码就可以乘车。在这个场景里

面，你只要给他便利，不用给

他优惠，他都觉得很开心，在

我们管理的团队，管理的部门

又可以拿到用户通行的数据，

为我们做很多商业，交通管理

的这样一些东西。

第二个是智慧铁路方面，

去年用微信做了12306，你不

仅仅是用微信去购买火车票，

能不能在火车上便利一点的东

西，在火车上去点餐，你不一

定要快餐盒饭，也可以点肯德

基，这是刚才讲的智慧高速场

景。高速现在已经接入了几千

条的高速，在现金支付的场

景里面，以前一直在做的是码

支付，湖北省用户占比超过

70%，用户只要绑定车牌就可

以在高速里面提高效率，降低

路口的拥堵。刚才也有讲到停

车，我们有看到数据应该是对

每个用户来说非常方便，他的

数据也会看到非常惊讶，微信

支付在北站的停车场，整个达

到90%，所有人停车场停车支

付的时候，90%的人用的微

信支付，对于大家来说非常方

便，对于北战来说缓解了出入

的压力，我们由原来的30秒

变成了2秒，进去通过车牌识

别，出来也通过车牌识别，后

台去扣费，提高微信支付的效

率，整个提高了15倍。

还有就是加油，每天要收

很多钱，每个加油站，经常每

个都会拥堵，我们现在除了用

微信去付款，不用客户用现金

和刷卡，我们还有无感加油模

式，车子去加油加完就走了，

原来加个油10分钟，现在只

需要5分钟。微信有这样的能

力，把人和车联系起来，腾讯

也有能力，服务好客户，真正

做到微信支付。

【李克秋】感谢雷总的精

彩分享，期待腾讯未来给我们

的交通出行带来更多的惊喜。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科学创新

固然重要，但想要打造用户体

验迭代的智慧物流生态圈，需

要怎么做?有请海尔日日顺副

总经理王一铎为我们进行分

享。

【王一铎】各位嘉宾，

各位主管下午好!非常荣幸有

这样的机会参与这次活动，顺

便也讲一下我们做的事情给各

位做下汇报，我们在智慧物流

生态圈上做了哪些事情?这个

报告主要是几个项目，第一个

目标，一个目标，两个开放，

三个差异化，四个升级。在我

们体系上，一个目标，简单来

说，我们真正的目的，一般物

流就是送货，我们现在怎么用

更多的终身用户来接受我们的

服务，在传统时代里面，我们

做的都是服务，大家研究的是

货能不能安全送达，或者货能

不能及时送达。客户研究了，

我能不能在这次的服务中不要

出事情，当然随着互联网的技

术，信息技术的提升跟效率它

改变了速度跟质量的问题，那

这个对服务是个进步的，同时

也提升了用户对于他个性化的

需求。那在物联网时代，它是

个体验的经济，它是共享的经

济，它是社群的经济，它已经

打破原来的界限，我们的思路

是从送产品到客户完整的体

验，也就是我们的迭代，能创

造更多的终身用户，这才是我

们需要做的目标。

那怎么做呢?就是两个开

放，对公司来讲，就是人才的

开放，核心就是人家公司价值

一定要最大化，我们公司有很

多机制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

开放内部的创客，我们一个

90后的员工，他会去抢单，

他可以把它做起来，他会得到

高的目标，高的分享，我们鼓

励员工去突破。也就是说，在

我们有的体系的员工，不是干

得久，不是干得官大，是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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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价值，我们现在有三十几

个小的在运作，还有外部物流

的企业，外部物流企业，它有

市场，也有一部分的资金和技

术，但是他发展速度太慢了，

我们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跟我

们一起来做，团结共做，资源

共享，我们不是研究1+1大于

二，我们要研究的是1+1是不

是等于11，我们在大学创客

云，已经到第三届了，有些学

生非常有创意，他研究了新的

产品，我们就在平台上去做实

现，产生的效益，大家共同来

分享，这就是所有的合伙，当

它产生效益的时候我们可以共

同分享，人才的开放核心就是

价值最大化。

另外一个资源开放，核

心就是生态各方加用户，怎么

体现它价值最大化，我们开

放了我们的仓储，仓配网络等

等，有多元的分配网络，仓储

网，我们现在基本上连接了天

猫，小米，创维将近120个大

客户，服务了将近3000家小的

平台商和服务，这些都是开放

去支持他们，我们也提供了整

套的东西给他们，我们有60个

大的客户在搞，我们开放了原

先在海尔的网络来支撑客户的

发展，我们从主网络去开拓，

我们现在核心有三千个，车小

微的触点，城市的触点，农村

的触点，农村需要的农机和工

具我们提供给他，在我的平台

上，他也得到了他们的效益，

我们有战略投资方的方式，我

们本身的业务接近100亿，我

们可以适当的投资，加快发

展。

简单来说，核心就是如何

把生态各方跟用户的价值做最

大的体现，这是两个开放，三

个差异什么?第一个全流程的

解决方案差异化，我们是一个

大件物流产业的标准的制定，

另外一个我们也是家居搭建诚

信品牌的搭建者，我们最终是

标准，跟客户的承诺，我们建

了五个基础的网络，通过15

个中心，来支持干线网。另外

三级的智慧仓，我们136个仓

库，还有微仓来支持所有客户

的需要。简单来说，客户只要

放在我们仓库，任何一个仓库

我们都能服务到全国，第三个

仓配一体，还有最后一公里的

竞争力，我们有2915个县，

可以覆盖到60万个村的送庄

入库的能力，最后我们打通了

城市跟所有农村的这种网络，

我们提供给他们9万粉丝，18

万的装卸工所有的服务。这是

我们全流程的差异化上。第二

个差异化是什么?我们在打造

所谓的产业生态化，我们物流

的发展，只是一个团结，但我

们关注的是产业生态发展的竞

争力，我们集合产业共创平

台，加上我们本身研究院，加

上我们集团研究的单位，打造

一个产业共创平台的服务，产

业链就是生态中心，连接了海

尔的这种智能制造的技术，结

合原材料采购，甚至工业我服

务，到智慧城的解决方案，以

及整个流程的溯源，到B2B，

B2C的服务。我们从产业源头

吹进去，再把物流植进去，我

们现在在卖大蒜，我德国在谈

一股的生产线，如何能够打造

他的技术，这个东西我们要打

造一个用服务产业差异化来打

造竞争力量，真正体现的是升

级，但对这种来讲是新旧动能

转换，对投资来讲，他可以持

续稳定的收入。所以我们不是

简单的购物，我们在构建全产

业链的生态圈。我们根据有关

的触点网络，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前场景的环境，这是我们

物流在做的，但是它的前端是

海尔做的，我们还有50万个云

店，我们还有微商城，对于社

群的触点，我们还有地网，我

们的服务网络也要深入到所谓

的设备，对城市来讲，城市的

设计师对城市的生态圈里头要

打造10万个社群，如果你能打

造100万，基本上可以控制生

态圈的状况。另外农村也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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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个触点中它跟城市的10万

个解点用车连接在一起，所以

我们研究的不是重产品，我们

希望得到终身的用户，用户不

止，我们提供物流服务，我们

的过程中，会把更弱的东西给

他，甚至场景，甚至生活，甚

至解决方案，这是三个差异。

那四个升级是什么呢?不

管怎么说，这个体系下，必须

持续的升级，升级有两个核

心，我们至高点是不仅为企业

产生竞争力，也要…为客户产

业竞争力，为服务的客户提供

竞争力，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

们要持续再犹豫的，而且这方

面，可能我们还要跟生活方来

研究学习的地方。那你要不断

地升级，体现在四个地方，第

一个智能升级，我们如何通过

设备，流程来打造升级，我们

今年预计投入三个智能差，后

续还有31个，我们要快速的

推进这个功能，我们现在服务

三千个品牌，他们也有这个需

求，已经有人找上我们了，我

们了解他的业务，这是非常好

的互动。另外以我们现在的仓

库能力是5万平米，大的仓库

是2千，我们自己用的是600，

我要达到的意思就是说，仓库

不仅要改，也要升级，我们提

供仓库的厂商希望帮忙，跟我

们做有效的结合，另外一个模

式升级，我们如果单单只思考

这个方案，一个好的创意，没

有整个的支撑，是不行的，创

意交通是持续不断发展的，模

式升级是我们要思考的，从这

些到大数据都是我们的思考。

我们解决了原来不能解决的问

题，你能不能帮我服务，你怎

么帮我解决?把六千个网点打

造一个动态平衡，这是模式的

升级。流程的升级体现在成本

和效益，其实我们做物流最担

心的不是在你的运作要好，是

你的节点设计运营模式，至于

单价所谓的这种，单元的优

化，它只是解决更上一层楼的

方式，另外就是管理升级，不

只是我们自己要进步，同时我

们要引进好的管理方，好的标

准化的程序来提升我们管理上

的升级。我开完这次会，很大

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回去也要

静下心来好好研究，好好向各

位专家多多学习，我的汇报就

到此，谢谢。

【李克秋】感谢王总的精

彩分享，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开

放的、有温度的、不断创新的

日日顺。接下来，我把话筒交

回给罗总。

【主持人】感谢每一位

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带来的独

到见解，刚才我在旁听的时候

都忍不住鼓掌叫好，正是大家

都怀着让出行更美好、让交通

物流更美化的美好的梦想，才

在自身不断成长的同时也推动

了交通及物流行业的快速转型

升级。接下来呢，我们将展开

主题为“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下的未来交通运输融合之

路”的圆桌论坛，

参加圆桌讨论的嘉宾有：

何定…贵州省道路运输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博士

向子琨…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

孙黎明…中化能源科技联合

创始人

丛雪松…华泰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叶进武…盈纳集团创始人兼

董事长

张晖…满帮集团总裁兼运满

满CEO

有请各位嘉宾上台共同进

行思想的碰撞。有请!

【主持人】应该说这是

特别的圆桌论坛，有我们的监

管机构，有地方政府，也有融

合交通各方面的合作伙伴，所

以我想今天大家一定会听到很

多不一样的观点，也许会有一

些交锋，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圆桌论坛。因为满帮

是由货车帮和运满满合并而

成，货车帮2015年4月份落户

开发区，刚刚来贵阳不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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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三年之后三千人，合并之

后七千人，有朋友送给我一本

书，集装箱改变世界，送给我

书的嘉宾就是子琨主任，我们

经开区也是贵州省经济实力，

产业实力最强的区之一，我想

请教我们子琨主任，在新的业

态和新的环境下，怎么看咱们

交通行业对于我们一个区域产

业的发展的支撑?在这个过程

当中，您作为一个地方的主

官，怎么看待交通与产业之间

的关系？

【向子坤】罗鹏是表扬

我，我们贵州的干部，贵阳的

干部都是这样做事的，因为要

服务企业，首先得懂企业，企

业要做什么，我们要和企业一

起学习，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为

企业搭建平台，搞好服务。刚

才你提的问题，其实对于经开

区来说很简单，因为自从货

车帮落户之后，在四个方面里

面，物流业在我们这里就是个

重头，特别是大数据落户贵州

之后，我们要做出有选择性的

贡献。那么经开区除了有现在

的满帮，大数据互联网企业，

也是独角兽，实体企业，也在

我们经开区里面，我们做的时

候，一直都希望，不管是大数

据方面的也好，还是实体的也

好，能够共同的联合在一起，

这个对物流的行业做更多的工

作，我们经开区也是想，在搭

建平台的同时，能够为企业更

多的提供交流沟通，融通融合

的渠道，想实现物流行业的整

体水平的提升，说实话，为国

家和社会进步，或者是为价值

的提升，为更加节约做出一些

应有的贡献。

【主持人】谢谢主任，刚

才主任讲到，其实在经开区既

有像满帮这样的物联网平台，

也有一些实体企业，经开区在

做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包

括满帮第一个编主战士的园区

就在经开区。我们介绍满帮的

时候，今天上午介绍的时候，

怎么介绍货车司机，我们就会

提到ETC，差不多三年前，当

全国ETC刚刚联网的时候，当

在跨省发行ETC几乎没有建的

时候，我们在贵州省交通厅的

支持下，就开始在全国去发放

这样一个卡和服务。也因为这

样的原因，在ETC联网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头，我们贵州的用

户就增长了67%，所以我也

想请贵州省道路运输局的何局

长讲讲这两年对贵州带来的变

化。

【何定】今天非常荣幸来

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自己也

学了很多，刚才罗总为的这个

问题，一年多来，贵州交通运

输厅和道路运输部门有很好的

合作模式，这个模式利益于两

个条件，一个还是数据的互联

互通，第二个是政企合作的创

新。第一个方面，这几年贵州

高速公路建设还是比较靠前，

到去年年底，突破了5800多

公里，贵州在建的高速公路达

到了8000公里，20年要达到

10000公里。部里面从ETC角

度做了大量工作，在融入通

道这个过程当中，贵州入境搞

运输都没在贵州落地，但是穿

越的量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

我们在座很多贵州的同仁都知

道，国务院的定位是西南的交

通枢纽，这是由周边的贡献

的，这是通道的作用，周边的

能达到12%以上就OK了，贵

州这块是很提前的。在这种条

件下，我们贵州交通厅和货车

帮的合作ETC的售发，2017

年，我们全省，因为贵州大家

都知道，率先在全国开展了货

车收费降收费的优惠政策，那

么2017年，我们全年发放了货

车ETC卡是75万张，其中贵州

本省的货车司机领到的只有10

万张，全国有800多个网点，

全国占有率提到了很大的提

升。贵州的这样一种物流的优

惠政策不仅优惠了贵州的物流

企业，也优惠了区域的物流企

业，优惠了全国物流降成本的

增加，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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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

【主持人】谢谢何局，我

们满帮有两家企业，一家叫货

车帮，一家叫运满满，我们今

天还有一位也是互联网公司，

船运帮，这是我们中化能源在

内部组建团队的项目，他们是

干什么的，未来要承担什么样

的角色，咱们请中化能源科技

创始人孙总给我们讲一讲

【孙黎明】我们是搞互联

网的新兵，不是一般的新，我

们整个从业时间还不到一年，

感谢满帮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

会，贵阳市给我们提供这样的

机会，我们也给各位老兵汇报

下新兵的工作，请大家多作指

导。我们干的行业，可能是搞

互联网的搞得最重的转型的行

业，就是石油石化行业，确实

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做

的事，我们目前是个船运帮，

还有其他的几个产品，我们是

做石化行业的。我是想从行业

的三个层面看看能不能把这件

事讲得更清楚一些，从我们行

业来说，它是非常重的行业，

就是从开发到原油的贸易运

输，到做炼油厂，整个链条非

常长，比如说我去做炼油厂，

可能在我最黄金年岁的时候参

与这个项目，做完都老了。这

个行业这么垂直，这么高度一

体化，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让

它变得扁平化，这是我们老板

做的考虑，这个行业是高度垂

直的，这种高度垂直，我们做

出的努力，抗风险的能力是不

高的，08年整个的股价由顶峰

滑落的时候，整个行业抵抗性

非常差，让我们非常绝望，让

我们看到老大在面前无能为力

的时候，我们追赶他的信心受

到了很大的打击这是行业的角

色。我们石油石化做这个业务

的角度来说，我们中化做这个

业务时间，应该说历史也还是

比较长的，但是在这个行业里

面，盈利还可以，但是没有非

常高的行业地位，我们经常给

自己贴金说自己做第四桶油，

我们董事长来了以后，他就感

觉到很奇怪，有人给自己贴标

签是第四，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的考虑也会觉得这个追求

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具体我再说一说业务，

这次董事长和总裁提出来转型

之后，要把整个的能源业务都

要转到互联网上去，他提出来

科学至上，在武汉大学也作了

演讲，我们能源是先转的，这

个转型导致了我们把我们从长

安街上轰到了中关村，我们把

所有业务搬到了中关村，老板

让我们把长安街上的模式革命

掉，意味着我们要把这些业

务搬到中关村去进行自我的革

命，其实是极具挑战性的事。

这个内容非常广泛，刚才说了

产业链非常长，我们有一个

专门的做电商的一大块业务，

有做原油的，包括用区块链构

建原油的交易，我们这是一大

块。第二大块是我们终端的板

块，加油站，货车帮最早和我

们进行了合作，这个是比较熟

悉的，我连接车和加油站的。

除了这块之外，还有就是供应

链的，我的供应链要做的就是

仓配一体化的服务，我刚才讲

的这个和王总的日日顺的是不

太一样的，我石化的，船就在

一个节点上，我们业务是非常

庞大的，我在中关村的团队，

所有事都在做，除了船还有

车，六六快车，我们的车和货

车帮是不一样的，就是只做危

险化学品的，仓也是储放危险

化学品的。

【主持人】刚才孙总讲

的，董事长为了把原来的产业

覆盖掉，把长安街的人搬到了

中关村，向子琨可以找他，说

搬到中关村也解决不了，需要

搬到经开区来。刚才听了主管

部门，地方政府和创业伙伴讲

自己的思考，其实在满帮成立

之后，我们开始和更多的与我

们有同样服务于用户的合作伙

伴结合，开始借助合作伙伴的

能力，为货主和司机提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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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我们和华泰保险推出了

面对货车司机的保险，和盈纳

科技提供了贷款的产品，所

以想问一下，华泰保险是一个

来自于央企的大的保险公司，

咱们盈纳是互联网金融公司，

请教下两位金融界的专家和大

会，在你们看来，满帮的层

级，这么多的用户怎么用金融

去为他们服务。

【叶进武】首先交通是个

非常大的行业，传统的金融主

要是服务，根据设备提供金融

服务和供应链提供金融服务。

我觉得货车帮有个很好的，他

有大量主干道的司机，我们有

个特点，我们前两年跟运满满

合作的时候，有几个特点，增

信是几乎没有的，包括央行的

增信，银行的增信在货车司机

上都比较空白，还有现在能收

集到的电商的数据，电销的数

据，司机的群体也没有。司机

这个群体，可以说在互联网金

融和科技金融属于比较偏冷门

的科技群体。但是司机有一个

特点，就是他是用工具在努力

工作，所以评估他的信用最核

心的就是跟他的积极努力的程

度相关的，我们这两年跟满帮

的合作，发现这些人越努力，

越老司机，他工作年限越长，

信用是可以直接体现出来的，

我们根据这个情况，盈纳跟满

帮有了针对这些客户的模型，

我们提供了蛮好的服务。后面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产品，盈纳

也会针对其他的项目来合作，

我们为积极生活的司机提供差

异化的服务，传统的可能看增

信和资产的抵押物和大型企业

的信用，那我们可能定位这些

勤劳的人，勤劳就是他们的资

本。

【丛雪松】谢谢罗总，

今天特别荣幸，感谢满帮给我

们保险行业一个机会，因为保

险行业很少在其他行业比较专

业的论坛上有一席之地，因为

我们还是一个，其实既不是上

游，也不是下游，是在整个环

节当中，起到一个支持辅助作

用的行业。但是也有缘，因为

我刚才想起来，这个运输，因

为其实保险业，借这个机会多

说一句，这个行业的起源是有

关系的，大概600多年，700多

年以前，保险行业怎么来的，

就是从最开始保护货主的安全

和承运工具的安全，当初不是

公路货运，也不是铁路货运，

是海上贸易，那时候去海上可

能就不来了。为什么说这个，

保险行业比较时髦地说，是

为国民经济，企业发展，社会

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其实并

不是说帮助企业你能够给你有

多大的推动力，帮助你的业务

快速的成长，它是希望保险这

个行业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

发生重大问题的时候，让你能

够有一定的补偿，不是因为这

个想不到的意外，让你企业万

劫不复，到了那个程度，其实

它真正的意义和目的在这个地

方。我们和客户合作的过程当

中，我们也希望体现到保险专

业的价值，就是在车货人，像

今天我们这个场景下，我们的

车货人当中，我们希望真正发

挥保险的价值和作用，刚才看

了统计，一个车主平均就1.5台

车，这台车是他们家的生命，

车发生了重大的损毁，不是磕

碰，严重的损坏，他们家庭就

受到了影响，保险就发挥这个

作用，在互联网的场景下，在

高额的赔偿当中，能够真正给

客户和渠道相关的客户能够起

到作用，但是互联网的发展，

可能我自己的感觉，带来了一

些问题给保险，因为互联网的

特点是高频和碎片化的，大家

感觉到的保险越来越小，在网

络上把这个东西越看越小，所

谓互联网创新的产品，什么航

班取消了，要赔你300块钱这

个东西。但是我想说，如果把

保险看成这么微小的，甚至都

不是补偿，娱乐作用的，可能

就低估这个行业了，我们希望

能够在企业，尤其是创新型的

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来说，真正

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发挥我

们这些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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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丛总很谦虚，

说只有天灾人祸的时候保险才

发生作用，华泰去年和我们合

作，把大的保单换成碎片化

的，货车司机一包烟都能买得

起的保险，把风险的保障，风

险的减轻，和风险的管控，变

成货车司机真正的本质，刚才

我们的合作伙伴，主管单位都

讲了对于交通过程当中各个环

境的思考，下面请晖哥，过去

满帮在融合，我们今天谈谈融

合，请晖哥谈谈感受

【张晖】老罗，我觉得

货车帮，运满满就是一家人，

就是满帮，还是谈谈业务吧，

确实现在业态比较多，不断会

有新物种出来，今天为止，我

看到金融保险，还有各个行业

能串到一起去，这个过去是很

难想象的，以前一个行业就是

一个行业，能在行业做十年，

今天发现大家必须得合作，我

们有场景，但我们缺专业，我

们缺金融的风控的能力，我们

需要保险的能力，我们就要

跟金融保险去合作，我们有用

户，有场景，新的形势业态下

的融合是个多样性和复杂性要

比以前来得快，机会很多，但

是稍纵即逝，不能打瞌睡，一

打瞌睡马上就没了，机会来得

快，去得也快，满帮有这么庞

大的用户基础，我们要把机会

抓住。还有我觉得，业务的融

合，最终很多时候我们是想象

出来的业务，其实刚哥过来，

一直子就想象出来了，立马把

田一划就开始干了，以前人都

是顺逻辑过去的，今天我们先

把终局看到了，然后哪些是可

以做的，哪些是战略的，哪些

是财务的，需要什么人才，迅

速就能搭起来。我就说这些

吧。

【主持人】好，刚才晖

哥讲了，是被终局所激动着，

在寻找实践的人的路上，今天

来会的路上，我们也在见一些

重要岗位的候选人，融合的交

通是整个社会各产业融合，社

会的整个角色融合，以及在社

会的不同阶层，不同环境融合

非常典型的表现，那贵州的大

数据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融合当

中找到有自己的位置，因为今

天时间的原因，那么我们在今

天的圆桌论坛最后请两位贵州

的政府的领导，我们的监管部

门讲一讲他们对满帮的期待，

然后请其他三位业界合作伙伴

讲一讲对贵州大数据的期待，

请晖哥讲一讲对于我们这个产

业，对于基础设施的期待，从

何局开始。

【何定】我觉得这个论坛

非常有意义，从展望的角度来

说，此次从交通运输厅和满帮

有了非常好的合作基础，因为

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想的还

有很多合作的点，包括目前，

在多次联运项目上，我们希望

能给货车一些关爱和温暖。从

深层次合作来看，包括卡车司

机的免费再教育系统，还有他

们的三检合一的打通，这块今

后我们和满帮集团会有更长远

的合作，我们希望这种模式越

来越好，希望满帮有更好的未

来和发展

【向子琨】两条吧，因为

现在满帮是大数据的独角兽企

业了，我也非常期待，满帮下

一步会成为行业的领头羊，物

联网行业的领头羊，甚至会成

为大数据行业的领头羊，这是

第一个。第二个，我也希望满

帮会在下一步的工作里面，成

为不仅为国家经济作贡献，为

社会经济作贡献，为人民群众

作贡献，因为你降低成本，增

加效率，也希望满帮能够进一

步的为国家的战略作贡献，走

得更远，走得更好。

【张晖】我觉得未来还是

变的，不变的还是刚才提的，

人的本质，动力，包括组织的

包容度，文化的渗透真的永远

不变的，我想我和老罗坚决把

这些落实下去，合并一定都会

实现，具体业务，等下刚哥会

有压轴的演讲会讲。

【孙黎明】今天货车帮展

现出来的数据分析，规划和优

化我听了是非常受启发，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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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贵阳做大数据这么一个期待

就是说，期待它能够产生更多

的，能够在大数据基于数据深

度的挖掘和深度的应用，基于

人工智能算法的应用，为我们

各个行业，尤其是石化行业非

常需要这些科学的手段，为整

个国民经济提高效率，运行优

化，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丛雪松】说到对大数据

的期待，我专业就不敢去评论

了，我代表我个人吧，就不是

保险行业的观点了，个人作为

消费者来说，大数据发展其实

对各个行业都有非常深刻的影

响，并且产生了很多巨大的独

角兽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发挥

很大的作用，都和老百姓息息

相关，作为老百姓，我总有这

样的感觉，大数据公司怎么总

出一些舆论或者道德方面的谴

责，很多东西用什么少了多少

钱，背后都少不了大数据的作

用，我只是提出来，贵州发展

大数据，我希望所有大数据的

行业和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公

司，其实让老百姓衣食住行的

公司，希望遵守道德的底线，

老百姓希望能从大数据中受

益，不是感觉受伤害。

【叶进武】我作为企业

的角度，贵阳作为大数据的中

心，专注于硬件投入，对成本

的减少是很有好处的，对我们

来说，对科研人员，技术人

员，大学可能更关注人才的培

养，更多的数据化的是科技公

司来贵阳，贵阳发展也是个核

心的条件。

【主持人】好，谢谢，

刚刚大家谈到了对大数据的展

望，对满帮的展望，有的也谈

到了大数据未来产生的风险的

建议跟期待，其实跟大家说的

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今天早上

王委员长看我们展台的时候，

副委员长说克强总理在下午大

会发言当中脱稿讲了满帮讲了

三分钟，讲了2016年知道这家

企业，当时他们怎么用大数据

为社会做贡献，克强总理还说

了这家企业当时不得了，不知

道现在这家企业怎么样了，我

想刚才所有嘉宾的期待就是一

个，我们真的用互联网和大数

据为社会产生正向的价值，产

生的不仅仅是商业的价值，产

业的是社会推动发展的核心的

价值，我想这是我们所有人的

期待，谢谢大家。

刚才已经剧透了，还有个

压轴的环节，我们满帮从合并

到确立我们的四新文化，到宣

布我们要进军的事业群，到今

天我们在论坛上展示我们的未

来，应该说所有这一切，都应

该我们迎来了一位满帮的掌舵

人，王刚，让我们掌声请刚哥

为我们分享他这几个月的所思

所想，掌声有请。

【王刚】感谢大家坚持到

现在，这是我们自己承办的论

坛，我就多讲一点，多说一点

实话。先从哪里说起呢?先从

LOGO说起，看出来没有，我

在什么地方?我就是这个心，

罗鹏是那个心，我们三个兄弟

在三个心串在一起，就形成了

这么一个LOGO，这是泛指的

意思，满帮能合并成功是因为

文化，能走到未来，也是因为

文化。这个LOGO背后诠释什

么文化呢?这是一个互相成全

的文化，我说了一个心上面有

两个心是成全的文化，两个心

下面有一个心是剥夺的文化。

为什么用心去表达呢?今天万

物互联，强调的是智慧，比智

慧更重要的东西还有，今天都

连在一起了，黑客一搞就搞一

串，一搞就搞一窝，这里面将

心比心是我们的成全，我们管

理层和员工之间到我们的合作

伙伴，我们坚守一条，就是今

天花力气去让客户爽，不要花

精力去搞你的竞争对手。大家

知道我们两家公司相杀是很厉

害的，今天爱得很热烈，我们

要吸取这个教训，不能把这个

风气带到新的公司里面去，我

们把精力全部用去研究需求，

满足大家的需求，这是我们的

立足点，你把对手杀光了，情

敌杀光了，女人也不是你的，

芳心搞定了，其他男人也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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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你去搞定，我们要把客户抓

住，以客户为中心。

上面两个心，一个是匠

心，一个是公心，什么是公

心?在座的大家没有多少人，

我们今天不需要完全为自己而

活了，我就是为自己而活也没

啥意思，我五年前做投资是不

快乐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不过瘾，过去几年我每天都兴

奋，睡眠是严重不足的，兴

奋是看到更大的远景，所以公

心我们现在讲的，今天我们最

高的是讲无私，无畏，无我，

这不是我提的，是干部提出来

的，今天我们提这个有点大逆

不道，这是党的价值观，佛的

价值观。这个对我们的高管提

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能不

能达到这个地步，盐融于水盐

没有了，水味道变了，有人说

我不能化，要水给我冻成冰，

那是自我的角度。这家公司没

有推自我的文化，自我的文化

是走不远的，自我文化是美国

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要讲全球

共同体。自我的文化有很强的

局限性，我们这家公司推平等

的文化。匠心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大家每一刻就是目的，我

们讲专注，讲成为专业的专

家，有什么要求这不够，你热

爱不热爱，工作本身就是目

的，千万不要把工作当手段，

太丑了，苦逼了30天，1号发

了工资，第二天继续苦逼，内

心强大的乞丐本身就是国王，

内心弱小的国王本身就是乞

丐。匠心我把这个文化送给大

家，这是很高的文化哲学，回

答了我跟你的关系，我跟组织

的关系，我跟工作的关系，我

跟客户的关系，这些关系体现

背后的思想就是合一的思想。

合一怎么来的?融合，就

是原融和合一，我之前把合一

讲完了，接下来讲原融，这个

公司为什么大家很开心，就是

因为我们在车货匹配市场完成

了90%的份额，很多公司都

是局部…的网络，还有10%到

15%的份额还没有进来，我觉

得我们抓紧时间北上，争取把

全国连成一片。让我们最高兴

的好消息，交易平台的打通，

我们预计第四季度一天会超过

一个亿，明年就会突破一个

亿，这是追上淘宝的平台，不

仅是匹配，还要线下汇款，从

你付钱到收货线上就完成了，

这个提升会让所有人受益，这

是让我们非常兴奋的平台。

第三个我宣布的自营，

为什么自营，今天任何客户都

有差异化的需求，对于同一个

客户我们不一定能很好的服务

好他，美国的公司能调8千台

车，我们没有这么多，我们有

一天会超过他们，我们为什么

不能调动10万台，20万台，

这车是否是自己的不重要，重

资产模式要轻过，这时候我

就可以成为全球最大的运营公

司，对于很多客户我就可以给

他提供解决方案。信息平台，

交易平台和自营之后，满帮的

服务就会油然而生，今天我们

跟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合作，

我们两个方案都OK，我们没

这么能力我们完全开放，我们

慢慢也会长这个能力，长完之

后怎么合作，这个你们要琢

磨。满帮金服，保险很大了，

人车货险很吓死人的，贷款

也是吓死人的，我们公司8个

事业群只是刚刚开始，可以无

限裂变下去，将来我们会调动

20万辆车，我们未来能获得全

行业的数据，现在的车都太土

了，出去之后很丢人，未来的

车是智能的，跑了多少公里，

拉了多少货，有没有超速，货

有没有被偷，我希望有一天我

们能做成这样，无人驾驶毫无

疑问我们会从重要的参与者，

特别是货运领域，我相信可能

会率先实现。这个里面，道路

是曲折的，95分钟很容易，

后面的一分比前面的努力都做

得多，还不一定能得到。能源

事业群，当我们有500万位司

机的时候，柴油体系也在我们

的里面，我们把真正节点性的

地方能够深入合作，让我们的

司机能够得到最便宜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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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核心成本就是油嘛，罗鹏讲

三分之一的成本，我们帮司机

省钱，他们通过我们的体系，

我们希望能够从终端跟供应链

厂商合作，跟储油罐合作，所

有都是开放的，但是我们希望

合作要紧密，真正产生合力造

福司机。今天能源还是柴油，

我也希望变成清洁能源，习大

大说了，要维持生态发展，不

能为了赚钱健康没了，子孙后

代把金山银山都忘了，无论是

氢能源还是电能源，无论是什

么，我们要把它做好。

另外就是物流地产，今

天好不容易我们自己有一张全

国的天网，做地网是极其顺畅

的，在地网当中，我们也许会

碰仓，形式是多样的，在物流

地产领域，我们团队已经找好

了，速度还很快。另外就是车

后的领域，车后无论是新轮胎

的定义，我希望车后领域不仅

是赚钱，我考虑一点，做制造

业的4.0，你的轮胎天天跑山路

用这个轮胎，他跑平路用这个

轮胎，这个里面数据化，对于

新的轮胎的制造也有很大的作

用和很大的价值，车后也很重

要。第九个最后一个是满帮的

货运，我们是交换来的，这个

是公平的交易，这个时候彻底

的理解了一带一路，从一个企

业的角度讲实现这个梦想，这

两天我听到更多的是政府对我

们有更多新的要求，公路的成

本还是很贵的，能不能用铁路

来运，铁路还贵能不能用海运

来运，我们希望成为全球最大

的运营公司，海运我们也会涉

及，航空也会碰到，铁路也会

碰到，我们会展开非常多的合

作，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

天我们这个组织就是一个没有

人能够独裁的开放的组织，基

本就是合伙人制的，那对外我

们也是开放的姿态，只要我们

能够真正把运输这个云，无论

是海运还是陆运，无论是什么

年代，货物运输不能改变，实

体运输是不变的事情，所以在

不变的事情上我们就尽可能做

好一点。

今天我们融了19亿美金，

公司是60亿美金，这家公司今

天5%都没有做到，我觉得现

在只有2%的市值，说你是独

角兽，这个太小了，这是我今

天真实的感受，否则我不会按

照这个去做的。有人说王刚你

这个吹牛吹得太太了，跟我们

干了五年，挣不到一个亿就太

蠢了，这个成果是我们一起奋

斗而来的，我不是给你现金，

我只是说给你股票，我用我的

现金来买股票，我相信它会涨

10倍，20倍，50倍，你像我这

么精明的投资人，对不对?肯

定不做赔本买卖的。所以今天

仍然我们用开放的心态来做，

这个文化的保证是内部工作

是开心的，如果在满帮都不开

心，我跟你们讲，在中国不会

开心了，这个文化就搞成这样

了，我就负责这条底线，谁让

你不爽，我让谁不爽，开心的

文化把快乐传递给客户，到后

面觉得越来越没有什么意思，

赚钱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之前

很嗨，看到这个财富也没有什

么意义了，那时候会找新的幸

福指数，找到找去还是能不能

多为别人做点事，为别人找快

感而获得快感。最好我们都变

成一家公司的人，不管你是日

日顺的还是哪里的，我们可以

搞合资公司的，我们今天的这

个格局，我们可以和很多人合

作，没有雇不了的人，最多就

是你站在我这里，你把事情做

好，祝大家今天晚上把酒言

欢，谢谢大家。

【主持人】留到最后的才

是最好的，一个讨论业务讨论

产业的论坛到最后变成了一个

讨论文化的论坛和招聘大会，

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

来宾，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做我

们交通及物流产业大数据的论

坛，我们希望今天是第一届，

但是不是最后一届，2019年数

博会我们再次，谢谢所有的来

宾，谢谢大家。

来源：http:/ /zb.cbdio.

com/3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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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数据安全管理与产业发展论坛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DSMM）实践

时间：2018年5月27日…09：00--12：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A

论坛简介：本论坛基于贵阳在大数据安全领域的丰富实践，分析讨论大数据时代下数据安全管理和

产业发展等问题，供各政府部门、行业主管、以及产业界和学术界参考。

阿里牵头研制“大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国家标准

5月27日，2017数博会

“大数据安全产业实践高峰论

坛”上，记者获悉，全国信息

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部门

协同各方着手制定了一套用于

组织机构数据安全能力的评估

标准——《大数据安全能力成

熟度模型》，该标准是基于阿

里巴巴提出的数据安全成熟度

模型(Data…Security…Maturity…

Model，…DSMM)进行制订。

作为项目牵头起草方，阿

里巴巴安全专家称，DSMM旨

在帮助各行业、组织机构基于

统一标准来评估其数据安全能

力，发现数据安全能力短板，

查漏补缺，最终提升大数据产

业整体安全管理水平和大数据

产业竞争力，促进大数据产业

及数字经济发展。

无论是去年7月，微软

Window10因未遵守欧盟“安

全港”法规，过度搜集用户数

据而遭到法国数据保护监管机

构CNIL的发函警告事件，还是

频发的内部员工窃取用户信息

在网络黑市贩卖案件，都暴露

出了企业数据安全能力偏弱的

问题。

与会的贵阳市委常委、市

政法委书记庞鸿、中国工程院

院士沈昌祥、中国信息法学研

究会理事、法学专家马民虎、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

安中心技术部主任叶润国、中

国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联盟副理

事长赵平生等政府官员、学者

专家，以及阿里巴巴安全部资

深总监侯金刚、伊利、南方电

网等企业代表，都在讨论环节

介绍，实际上，很多企业并不

知道自身数据安全能力究竟处

在什么水平，也不知道短板在

哪，更不知道依据什么标准进

行测评，常常错失查漏补缺最

佳时机，导致数据泄露。

5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

长白春礼在贵阳数博会上就

介绍称，大数据安全对政府治

理、法规制度等提出新的挑

战，接近50%的数据可能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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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泄露的问题。

DSMM正是要解决大数据

环境下的数据安全管理问题，

即专注提升组织机构在业务运

营中应对数据安全风险的能

力，最终使有数据安全需求的

所有行业、企业、组织机构，

都能基于统一的标准，来评估

和提升其数据安全能力。

阿里巴巴数据安全总监郑

斌介绍，DSMM是基于阿里

多年数据安全实践经验提炼而

成，根据DSMM不同维度和不

同环节的细分，最终会评出五

个安全管理能力等级。一级是

最低等级为“非正式执行”，

意味组织的数据安全工作来自

于被动需求或随机展开，并未

主动开展数据安全工作。三级

是各个企业的基础目标。等级

越高，代表被测评的企业组织

机构数据安全管理能力越强。

阿里巴巴数据安全高级专

家潘亮透露，DSMM适用范围

非常广泛，从现已落地使用的

企业来看，涵盖了银行、互联

网金融、证券等金融行业，以

及百货零售、电器销售等零售

行业，也包括体育、音乐、视

频等文娱行业，乃至乳制品制

造、冶金、电力、物流及互联

网+新型企业等产业领域。

上海拾羽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已参与测评

的企业，该公司总经理郑波

表示，“‘数据安全成熟度模

型’从组织建设、人员人力、

制度流程、技术工具四个能力

项进行评估，对数据安全规范

提出了有效的建议，可以很好

地帮助我们管理内部数据的使

用权限，保护用户隐私、防止

数据泄露，帮助我们实行统一

的安全部署。”

“大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

模型这项国家标准的研究课题

从去年6月开始立项到今年1

月结项，前后总共举办了5次

专家研讨会，包括中国电子技

术标准化研究院、清华大学、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

科院软件所、公安三所、中国

移动和360等单位都在积极参

与。”一位长期参与信安标委

国家标准制定的业内知情人介

绍说，目前DSMM国家标准立

项已在信安标委大数据安全特

别工作组获得通过，标准草案

正在起草中。

而阿里巴巴集团标准化

总监朱红儒也向记者介绍，

DSMM除了正在制定国家

标准外，阿里也在ITU-T牵

头制定《Security… reference…

archi tecture… for … l i fecycle…

management…of…e-commerce…

business…data》的国际标准，

在ISO牵头制定《Big … da ta…

security… capability…maturity…

mode l》的国际标准研究项

目，在CCSA牵头制定行业标

准《面向互联网的数据安全能

力技术框架》，来将阿里积累

多年的数据安全管理经验通过

标准的方式输出给业界，提升

行业的数据安全水平。

来源：h t t p : / / w ww .

d o n e w s . c o m / n e w s /

detail/4/2954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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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使能技术 拥抱未来”
华为云数博会论坛

时间：2018年5月28日…09:00--12: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综合厅A

论坛简介：论坛瞄准产业转型升级，紧抓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大社会机遇，推动技术进步和

产业落地。

“创新技术，拥抱未来”华为云高峰论坛在2018数博会盛大召开

5月28日，由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贵阳国家高新区承办

的“创新技术，拥抱未来”华

为云高峰论坛在2018数博会

盛大召开，其中嘉宾包括中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信软司副司

长李冠宇先生（致辞），贵

阳市政协副主席、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白云区委书记杨明晋

先生，贵阳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黄昌祥先生，

华为公司副总裁、华为云BU总

裁郑叶来先生等。除此以外论

坛内容也是干货满满的哦~下

面，让云宝带您一起回顾吧！

云宝:首先，是华为云BU

总裁郑叶来的开场致辞

郑叶来提到，从2018年

1月起，华为公司的新使命为

“把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每

个家庭和每个组织，构建万物

互联的智能世界”。他强调，

尽管华为公司的商业模式发生

了变化，但其业务领域实际上

没有改变，还是围绕ICT产业

进行持续投资，把能力变现。

郑叶来展望未来将是个智能的

世界，未来三十年最大的变革

是人工智能。

云宝:人工智能的基础是数

据，那么，数据为人工智能浪

潮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郑叶来在5月27日数博会

的“数字融合·领航中国新经

济”论坛中提到，人工智能时

代将面临海量的，分散的数

据。让复杂的AI技术更易用，

满足多样化业务场景和数据

种类的诉求是普惠AI的核心挑

战。

云宝:下面我们看一些例

子，如智慧商业领域中，客户

面临哪些具体的挑战呢？

途虎养车是国内领先的汽

车保养服务平台，作为汽车养

护服务的O2O线上平台，拥有

从客户下单，到门店管理的一

整套线上服务流程，途虎养车

需要实现数据服务体系从线上

到线下的智慧转换，打造全新

工场店模式，其中涉及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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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人员的掌控。然而，随

着业务的发展，门店数量不断

增加，途虎养车面临着运营人

力成本高的问题。

云宝:面对途虎养车在视频

数据治理方面的诉求，悠络客

是如何满足的呢？

作为最早将新零售概念

落地的创新企业之一，悠络客

基于摄像头的计算视觉技术

赋能新零售，并在行业内成为

先行的探索者，比如将人脸

识别技术用到门店，针对连锁

业态推出智能零售模式等。

针对途虎养车的诉求，悠络客

利用华为云平台的能力提供

智慧门店联合解决方案，实

现了店员考勤、动作&物品检

测、远程安防、客流分析等智

能视频监控服务。真正做到

“货”“场”“人”的数据联

合。让类似途虎这样的客户能

够远程智能监控门店，减少运

营成本。悠络客希望未来拥有

超过1000万的摄像头数据，并

利用华为云的人工智能技术将

新零售线下的数据云端化&结

构化，迎接真正基于视频的大

数据时代。

云宝:在各行各业面对AI时

代的挑战下，华为云如何通过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来帮助企业

实现升级转型及自主创新？

贾永利提出，华为云EI瞄

准企业业务场景，真正从企

业，从客户角度来思考人工智

能带来的价值，同时致力于降

低企业使用AI技术的门槛。在

演讲中，贾永利介绍了华为云

智能数据湖解决方案，华为云

智能数据湖作为开放的数据处

理平台，通过数据的云上融

合，实现多域融合决策，使能

人工智能，是AI时代的数据底

座。其中包括三层：

一、数据湖存储DLC，让

数据不再跑路

数据湖存储把数据物理

落盘和处理呈现分开，使存储

和计算分离，各自实现弹性伸

缩。数据传到云上之后，其实

在云上的存储格式和处理活

动很多。以车联网为例子，首

先需用到流的实时分析，看

车辆有没有超速。然后要用一

个复杂的算法去挖掘，看车辆

行驶的轨迹有没有偏离预定航

线，有没有按照所设计的轨道

去跑，另外还有深度学习，是

不是油门控制不适当造成驾驶

不安全。这些分析用到的人工

智能技术不一样，对数据的要

求也不一样。如果用过去的方

法，数据需要进行多次的搬迁

和格式转换，效率非常低，但

DLC的出现就让数据处理效率

低的问题得到解决。

二、数据湖探索DLI，懂

SQL就可以开发AI业务

在数据湖存储之上我们

有一个数据湖探索服务，它能

够让装进数据湖里面的数据很

方便地使用和洞察。过去对数

据的洞察我可能写一个分析作

业，也可能写一个程序，现在

我们提供一些方法，可以对图

像、视频和语言的分析也嵌入

在SQL里面，从而可以让很多

人更方便用AI能力。我们有一

个创新例子，把每段视频里面

的车量数大于20个的画面帧找

出来，这里面还有很多想象，

比如可以找两个车撞在一起

的，还有人闯红灯，有车逆行

了等画面。针对类似这样复杂

的AI场景，华为云提供一个很

简洁的方法让AI能力与SQL融

合，这样可以把使用AI的门槛

大幅度拉低，让很多工程师都

可以进行人工智能的开发。

三、数据湖工厂DLF，数

据DIY专家

数据湖工厂DLF，就是对

数据的开发管理平台，实现大

数据或者普通数据的统一管

理，把数据建模、开发过程

以及作业流都整合起来，通过

这个DLF平台可以实现一键打

通，帮助企业在做跟数据相关

的开发的同时让数据管理变

得更简单，更高效。比如存档

系统，需要做一个报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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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需要把数据导入到数据仓

里面，然后写代码，把数据导

进来的成本很高而且耗时长。

有了数据湖工厂提供一站式的

大数据协同开发平台，帮助用

户轻松完成数据建模，数据集

成，脚本开发，作业调度等任

务。编上一条作业流去运行，

数据处理就变得简单高效。

云宝: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距离我们不再遥远，而改变世

界、拥抱更美好的生活，离不

开程序员。那么华为云为这些

新时代的创造者们又提供了什

么“神器”呢？

演讲中，宋哲炫介绍了华

为云基于华为公司30年来研

发经验积累，打造的软件开发

解决方案…——…华为云软件开

发解决方案。作为云上软件开

发平台的领导者，华为云软件

开发解决方案重新定义软件开

发平台，让开发者们细分工，

重配合，同时，重新定义了园

区，使园区不再仅仅是办公区

+程序员的堆砌。使用华为云

软件开发解决方案后，编译的

效率可以提升90%以上，上线

速度提升50%，总缺陷率下降

20%。

华为云软件开发解决方案

涵盖了项目管理、配置管理、

代码检查、编译构建、环境准

备、测试、部署以及发布。

云宝:位于贵阳国家高新区

的贵州华为云软件开发云创新

中心正式运营以来，已与高新

区企业交流超百次，关联企业

60余家，正式上线30余家！

来源：h t t p : / / w ww .

szccia.org.cn/NewsDetails.

aspx?ThingID=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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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网络安全创新发展高端论坛
——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信息保护

时间：2018年5月28日…13:30--18:0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舞阳河厅

论坛简介：就大数据安全面临的挑战、隐私信息保护等方面展开研讨交流。

国家信息中心与极光大数据合办数博会网络安全创新发展高端论坛

5月26日—5月29日，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在贵阳举行，由国家发展

改革委高技术司指导、国家信

息中心主办、极光大数据与国

信卫士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承

办的第五期网络安全创新发展

高端论坛于5月28日在贵阳生

态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国家信

息中心副主任马忠玉、贵州省

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心主任何灏

出席会议并致辞。极光大数据

CTO兼首席科学家黄鑫出席论

坛并演讲。

本次论坛以“大数据安

全与隐私信息保护”为主题，

由国信卫士网络空间安全研

究院副院长叶红主持，邀请了

国家信息中心、贵州省大数

据发展管理局、贵州省信息中

心、海南省党政信息中心等单

位领导出席。国家信息中心副

主任马忠玉、贵州省大数据产

业发展中心主任何灏、审计署

原办公厅巡视员兼信息办主任

周德铭、国家信息中心办公室

副主任吕欣、贵州省大数据发

展管理局数据资源管理与安全

处处长张雷、大数据协同安全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左

英男、国家信息中心国信卫士

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技术发展

研究室副主任邓子健、杭州美

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

经理沈武林等领导与专家分别

就政务信息共享数据安全、网

络空间数据安全、贵州政府数

据共享交换安全实践、大数据

时代的身份安全，以及大数据

应用与大数据安全、个人隐私

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等做了主题演讲。极光大数据

CTO＆首席数据科学家黄鑫做

了《大数据应用与大数据安

全》的主题演讲并与现场领导

与专家就大数据应用与安全的

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国家信息

中心信息与网络安全部主任杨

绍亮、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

中心副主任吴志刚、海南省党

政信息中心副主任梁柱成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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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也出席了会议。

移动互联网时代，数据安

全与个人隐私问题已经成为大

众关注的热点，甚至关系着国

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自2011年

成立以来，极光大数据在深耕

大数据领域的同时也一直为维

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而

努力。在大数据产品化的探索

道路上，极光一方面努力增强

大数据产品的效果，力争为客

户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始

终恪守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信息

保护准则，坚持保护用户隐私

信息。极光大数据愿意与众多

单位与企业共同努力，为推动

大数据安全领域的技术创新和

融合发展，助力网络强国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源：https://www.sohu.

com/a/233617108_399033…

论坛名称：聚集数据科学，
瞄准民生应用，紧抓精准扶贫

时间：2018年5月25日…09:00--17:00

地点：贵阳国际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B

论坛简介：论坛聚焦数据科学，深化双谷合作，瞄准民生应用，助力精准扶贫，推动“政、产、

学、研”等各要素共同发力，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落地。

聚集数据科学，瞄准民生应用，紧抓精准扶贫

5月25日，第二届社会民

生福利大数据应用高峰论坛暨

数据科学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贵阳生态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

坛是2018数博会的分论坛之一，

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一研究所、

xf187兴发官网(www.xf187.com)…

主办，贵州伯克利大数据创新研

究中心承办。

论坛上，贵阳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晏代表xf187兴发

官网(www.xf187.com)…与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签署了

合作办学框架协议，贵阳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徐昊代表

xf187兴发官网(www.xf187.

com)…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市签

署了友好备忘录。

2016年，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子第一研究所与贵阳市政

府共同建立了中国首个民生大

数据分析研究中心——贵州伯

克利大数据创新研究中心，旨

在通过数据分析平台的搭建，

提升政府治理、改善国民健康

和增进民生福祉。

两年来，贵州伯克利大

数据创新研究中心不仅在老人

和儿童这两个大数据实验室取

得了很多的成果，接下来还将

在教育培训、数据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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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生命大数据高峰论坛
——数聚生命，智惠未来

时间：2018年5月27日…14：00--17：30

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舞阳河厅

论坛简介：本届数博会生命大数据高峰论坛围绕“数聚生命，智惠未来”，紧扣生命大数据发展趋

势，探究生命大数据的普惠价值和智惠未来。

数聚生命，智惠未来丨华大生命大数据助力科技惠民

5月27日，在2018年中国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简称

“数博会”）上，华大和贵阳

高新区管委会成功举办了生命

大数据高峰论坛。

在本次高峰论坛上，华大

副总裁、国内区域规划与发展

中心主任路军首先开场致辞。

他提到，此次论坛是华大联合

贵阳国家高新区举办的首届生

命大数据高峰论坛，围绕“数

聚生命、智惠未来”，紧扣大

数据发展趋势，聚焦大数据与

民生、科研和教育的三环联

动，全景式展示华大近年来在

生命大数据领域取得的成果和

未来发展规划。

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魏定梅致辞，希望更多的企业

能参与到贵州贵阳市的大数据

发展大潮中，共同为大数据综

合实验区的建设贡献力量，并

预祝贵阳市人民政府和华大在

“基因＋大民生＋大数据＋大

科研＋教育创新”等方面的合

作走得更高更远。

生命大数据助力科技惠民

论坛上，深圳华大基因股

份有限公司研发部副总监金鑫

博士作“生命大数据助力科技

惠民”的主旨演讲。他指出，

孵化建设等方面拓展众多的一

些新的应用领域。在此次论坛

上，也将发布相关成果。

据介绍，本次论坛旨在夯

实双方合作基础，促成硅谷、

数谷达成区域合作，深化贵阳

市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

合作。论坛聚焦数据科学，深

化双谷合作，瞄准民生应用，

助力精准扶贫，推动"政、产、

学、研"等各要素共同发力，促

进技术进步和产业落地，邀请

了国内外院士、专家、学者等

进行主旨演讲、主题对话、圆

桌论坛等。

来源：h t t p : / / w ww .

a c h a o l a m p s . c o m /

c63/20180530/i1532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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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生命的根本，基因大数

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

理解生老病死。华大基因近年

来积累了超过1200万份的基因

数据，据此构建了有史以来最

高精度的中国人群基因频率数

据库、致病基因突变库，以及

包含多个少数民族在内的精细

遗传结构图。

精准医疗需要普惠才能

造福更多民众。华大的全覆盖

民生项目已经在全国多个省市

展开，所有的民生项目都取自

当地、用于当地，为项目开展

地区建立代表当地特点的基因

库，帮助当地建起精准医疗的

能力。在此基础上，华大将开

发新一代的肿瘤早筛技术、病

原检测技术，为人民健康保驾

护航。

贵阳市民生基因检测项目启动

贵阳市民生项目是贵阳市

政府和华大战略合作的重要内

容之一。当天，贵阳市政府副

市长魏定梅、华大董事长汪建

以及市卫计委、贵阳国家高新

区等双方领导上台共同启动贵

阳市民生基因检测项目。该项

目的实施对预防出生缺陷，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健康长远发展具有现

实意义。项目宣布启动后，双

方将在贵阳全市范围内加快推

进落实工作，促进基因科技惠

普更多的百姓。

人工智能临床应用的问题及对策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

科副主任，复旦大学眼科副教

授洪佳旭做了“新型眼科人工

智能诊断决策系统Deepeye的

研发与应用”主题演讲，该项

目由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复

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及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三方合

作完成。洪佳旭教授表示，我

国的眼科诊疗资源相对有限，

使用眼科AI诊断系统为医疗资

源缺乏地区提供医疗服务成为

有识之士的共识。目前，该项

目相关成果已应用于上海市、

贵州省10余家医院2万余例常

见致盲性眼病患者的早期诊断

与筛查，显著提高了疗效及社

会效率。

基于民生大数据的贵州地贫

筛查及临床应用

华大自2014年起，与遵

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合作开展

地中海贫血及生育健康方面

的疾病筛查与研究工作，取

得了突出成绩。遵义医学院

附属医院儿内科主任陈艳在

论坛上介绍了基于民生大数

据的贵州省地中海贫血筛查

及临床应用。目前贵州各区

域及各民族珠蛋白基因簇和

地贫基因遗传图谱已初步构

建完成，但地中海贫血疾病

的防控仍然任重道远。陈主

任呼吁在地贫高发地区建立

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同时

提高全社会对地贫的认识，

做好遗传咨询，避免重型地

贫患者的出生，开展中国南

方1 0省地贫民生项目全覆

盖，做中国人群地中海贫血

大科学研究。

来源：https://www.sohu.

com/a/233274468_29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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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ARM服务器产业生态高峰论坛

时… … 间：2018年5月27日…08:30--11:30

地… …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5

论坛简介：将此次高峰论坛办成ARM服务器产业生态中信息共享、需求对接、共谋发展的盛

会。

ARM服务器产业生态高峰论坛举行

5月27日，在2018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举办之

际，ARM服务器产业生态高峰

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举行。论坛发布华芯通第一代

服务器芯片“昇龙”，并对相

关领域产业实现突破等问题进

行探讨。

省政协副主席陈坚，贵

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孙登峰，美国高通公司中

国区董事长孟朴，工信部信息

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李冠

宇致辞。省科技厅厅长廖飞，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经济

师姚轶，省商务厅副厅长黄筑

筠，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

长娄松，贵阳市政协副主席杜

正军，新区领导欧阳武，电子

科技大学副校长徐红兵出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中国工

程院院士沈昌祥等嘉宾围绕论

坛主题发表演讲。

致辞中，陈坚代表省政协

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

对长期关注贵州大数据产业发

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指出，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

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

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

术这个难题。因此，大力发展

ARM服务器产业，建设ARM

服务器生态将大有作为。当

前，信息技术处于变革时期，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新应用对芯片性能提出了新的

要求，巨大的市场需求也为产

业生态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

此时，推出符合节能生态环保

新要求的ARM服务器势在必

行。希望在本次论坛上，各位

专家、企业家为ARM服务器的

产业发展献计献策，提供真知

灼见。

孙登峰在致辞中表示，贵

安新区以大数据为引领的先进

制造业作为战略支撑，加快创

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

区，初步形成了大数据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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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智慧医疗，数据先行

时　　间：2018年5月28日…09:00--12:2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舞阳河厅

论坛简介：深度探讨大数据与大健康的产业融合应用的发展方向，促进整个行业生态的成熟和稳

定。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智慧医疗，数据先行”

论坛主题报告：呼吸疾病医疗大数据建设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于2018年5月26-5月29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顺利召开，

来自全球数百家著名企业如阿

里巴巴、腾讯、百度、脸书、

谷歌等参与盛会，观展规模23

万多人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会议致贺信，强调“中国高度

重视大数据发展，秉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围绕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全面实

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助力中国

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

本次博览会举办了“智慧

医疗，数据先行”专题论坛。

该论坛由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

展的集聚态势。集成电路产业

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

是大数据产业的核心产业，贵

州省与高通公司深入合作共同

投资贵州华芯通半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并在贵安新区落户，为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造了平台

支撑。第一代产品的发布，标

志着双方的合作取得了阶段性

的成果，标志着CPU领域有了

新的创新力量，具有里程碑意

义。

孟朴说，第一代华芯通芯

片的面世，进一步加强了高通

公司携手贵州，努力将华芯通

做强做大的决心。未来，高通

公司将继续把华芯通作为在中

国合作的重点项目给予支持，

持续支持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发

展和华芯通在ARM服务器芯片

领域的拓展。

李冠宇说，ARM服务器建

设坚持应用导向，秉持开放、

平等、合作的理念，聚集各方

力量，提升市场价值，为用户

提供更有弹性、更容易使用的

产品及解决方案，促进产品的

研发和规模应用，为全球的产

业合作作出贡献。

相关行业的协会、产业联

盟和合作伙伴及国内外30多家

媒体代表参加。

来源：http://www.gaxq.

gov.cn/zmhd/rdhy/201805/

t20180531_3282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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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医学研究中心（广医一院）

及中国心衰中心主办，北京医

鸣技术有限公司承办，贵阳市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贵阳市乌

当区政府协办。贵州省及贵阳

市等省市领导及来自全国的医

疗大数据领域知名企业家、医

学专家参加了论坛。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劲平教授

在本次论坛上作了《呼吸疾病

医疗大数据建设》主题报告，

指出呼吸疾病防控是中国健康

发展战略重大需求，分析我国

临床研究的优势及不足，并提

出呼吸系统疾病大数据生态体

系建设规划及进展，包括临床

信息大数据自动采集及共享平

台，呼吸疾病生物资源共享平

台，肺功能数据质控、分析及

管理中心，呼吸影像数据分析

与管理中心，呼吸疾病大数据

安全体系等建设情况及成果，

探讨了临床信息大数据共享应

用。

最后，郑劲平教授进行了

总结，强调呼吸疾病是我国急

需防治的重大慢性疾病，多中

心协作、高质量大数据整合和

分析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我国呼吸疾病大数据建设已取

得初步成效，建立和健全协同

创新及大数据共享机制，将加

速我国呼吸疾病防治研究的发

展。

来源：http://ncrc.gyfyy.

com/index.?ac=article&at=rea

d&did=370

论坛名称：2018新一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高峰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5日…14﹕00--18﹕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舞阳河厅

论坛简介：加快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018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与前沿技术高峰论坛（直播内容）

主持人（郭智翰）：尊

敬的院士，专家们，大家下午

好！很高兴主持2018新一代人

工智能前沿技术高峰论坛。

今天到会的嘉宾有——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

士沈昌祥；他在来会的路上。

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张延川；

贵州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尚凯莺女士；

重庆通信管理局局长蔡立

志先生；

韩国总统直属第四次产业

革命促进团团长张锡勇。

论坛第一环节是开幕式，

第二环节是主题报告，今天共

有8场精彩的主题报告，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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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期待。

主持人（郭智翰）：下

面，我们进行第一环节，开幕

式。有请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张延川先生讲话。

张延川：尊敬的各位嘉

宾、各位专家教授、企业家，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出席今天论坛的

有政府领导、学术界、产业

界相关单位的知名学者和企业

家，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

青年学生。

首先我代表中国通信学会

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代表出

席本次论坛，致以热烈欢迎，

对支持中国通信发展的嘉宾表

现感谢；

数搏会作为全球首个大数

据博览会，已成全球的发展风

向标。中国通信学会是数搏会

的承办单之一，连续三年都参

与了论坛的承办，所举办的会

议和论坛都得到了各界的高度

关注。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

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人工

智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由

中国通信学会具体承办中国工

程院院刊《信息与电子前沿》

编辑部，贵州省协办的2018新

一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高峰论

坛在这里召开。同时对给予本

次论坛大力支持的贵州单位表

示衷心的感谢。

1965年人工智能首次提

出，经过60多年的发展和极

点，伴随着大数据、深度学习

等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正在

引发产生反映的科学突破，培

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塑造新

兴产业体系，加速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

当今信息技术的信息环

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人工智

能理论基础和实践载体也将面

临新的突破，人工智能已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在产

业界大量的资本涌入加速人工

智能技术，加速实体经济应用

的深度融合，更快向实体经济

转化。中国正值工业化、城镇

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建设

的高潮，人工智能与身体经济

的结合也将促进服务模式的重

大转变。

鉴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对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

响，中国通信学会也将成立中

国通信学会的人工智能专业委

员会，推荐各界开展交流与合

作，推动各学科交叉。

今天展开的本次论坛旨在

研讨全球新一代人工智能总新

动态和发展放心，以及新一代

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学界各

位专家将共同探讨分享和发展

人工智能新体系，创新平台，

高端人才，新兴产业等。立足

国家发展全局，准确把握全球

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照准突

破口和主攻方向，全面增强科

技创新的基础能力，拓展重点

领域的应用深度和广泛，促进

社会经济发展。

希望在座的专家、学者、

教授在本次论坛上畅所欲言，

分享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政策、

前沿动态、产业方向，促进产

业各方的合作，共同营造发展

新局面。

祝各位嘉宾、代表工作愉

快，身体健康，谢谢！

主持人（郭智翰）：感谢

张秘书长的致词！下面有请尚

凯莺女士致词！

尚凯莺：科技是国家创新

之基，创新是民族发展之魂。

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方兴未

艾。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作为

中国制造2025中国一环，从概

念时代走向运用使用，从实验

走向社会。从以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

新一代通信信息技术，必将越

来越深刻引领社会各领域的巨

大变革。贵州作为国家大数据

综合实验区，在大数据战略下

我省一些年轻的企业家和大学

生们已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

我们企业家和大学生围绕人工

智能产业做一些数据清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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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数据建模等大数据运用的

功用，在产业中发挥自身的价

值。作为信息通信行业的监管

部门，政府部门引导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谈两点意见，

供大家参考。

一是发挥政府在产业发

展中的引导作用，为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有利的支

撑。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

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

大部署，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从工业、农业、服务业、乡村

振兴等方面统筹推进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发展，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

从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标准

制定、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

进方面，营造人工智能发展的

环境。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为新一轮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

向。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应该是以服务于人的发

展，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今年世界电信日的主

题也是推动人工智能的正当使

用，造福全人类。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应该聚焦于国家的发

展战略，聚焦于便民惠民，聚

焦与缩小数字发展鸿沟，适应

人们的期待和需求。突破体制

机制和商业模式的限制，找到

蓬勃发展的土壤。智慧再造智

慧，会将人民的文明推向什么

样的高度？我们也期待，也拭

目以待。

今天在座有来自业界顶

尖的专家、院士、学者、企业

家，也有来自韩国的朋友，有

来自政府部门的领导，还有新

闻界的朋友，相信在大家的交

流沟通中，定能够凝聚共识、

智慧贵州，为信息化助力贵州

后发赶超，出谋划策！

预计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

功，谢谢！

主持人（郭智翰）：下

面我们进行第二环节的内容。

沈昌祥院士临时有重要事情，

他在赶往我们论坛的路上。现

在，有请韩国总直属第四次产

业革命促进团团长张锡勇先生

作报告。他今天的报告主题是

“以人为本的韩国第4次产业

革命政策”。

张锡勇：下午好！我是韩

国总统直属第四次工业革命促

进团团长张锡勇，促进团跟中

国的办公室差不多，我觉得按

照中国的叫法，我是办公室主

任，对吗？

今天讲大数据的重要性，

能够在大数据博览会上发言，

我感到无比荣幸，今天我演

讲的“D·N·A”，D是大数

据，N是网络，A是人工智能的

政策。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影响，以及韩国的应对方案电

信报告，我的汉语不太好，为

了保护你们的耳朵，从现在开

始我讲韩语，请各位听翻译员

翻译。

这个是目录，关于第四次

工业革命，我的一些想法。地

球已有45亿年的历史，人类在

7万年前从非洲走向全世界，

大家认为人类世界上最重要的

发展是什么呢？火的发明、农

业革命、文字，还是宗教？可

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会不同，人

类学家尹恩·莫斯里试图用数

据统计这些不同的想法，他将

人均能耗销量、军事、信息技

术做了统计，与人口进行叠

加，结果人类发展和人口增加

大约在1万年前开始几乎没有

变化，直到18世纪某一个时期

突然出现爆发性增长。

这刚好是工业革命的象

征，蒸汽机发明的时期，欧洲

出现了蒸汽机，中国的农业技

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世界

人口大大增加，人类文明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蒸汽机出现

之后，随着技术的飞跃发展，

电脑、数字技术突飞猛进，人

类的大脑能力也发达第四次工

业革命由此开始。本次的工业

革命与之前的三次工业革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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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关系呢？可以说这一次工

业革命范围更广、影响力更

大、速度也更快。

工业革命通常是随着创新

技术的发明，给工业、社会和

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其中蒸

汽机、电器、电脑是前三次工

业革命关键技术，那么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又是什么

呢？我认为是人工智能，第四

次工业革命是推动社会持续发

展的重要力量，随着人工智能

的持续发展，相关技术应用到

社会各个领域，同时将解决各

种社会问题。

所谓人工智能，就是模

仿人类智能的一种技术，就像

人类做出认知、判断、行动等

一系列行为一样，人工智能也

需要通过判断来做出行动。这

种判断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而软件的启动则需要分析大数

据，大数据是用云端储存的，

而将数据传输到云端则是5G等

移动网络技术，搜集这些传输

数据就是物联网，人工智能和

ICBM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

键技术。

第四次工业革命既然被命

名为革命，当然要有突破性的

变化，它始于人工智能新技术

的飞速发展，给经济、社会、

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以经济

领域为例，拿数据来竞争，也

就是说数据比土地、劳动、资

本等传统生产三大要素更重

要。

2 0 0 7年全球市值排名

前5的企业大部分是金融和

能源企业，其中只有一个从

而数据行业的IP。而到2017

年，排名前5的所有都变成了

ITC企业，这些企业利用庞大

的数据平台遥遥领先于其他

行业，社会上对就业岗位的

增加和减少议论纷纷，但非

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单纯的

重复性劳动将被自动化所替

代，像滴滴出行和Uber等非

传统性的雇佣将会增加。会

出现像医疗和人工智能预防

犯罪等积极作用，但也不能

忽略黑客攻击的副作用。

韩国将第四次工业革命视

为新的增长机遇，期待借此来

解决以传统方式难以解决的问

题。关于韩国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委员会，我做一些介绍。

为了充分利用第四次工

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韩国在

2017年10月份新设立了总统直

属第四次工业革命委员会，委

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协调第四次

工业革命相关部门的政策改善

和放宽管制，以及构筑新产业

生态系统，委员会下设科学技

术、产业经济、社会制度创新

委员会，以及智能城市和保健

特别委员会。由20多位民间专

家和各部的部长、总统的首席

秘书等26人组成一支团队。左

图是韩国的文在寅总统在委员

会成立的发言照片，我是作为

主持人在总是的对面。

委员会采取民间主导，

政府支持的官民合作形式，

由工厂、民间专家、市民团

体、工厂提出意见，再由我

们与各部门协商达成共识，

改善法律制度。因委员会以

人人参与，全民享受为目

标，与2 1个部门，推动以

人为本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们将几个项目定为关键领

域，以实现工业创新，解决

社会问题。韩国认为第四次

工业革命中震慑力最大的将

来是医疗和制造业等。目前

韩国针对医保对象实施每年

一次的体检，体检数据正在

持续积累，如果有效的利用

这些数据，可以提供个性化

医疗，还可以缩短新药研发

时间。

据我所知，多家韩国专

业医疗数据企业正在与中国

ICT巨头进行合作，例如阿

里巴巴。而且我还听说中国

正在重点推进智能城市的建

立，韩国也已经将釜山市作

为国家示范城市，继续截止

2020年将重启无人机、无人



318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汽车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

技术和新服务。

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韩

国的D·N·A政策，首先是

数据，我们以促进数据的生

产和共享为目标，在金融、

交通等十大重点行业建立大

数据中心，并且我们正在建

立公共大数据中心，领先一

步实现公共领域的数据应

用，为了将现有的数据开发

成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支持

数据处理业务，还正在开放

无人驾驶汽车等新行业的核

心数据。在大数据方面个人

信息的保护是极为重要的。

起初很多韩国市民团体担心

数据放开之后带来随之而来

的信息泄露问题，第四次工

业革命委员会则与市民团

体、产业界、政府人士集体

进行彻夜讨论，最终达到共

识，通过制度改善，保护个

人信息的同时，促进大数据

应用。

在网络方面，我们的计划

在明年3月份实现全球首次5G

商业化，将网络升级到10G的

超高速网络，通过持续的网

络优化，来加大网络的数字神

经网作用。据悉，目前中国借

助庞大的用户数据在人工智能

领域领先一步，而韩国正在以

坚实的ICT为基础，努力提高

人工智能的基础竞争力。加强

医疗、国防等公共领域的人工

智能技术力，与新药、新材料

等领域相结合，实现同步创

新，培养顶级人才，巩固人工

智能的技术发展基础。我们通

过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培育顶

级人才，提供数据和计算能力

等，截止2022年继中国和美

国等，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强国

唯一。

为有效推进人工智能研发

战略，由科技信息部带头的政

府机构和大学，政府出资研究

所、企业、公共机构共同参与

人力人工智能战略协商体，策

划人工智能项目，促进人工智

能挑战平台的发展等。

关于中韩的合作事项，中

韩两国在这方面可以进行进一

步的合作，例如开展以青年为

主的人才交流，大学研究机构

间进行合作，还可以在ITU或

者APT等国际机构进行标准和

服务方面的合作。还可以通过

创新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同步发

展进行交流。2017年韩国现代

汽车在贵阳市建立了现代汽车

大数据中心，以及明天即将进

行的在华韩国创新中国和韩国

谅解备忘录，正是两国合作的

见证。

几千年来中韩两国进行

长期合作，在第四次工业革命

时代，如果两国互相理解为基

础，共创繁荣的未来。谢谢！

主持人（郭智翰）：张

锡勇先生的精彩演讲！您的普

通话非常好了，完全没有刺激

到我们的耳朵。您不光介绍了

韩国发展方向和政策，还包括

以后我们的合作方向，包括人

才、机构、企业、标准等等方

面，我想我们双方有非常多可

以互相合作借鉴的方面，非常

感谢您的演讲！

下面有请长江学者、西安

交通大学教授薛建儒作报告，

他今天报告的主体是“人在回

路的混合增强智能。

薛建儒：感谢大会的邀

请！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

一起讨论，报告的题目和论坛

的题目有所区别，因为考虑到

大家希望了解我国新一代人工

智能对于混合增量智能方向的

部署，所以我起了一个题目，

混合增量智能：协作与认知。

我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介

绍：第一方面混合增强智能的

科学问题，第二方面是目前混

合增强智能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三是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战略规划对混合增量智能

重点研发的部署。

这个报告应该在肖俊教授

报告之后，因为肖教授的报告

会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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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情况做介绍。混合增量智

能是新一代人工智能五个方向

里的一个方向，我们知道智能

机器已经成为伴随品，我们仍

然面临很多问题，具有不确定

性、脆弱性和开放性，这个过

程中把人的作用引入进来，相

应混合增强只能是两种形态。

一种是人在回路的，一种是基

于计算的。

我们可以看到方向的提出

是在2016年，中国工程院一个

重点咨询项目立，把混合增量

提出来。2018年美国人工智

能协会年会上，大会主席做了

报告，指出和人交互，让人感

知的人工智能。里面提到的这

些问题，比如说增强人类的能

力，AI系统与人类协同工作，

设计具有人类意识的AI系统，

构建人在回路心智状态模型，

以及发展人类意识得人工智能

系统。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学科

和跨学科的协同，可以看到我

们的认识和国际上的认识是一

致的，而且中国科学家在这方

面是领先的。

混合增强智能有两种形

式，主要作用是希望能够把人

类智能和机器智能通过可计算

的模型融合在一起，来解决单

一的机器智能解决不了的问

题。要有一个可计算的交互模

型，要能解决交互的认知，

以及交互的在线评价。计算机

可以提供不同类型的智能件，

在知识概念层面与人类对话。

目前人在回路的混合增强智能

大多停留在远程遥控，目前在

知识层面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方

法。

这是我们给出人在回路混

合增强的框架，系统知道自己

缺乏成功把握的时候，然后由

人来接管机器。在这个层面我

们要解决机器认知状态和人认

知载荷之间取得平衡，来确定

由谁来接管系统的控制力。

第二种形式，基于认知计

算的混合增强，来自大脑的启

发。我们知道自己界人类的智

能无疑是最健壮的，我们知道

人类擅长之初在于创造性，机

器主要是计算能力和储存能力

超过人，如何把这两个有效结

合起来？就需要在构造计算模

型的时候要借鉴大脑的认知计

算模型。

我们来盘一下大脑的认知

活动，有三类活动，直觉、灵

感与顿悟、形象思维与逻辑思

维。实现两种推理方法，一种

是直觉推理，在经验基础上进

行联系性推理，一种是逻辑规

则的推理，用符号、语言、提

供解释和规范性。

如何来构建学习与思考

能够接近人类的机器？这里面

的核心要素要实现两个层面的

推理，一个层面是物理层面的

认知推理，可跨越时间与空间

追踪失误的发展轨迹，预测变

化；第二个是心理层面的认知

推理，学习方向受到心里状态

的引导。比如说像受物理约

束，我们知道他从斜坡上可以

滑下来，受心理状态的引导，

我们可以模拟。

人类了解世界，人类适应

环境非常自如，但是对机器来

讲存在很大的问题，人类是如

何适应非结构化的环境？因为

大脑里形成认知的影射，对环

境模式表征的认知地图，可以

看一下这个图。左边的图是符

合人类尝试的一个图，右边图

是把里面存放物体打乱，哪个

图更容易记得？符合尝试的空

间依存关系使得我们很容易把

它记住。

直觉推理是目前人有别

于机器很大的方向，机器在解

决问题的时候要在结构空间里

进行搜索，搜索有时候很容易

陷入到局部最优的环境。如何

使它快速搜索？人类可能不加

思索可以马上给出答案，比如

一个熟练的驾驶员对于交通场

景，可以直接反映，给出一

个解决方案。对于无人驾驶来

讲，它要适应这样的场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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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必须经

过环境的理解，经过综合性的

推理，最后给出答案，而且答

案未必是最好的。

我刚才对混合增量智能里

的科学问题做了非常粗浅的解

释，下面来看一下在这方面国

际上最新的进展。人在回路混

合增强智能，目的是构建融合

人操作与期望目标的集成计算

架构。我们知道机器人操作从

1948年开始，脑机接口的神经

修复是2014年，现在是基于模

型的共享自治。

人和机器协作，机器臂和

宇航员完成一个复杂操作，这

时候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计算

模型，计算模型能够把人认知

和机器感知很好融合在一起，

这是我们讲的共享自治。还有

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我

们目前无人车在车体看来，最

终还是要人和车最终完成驾

驶，而不是说完全把任务交给

车来完成。目前自动驾驶测试

里出现很多交通事故，说明人

工智能还不完全代替人来完成

一个即使像驾驶人不需要任何

知识，驾驶员不需要经过大学

本科的教育。

共享自治目前更加具体的

方向是强化学习，人在回路无

模型的强化学习。强化学习的

基本思想，从试错中找到一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2018年

伯克利给出的方案，我们将来

的人和机器协作可以在统一的

计算模型下来完成。

更进一步来讲，我们要适

合更加健壮的符合增量体，必

须借鉴脑认知和神经科学最新

研究进展。深度学习是人工智

能领域，或者是目前解决很多

问题非常有效的工具，但这种

方法对于数据过度依赖，缺乏

逻辑推理和对因果关系的表达

能力，缺乏短时记忆和高效的

无监督学习能力，很难处理具

有复杂时空关联性的任务，促

使我们寻找新的计算模型。借

鉴大脑记忆、学习与预测的机

制，以脑认知和神经科学与机

器学习相融合有可能从单一任

务的机器学习，叫新的学习机

器。

如何把认知计算模型引入

到机器学习的方案里？来构造

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工智能。

这时示意图，由于时间关系，

把具体细节跳过。

薛建儒：第三部分主要

介绍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里对混合增强智能建议的实

施方案。实施方案分为三个层

面，基础理论、共性核心技

术、支撑平台。

基础理论方面，主要解

决三个科学问题，第一，人机

协同共融的情景理解与决策学

习。这里面讲的是情景，而不

仅仅是环境，环境是一个客观

的环境，是周围的世界，情景

包括组成环境里面的每个主题

心理状态，以及情绪等等很多

因素。第二，直觉推理与因果

模型，我们知道因果关系是推

理里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只有

理解因果关系，才能对一个新

问题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第

三，从计算架构来讲，现有的

计算机存储和计算分离的架

构，并不是和大脑的认知相依

据，需要探索新的计算架构。

我们知道大脑是信息处理器，

眼睛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最

近神经研究科学表明，视网膜

不仅仅能感受光信号，而且对

环境的结构给出一些初步的结

构。

共性核心技术，也是从

三个层面，第一，协作认知机

理、计算模型及物理实现；第

二，认知计算框架；第三，应

用为基础，来促进共性核心技

术发展。

支撑平台，如何在创新应

用中放如超大计算、规模计算

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发展跟

交通一样，需要基础设施，包

括电信也需要基础设施。如何

使得国家力量、政府力量、社

会力量，沟通基础设施？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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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需要解决的问题。

看里面的具体任务。第

一个具体任务，人在回路混合

增强智能核心技术，把知识库

和结构化数据结合起来，合成

新的知识，输入，让机器在里

面和人一起在共同的概念和知

识层次上实现对话，而不仅仅

是由人给一个指令，机器去执

行，这样简单的模式。

第二个任务，脑机协作的

人机智能共生。人的能力并

不能胜任极端环境的任务，

极端环境的任务需要机器人

去做，机器人在适应这些环

境的时候会出现问题。怎么

把人的认知能力和机器一起

实现协同？让它能够产生新

的智能，解决人类或者单一

机器原先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助残养老方面的应用，残

疾人的假肢和人肢之间存在

信号连接的问题，仅仅是机

械的连接，后面希望通过神

经信号的传输，实现智能假

肢，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

题。

第三个任务，机器直觉推

理与认知的构建？如何利用传

感器的环境，形成人的直觉推

理，并且对环境实现高效的表

达，像人对环境的认知一样，

我们在楼里面，我们走过一遍

马上能记住，我们储存的信息

非常紧凑和有效。机器人要构

建非常精细化地图，地图的储

存量非常大，而且在应用地图

时并不像人一样利用认知影射

方便和便捷。

第四个任务，联想记忆与

知识演化。人的学习能力主要

在于具有联想记忆，而且能在

原有知识基础上很快学习新知

识，这是现有机器所缺乏的。

第五个任务，复杂数据和

任务的混合增强智能学习。复

杂数据和任务，人类面临解决

社会经济发展中具体问题，人

感受的信息是多方位的，而不

是说像现在机器学习，只能在

数据库上做这个事情。

共性关键技术，任务1是

核心技术，包括脑机双向、

人机共融、人类行为。任务

3：新型混合计算架构。任务

4，人机共架，针对在线智能

学习，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式会

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线智能

学习就是要改变原有课堂传授

知识，老师讲、学生听，用新

的智能工具，在线智能学习工

具，让学生和老师实现高效沟

通，并且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上

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进行学

习，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

支撑平台，现在机器学

习，尤其深度学习，对海量数

据依赖门槛比较高，对新型创

业公司来讲，要跨越门槛，没

有那么多的资金，希望有一些

开放的平台可以让企业及时进

入到领域。这里面列了几个任

务，人工智能超级计算中心、

大规模智能超级计算支撑环

境、在线智能教育平台、产业

发展复杂性分析与风险评估。

在线智能教育平台，教育在5

月23号和四个高校和微软公司

启动在线智能教育平台。包括

核电，还有人机共驾。

大家可以参考《中国人工

智能2.0混合智能规划建议研

究》，由工程院课题组发表。

混合增强只能是建议里的一个

章节，同时中国自动化学会混

合增强智能专业委员会，会出

白皮书，可能在年底出来。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

大家！

主持人（郭智翰）：谢

谢薛教授！没有完全听懂，我

知道有大专家在研究，我的大

脑可以得到有效延伸。下面有

请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人工智

能研究所肖俊教授做演讲，他

的题目是“迈向新一代人工智

能”，有请肖教授！

肖俊：尊敬的张秘书长、

尚局长，非常感谢论坛主办方

给我机会来到贵阳，跟各位就

新一代人工智能问题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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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邀请我，也让我有机会回

到家乡做一场报告。

今天我给大家交流的题目

是“迈向新一代人工智能”，

讲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

介绍一下，我本人在前一段时

间参加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规

划的工作，给大家系统介绍一

下国家层面，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的规划，来龙去脉和现

状。看国内外目前为止在新一

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驱使下所

面临的新形势。由于我本身是

来自高校，想跟大家分享从人

工智能教育的角度来看现在大

学教育在人工智能方面存在的

问题和面临的新挑战，最后做

简单总结。

首先来看新一代人工智

能。

自古以来，古今中外，

人类一直怀有对人类之外智能

梦想的追求，中国古代的思想

家、哲学家对人的智能有非常

深刻的看法，比如说孙子是绝

食学家，他认为智能发谋，能

让我们做决策、做判断；蒙

子，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荀

子，从人的知觉到人的智慧，

到人的本能，到人的智能，跟

现代意义上提出所谓人工智

能，从感知到理解、到认知、

到决策行动，现代定义的人工

智能有很多相通之处。

四位学着在1955年提出

了人工智能第一术语及研究

范畴，这个是第一次从现代

意义上对人工智能做出非常

明确的定义。当时他们也列

举出在今后，站在他们的时

间点未来人工智能到底要解

决什么样的问题，比较经典

的，比如让计算机学会使用

人类的语言，今天的报告里

看到小i机器人的朱总会跟大

家分享怎么样让计算机说人

话，解决人工智能里非常经

典的问题。比如现在很热门

的神经网络，神经网络不是

新的东西，几十年前就在讨

论和使用，那时候的计算能

力还不是很强大。人工智能

最终极目标，让人工智能自

我学习。

围绕一系列的目标，搞人

工智能、搞计算机的研究者，

几十年来做做这个事情，访解

题、访翻译，构建专家系统等

等，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不同的

学派，有江湖就有门派，人工

智能也是一样的，有符号学

派、行为学派，研究的方法论

有些不一样。

从智能的角度对人工智

能分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领域人工智能，大家看到绝大

多数智能系统和产品都影响划

归于所谓的领域人工智能，只

能在特定的领域以认为为导向

解决特定的问题。第二类是

最终目标，追求通用的人工智

能，或者跨领域的人工智能，

希望研究出来的智能机器能举

一反三，目标非常远大，很遗

憾，今天为止所谓真正的通用

人工智能系统很少看见。远大

的目标实现不了，像刚才薛教

授在报告里讲到，现在主流的

做法，做混合增强人工智能系

统，把人和机器连接，去解决

一些复杂的问题，这是我们现

在所能想到比较现实的一种思

路。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

工智能这两年发展非常火，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2015年

AlphaGo打败李世石。去年国

务院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发

展历程上，个人认为是非常重

要的里程碑事件。在去年7月

份国务院推出规划之前，早在

2015年12月份，中国工程院

作为国家工程领域最高级别智

能机构发表的《中国人工智能

2.0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

项目，成立之初分了好几个方

向，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

人机混合，还有创新应用的一

些系统。当时从学术研究的角

度来讲，进行了非常广泛和非

常有前瞻性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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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3月份，重大

咨询项目在北京召开启动

会，潘院士做了《中国人工

智能2.0发展战略研究》综合

报告。启动会上按照领导提

出中国的人工智能需要“沿

途下鸡，推广应用”，一边

干，一边有成果出来。当时

我们决定向国家上报，《建

议我国启动“人工智能2.0”

重大科技计划》，要开展中

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究。

报上去以后国家领导人做了

批示，7月份专家组在上海

听了批示精神。浙江人工智

能研究所是中国成立最早专

门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机构之

一，我们是198 1年成立，

20 1 5年从潘老师开始跟我

们讨论下一代人工智能怎么

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包

括从去年7月份规划的发布，

到今年3月份启动人工智能

2.0二期重大咨询项目，还在

不断做规划工作。

在推动人工智能从1.0迈

向2.0时代的重要关口，看到现

在人工智能技术跟传统人工智

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

一些本质的不同。比如说，从

传统人工知识表达技术，走向

了大数据驱动知识学习；从处

理单一类型的数据到跨媒体认

知、学习和推理；从追求机器

智能到迈向人机混合的增强智

能；从聚集研究个人智能到基

于互联网络的群体智能，从机

器人到智能自主系统。国家新

的人工智能规划里分为五个非

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代表我国

在人工智能，甚至全球人工智

能领域，将来技术发展总趋势

和走向。

在这个背景下，放眼国

内外面临新的形势，中、美、

英、法都出台了国家级人工智

能规划，比如说美国2016年10

月份提出白皮书，确定7个钟

点战略方向，以及成立人工智

能特别委员会；中国刚才已经

讲了，不再重复，提出四项非

常重要的任务。包括法国，法

国提出的《计划人工智能与人

类》，大家知道欧洲人非常有

人问情怀，即使非常有技术性

的报告也把人类包含在里面，

提出一系列的策略。英国，

《英国人工智能发展计划能力

和志向》，里面提出很多问

题，所有公民都应该在精神、

情感和经济上与人工智能并驾

齐驱，明确提出，任何有可能

伤害、摧毁或者欺骗人的自主

权利，永远不要赋予人工智能

的权利。包含了很多人文情怀

的东西在里面，大家有兴趣可

以看一下。

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还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确实，去年

10月份在十九大开幕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重点提到一句，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技术要跟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

合。”这是现在人工智能发展

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人工智

能的技术不能在行业里进行深

耕、融合、应用，技术没法往

前推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接下来，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重大专项即将实施，国

务院也在今年下发《全面加强

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

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的通

知，产业界几个重量级互联

网IT企业，抢占先机，BAT，

百度把自动驾驶创新平台拿

走，阿里做城市，腾讯做医疗

影像，科大讯飞做语音，接下

来会有更多重量级的企业申请

国家级的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确

实。包括全国政协，在上个月

专门召开人工智能发展和对策

的会议，在会议上提出明确的

意见，怎么去实现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安全可控发展？以及人

工智能技术怎么样发展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性国家建

设？现在在考虑这样的一些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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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驱

使下，高校人工智能教育面临

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教育部

在前不久发布《高等学校人工

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这里面

解决几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

优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

新体系，完善人工智能领域人

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人工智

能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与示范应

用。来自293单位32名专家，

包括薛建儒教授是专家委员会

的成员之一。

现在在大学人工智能领域

教育，从本科专业角度来看，

教育部给我们规定，现在本科

教育有14个学科门类，92个专

业类，506种专业。在所有506

种专业里，先去看带有智能两

个字的专业，大概只有4个，

不是说只有这4个专业跟人工

智能有关。计算机大类下的很

多专业，都是跟计算机相关。

这里面有一个专业很有意思，

所谓的智能科学与技术，这个

专业是2004年教育部特批北京

大学先成立所谓的智能科学与

技术的本科专业，到今天为止

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这个专业

的高校有一百多个。

研究省教育，研究生学

科设置，研究学一共有13个

大类，113个一级学科，包括

硕士生和博士生，带有智能两

个字的没有，不可否认这里面

有很多跟计算机、网络、自动

化、控制相关的专业，也是跟

人工智能相关，但是没有一个

专业含有“智能”的学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割一

段时间会更新学位授予和人才

学科培养目录，现在看到最新

的目录里，在二级学科里有模

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的专业，仅

仅只有这个二级学科，这是现

状。在现状之下，高校怎么推

动人工智能学科发展？需要理

清学科的内涵，推动一级学科

建设，什么是一级学科？一级

学科一定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

或者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

集合，要具有确定的研究对

象，并且形成相对独立、自称

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体系。

教育部大概是10年调一次，下

一个关口就在明年，在2019

年。虽然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规划里，包括教育部的创新

行动计划里都提到要支持人工

智能一级学科的建设，这个学

科建设还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

实现。

也看到一些变化，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今年单

独第一次把人工智能作为单独

的条目列出来，这是非常明确

的信号。在人工智能学会给国

家提交的一级学科建议里，包

含5个二级学科，脑认知、基

理、机器感知与模式识别、自

然语言与理解、智能工程。

推动学科发展，现有的

学科怎么谋出路？二级学科出

现智能的只有5个，在很多学

科里，在现在的条件下跟人工

智能有非常多的交叉。比如说

语言学，大家看到人工智能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自

然语言处理，可以跟语言学交

叉在一起，现在有一个学科叫

计算语言学。比如在人工智能

对话系统里怎么样计算两句话

之间的相似度？这是典型的计

算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还有社

会学，现在有新型的学科计算

社会性，我的同事研究一个非

常有趣的成果，可以用到上海

电信三个月的通信记录，可以

分析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可以

有效分析出他接下来会离开上

海还是留在上海，但又不泄露

信息。包括司法领域，在大数

据、人工智能领域，大量跟人

工智能结合，以后会不会在司

法学科下出现二级学科呢？不

是没有可能。

自主设立交叉学科，现在

教育部开了口子，26所学校

可以自主开展设立自主学科，

人工智能是非常典型的交叉学

科，人工智能被列为一级学科

之前，对于人工智能学科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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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好的历史机会。

在这个基础上，除了学科

问题，也要搞清楚人工智能的

基础科学问题。去年12月份在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应用有一

次双清论坛，科学家提出20多

个方向，这20多个方向是不是

人工智能今后要研究的基础性

问题？包括脑的认知机理，包

括内脑的计算模型，看到有很

多跟脑科学相关，人工智能不

完全是计算机专业的事情，脑

科学的人参与其中非常多。

最终归纳的问题，脑和

认知方面要搞清楚脑认知的机

理，计算机能不能有顿悟？牛

顿在苹果树下的顿悟，计算机

能不能也搬到苹果树下顿悟？

人脸识别应用很多，应用条件

非常苛刻，光照强烈不行，

人偏了不行，很多情况下不管

用。我儿子离我四五十米的地

方就可以把我认出。

机器学习方面，重点研究

知识的表示和推理，记忆的学

习方面，模拟人类记忆学习的

方面，以及视觉、语言互动机

制，和学习机制。

在工具和平台方面，更

加倾向于所谓内脑访神经的器

件、工具、软件，神经形态的

硬件，神经形态的基础软件，

这是今后人工智能领域重点研

究的科学问题。

我这里提前给张月红老师

做广告，如果大家有兴趣，工

程院的院刊上面刊登了很多关

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

2.0方面专家的文章，包括潘院

士自己写的文章，包括国外通

信奖得住，写的人工智能前沿

文章，大家可以去看，这是非

常好的一些观点。…

最重要追求的目标是要实

现可解释、更鲁棒和更通用的

人工智能。怎么做呢？要通过

数据利用、通过知识引导和学

习能力的增强，来实现。从浅

层计算到深度神经推理，从单

纯依赖于数据驱动的模型到数

据驱动与知识引导相互结合，

向这个方向去努力。

谢谢大家！

主持人（郭智翰）：谢谢

肖教授教授演讲！肖教授是贵

州铜仁人。接下来有请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沈

昌祥做主题报告。他今天的报

告主题是“以可信计算保障人

工智能安全”。有请沈院士！

沈昌祥：各位领导、各位

来宾，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交流

一下人工智能有关安全问题。

题目是“以可信技术保障人工

智能安全”。

讲两个方面，一是科学

的网络安全观，什么叫网络安

全？这很重要，人工智能也在

申报一级学科，网络工程安全

已经是一级学科，应该有丰

厚的基础可信理论，重大的核

心理论。我跟大家交谈过程

中没说到这个点，这个太厉害

了，我们打补丁、防火墙、杀

病毒，是不是这样？这是表面

现象，我们要讲科学网络安全

观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再三

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安

全，提出了四个没有改变，美

国垄断网络空间霸权的格局没

有根本改变，网络空间敌强我

弱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敌对

势力利用网络“扳倒”中国的

图谋没有根本改变。

《网络安全法》第十六

条，国务院和省、自主去、

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

划，加大投入，扶持重点网

络安全技术产业核项目，支

持网络安全技术的研究开发

和应用，推广安全可信的网

络产品和服务，保护网络技

术知识产权，支持企业、研

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参与国

家网络安全技术创新项目。

夯实网络安全的基础，强调

尽快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将

安全可信产品推广应用。要

讲法律、要讲战略，光讲自

主可控，有点片面性。

为什么要讲安全可信呢？

我们要从本质上认识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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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东西，这是永远的主

题。网络安全有攻击，面临网

络安全的威胁是非常重大，极

大的危险。为什么？现在网络

是资产财富，大数据就是资

产财富。黑客通过网络攻击谋

财，敲诈勒索，去年的勒索病

毒，横扫世界150多个国家，

要钱，要比特币。现在网络基

础设施薄弱，热乱社会，破坏

经济发展，现在是数字化的网

络，多媒体电视系统，攻击网

络以后，可以把电视台攻塌。

现在打网络站，通过网络侵占

对方，侵霸世界。

网络空间极其脆弱，如

果我们极其脆弱，原因何在？

计算科学问题，少攻防理念，

为什么？以前没人管，没人捣

乱，也不用防，但现在不一

样，现在攻击源多。体系结构

问题，缺防护部件，生个孩

子没有免疫系统，没有系统病

毒、没有外在捣乱，也不需要

医生和公安，但也没有服务。

安全风险的实质，我们

要科学解释和理解，因为我们

是计算科学，从科学原理上来

看，其实质是人民对IT认知逻

辑的局限性，由于不能穷尽所

有逻辑组合，只能局限于完成

计算任务去设计IT系统，必定

存在逻辑不全的缺陷，从而形

成了难以应对人为利用缺陷进

行攻击的网络安全命题，也是

永远的主题。漏洞是缺陷发

生漏洞，从漏洞里攻击软件，

进行破坏，这是网络安全的

本质，都是人为的。因此，我

们找漏洞，打补丁，解决不了

问题，怎么办呢？必须正确认

识体系机构和计算工程应用模

式等方面进行科学技术创新，

以解决逻辑缺陷不被攻击者利

用的问题，形成攻防矛盾的统

一化。主动防御的相对安全目

标，不可能构造一个铜墙铁

壁、刀枪不入的防护体系，不

可能，我们要构建主动免疫可

信计算，才是唯一主动。主动

免疫可信计算是指计算运算的

同时进行安全防护，计算全程

可测可控，不被干扰，只有这

样方能使计算结果总是与预期

一样。改变传统的只讲求计算

效率，不讲安全防护的片面计

算模式。

应该以一种新的体系架

构、新的计算模式，也就是以

密码为基因实施身份识别、状

态度量、保密储存等功能，及

时识别“自己”和非己”成

分，从而破坏与排斥进入机体

的有害物质，相当于为网络信

息系统培育了免疫力。

这图是体系架构，这是计

算部件，很简单，主板、操作

系统、应用程序，没有右边的

防护，下面是密码基因模块，

要有抗体，要及时排查保护对

象血液循环。要构成既有基础

部件，又有防护体系。网络化

基础设施、云计算、大数据、

工业控制、物联网等新型信息

化环境需要安全可信作为基础

和发展的前提，必须进行可信

度量、识别和控制，确保体系

结构可信、操作行为可信，不

被篡改。

构建可信安全管理中心

支持下的主动免疫三重防护框

架，网络安全跟系统安全完全

等同。以前大家看过反间谍的

电影，可以打开办公室拿保密

文件，现在计算环境安全，以

前的防火墙不行，为什么？

干了什么，有没有拿什么东

西，保安可以拦截。网络安全

有密码、有身份认证，有密码

一个性完成校验，不会被调包

篡改。一个单位有保卫处，管

人、物、单位证书证件，系统

里也有证书，也有资源配置，

必须等同于保卫工作的系统管

理。都有保密室，软件设备很

重要，谁来防范？我们叫防范

控制策略，系统没有保密室，

安全管理不行，要乱套。单位

有审计，这个人做了什么事，

审计及时处理，保障我国安全

体系架构。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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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攻击者进不去，拿出部分

到，非授权者重要信息拿出部

分到；看不懂，且却保密信息

看不懂；改不了，系统和信息

改不了；瘫不成，系统工作瘫

不成；赖不掉，攻击行为赖不

掉。

漏洞不被利用就可以，

我们做到了。所有病毒要一一

验证，我们不打补丁，全是免

疫。去年5月12号的病毒，中

国也是重灾区之一，这天正好

是“一带一路”世界峰会的召

开前一天，5月13号召开，我

们顶住了。引起美国2016年10

月26号，摄像头被攻击，没破

坏涉及头，证明攻击门跟我们

工作无关，加了一个病毒，发

了一个命令，请求上互联网，

几十万个摄像头同时请求。这

摄像头是谁生产的？中国制

造，海康威视。如果有我们前

面讲的免疫系统，有免疫的芯

片、有排查软件，能被作为跳

板吗？不可能，所有病毒攻击

都无效。

中央电视台信制播环境

环境，中央电视台播出42个

频道节目，面向全球提供中、

英、西、法、俄、阿等语言电

视节目，在没有与互联网物理

隔离。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生

产、储存、编排和播出流程可

信环境建设，进行严格环节审

查，哪个环节出问题就整理，

利用可信技术解决几乎所有的

攻击，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网

络，一出来以后，黑客非常感

兴趣，猛烈攻击，天天如此，

我们顶住了。

国家电网电力调度系统，

电网是基础设施，电网里的调

度系统是基础的基础。乌克兰

大面积停电，电网调度系统的

服务器被攻击，下个假命令，

大家一起拉闸，乌克兰一片漆

黑，跟正常的攻击逻辑没有关

系。我国在10年以前已经开使

用可信计算构建，等级保护4

级。电力可信计算密码平台已

在34个省级以上调度控制中心

使用。

电力系统装可信系统的

三个问题，第一，效率不能影

响太厉害，因为是供应系统；

第二，不能装杀病毒程序，杀

病毒软件是间谍系统。卡巴斯

基在全世界普及，所有软件都

要连到它那里去，一个代码，

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美国怀

疑和指控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

选举，所以我们不能转杀毒软

件，装了以后有更大的风险。

怎么办？所有病毒不打补丁，

全部免疫。第三，我们为了确

保完成任务不被篡改，我们依

照这个逻辑，管理软件很广，

有400多万个代码，一条不能

改，为什么？这样的系统改一

条，重新考核、重新评级，改

不起。我们一个代码都没改，

完成安全可信。

主动免疫的人工智能安

全生态圈，坚持法律、坚持制

度，利用中国自主创新的核心

技术来解决。人工智能生态圈

完整的产业链，元器件、基础

产品、系统集成，不展开讲。

人工智能要构成智能部件、构

成智能体系系统，来解决社会

生产的问题。

计算环境有两个大环境，

感知计算域，比如RFID、传

感器节点，智能终端，通过搜

集线上的感知情况，传到网络

上，通过网络切入点传到处理

后台，处理后台再到智能应用

计算域，比如智能电网、智能

物流、智能医疗、智能交通、

智能家居、环境控制。因此，

安全问题也是非常严重。

智能驾驶汽车，智能传

感系统要领，模型要好，都是

计算机处理，如果有人攻击，

所有东西都没有，如何智能驾

驶？如何无人驾驶？不是无人

驾驶？是机器人驾驶汽车，是

智能驾驶汽车。因此必须按照

等级保护构成计算环境通信网

络传输等保障体系。

按照法律要求，用可信

产品，每个节点都要免疫，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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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件不免疫就等于没有免疫

系统的孩子，脑带发达以后，

被人家破坏，脑袋坏了，变成

傻子。传输网络要可信、要安

全，不被篡改。如果没有安全

可信的软件，就是没有主人，

随便进出。

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网络

安全形势，我们要立足国情，

创新驱动，建设我国的智能强

国。

谢谢大家！

主持人（郭智翰）：感谢

沈院士为大家做精彩报告。通

过沈院士的演讲，我们知道我

们的电网是安全可靠的，大家

可以放心使用。

下面有请中国工程院院

刊《信息与电子工程前沿（英

文刊》总编辑张月红女士做主

题报告。她今天的报告主题是

“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术出版与

科研诚信”。

张月红：第一本人工智能

的专籍是我们这个期刊，中国

高铁第一本期刊是我们发表，

大家问能不能报道？大家知道

刘和张都进监狱了，这个高铁

还能不能发？我们发了。人工

智能，发的编辑三番五次到我

那里掉眼泪，这一期这么急出

去。刚才韩国的专家问我，中

国的人工智能这么强，他们有

压力。

我告诉他一个答案，我

说一是中国政府强大的支持力

度，二是中国科研领域中国人

民特别勤奋。我今天来是给大

家力量。这个专业是高智商的

劳动，我非常敬佩，霍金说人

工智能也许危害人类，工程院

让我们出第一本专籍，我对这

个东西总是紧随，包括读者

写的人工智能文章我一般都有

看，我不是学这个的。

智能和出版，我搞这个技

术，要解救人类，刚才肖老师

说了，英国人做的人工智能和

美国做的人工智能，他们比较

人文化一点，我觉得这个话再

纠正，人工智能是为人类服务

的，但是危害人类的这种伦理

学我们也要关注，这才是真正

对人类发展。

人工智能有没有伦理上的

问题？刚才在问杨教授，我几

次听人工智能感觉大家都在研

究阶段，有没有产品？现在已

经形成一种态势，他说现在大

家只是在研究，说它是初级，

但又越过初级。

我今天讲出版，出版要

把智能的精髓和理论实践报道

出来，能够对历史留下记录，

能对年轻人下一代学习是教科

书，再下一代，100年以后、

200年以后他们能记录我们，

这也是出版的功能。

我们这个行业也在关心人

工智能，我还学习了一番，刚

从美国开会回来，他们就在解

释人工智能。我从四个方面来

演讲。

大家文章都重视ICR，政

策应该改变，我听到ICR总裁

的发言，她很厉害，她是剑桥

和牛津的PHD，她说了一句

话，50年以后谷歌、苹果、

亚马逊、脸谱将消失。而我们

Wos的产品还在这里。她在讲

的时候，底下的大佬没有一个

走掉，都在洗耳恭听，这就是

品牌的力量。你说它不好，是

你用的不好，不能说它的产品

不好。ICR的确有缺陷，但是

现在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代替它

的功能。

现在做科研，包括我自

己做出版，我非常喜欢这种思

维方式去解决问题，可能比崇

拜、比追随、比奴性地服从更

利于创造，包括写文章，不要

把导师看的多么完美，要质疑

他。《独立思考》，这本书我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挺不错，

我想给大家推荐，尤其大家是

做科研的。我喜欢第一章的第

一个图，“非黑即白”和“知

识瘫痪”。不是对就是错，这

两种思维方式对科研可能都有

影响，我比较喜欢这张图，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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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理解了半天。

科研文化，这是我女儿推

荐的书籍，这本书对做科研，

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做真正的工

科男，天天在密码、数据里，

有时候触类旁通对我们还有点

感觉。我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会走点小偏道。

爱因斯坦从16岁就质疑

牛顿的议论，他有及九华我很

喜欢，也是我这次听报告里听

到的，我自己没看他的原著，

作报告的人说这个版本可能已

经变味了，他说：“如果给我

一个小时拯救这个世界，我会

用55分钟的时间明确问题，5

分钟找到答案。如若给我一个

小时解决问题，我会用55分

钟思考问题，5分钟思考解决

方案。如果给我一个小时拯救

性情，我将花费59分钟知道

问题，一分钟解决它。”写文

章也在于：“找到问题，定义

问题，思考问题，理解问题远

远大于解决问题所花费的时间

多！”

大家比较喜欢一本书，

“破桶效应”，这两个人在美

国讲报告，微软和苹果也在学

习破桶效应，微软说我们已经

发展成熟，而且有很多痴迷的

顾客，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共

存和竞争。苹果说，我们跟微

软的合作很适合我们的顾客，

这是我们要做的。

“聚在一起是开始，保持

在一起是过程，工作一起是成

功。”要学会合作，千万不要

觉得这个成绩是我的，我将来

得诺贝尔奖是我的，怎么成他

的。科研人员都出注册，这是

你科研的身份证，屠呦呦如果

在40年前就注册了，就不会出

现现在的纠纷，但现在也是她

的，也有很多人不服气。

论文产出看到的问题，

中国科研论文产出已经是世界

第一，微弱超过美国。但是期

刊界比较注重这个数据，权威

数据库，我们的期刊很少。

韩国科技期刊大概是500多份

期间，日本1600份，我们是

5020。但是我们在数据库里

看，新的数据库都看不过他

们，我们在亚洲都低于他们，

我们怎么厉害？我们还在路

上，中国期刊在几个国际权威

数据库守护的百分比，不及日

韩。

这是中国的英文期刊，

走向世界靠他们了，我也希望

中文期刊走向世界，把图表搞

成中文版，如果人家需要你的

这篇文章，人家会联系你的，

要动脑筋。日本人更保守，他

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发表

文章，为什么他们的库比我们

多呢？换思路才对。500多分

期刊，将尽快600百，来自港

澳台的117，我就不详细说数

据。

我们真正的是431，国

家这两年有钱，自主期刊，

有的期刊拿到A类，一年200

万，三年600万，这几百万砸

下来还是见效。原来在Q1的

期刊，10年前前是0，现在

40，我们投入还是有产出。

但是什么叫真正的国际影响

力？前段时间有知识分子给

我们发“反思中国期刊的国

际影响”，我们怎么样让别

人认为我们是国际化？我们

最高影响因子是15点多，有

两个刊，但这两个刊一年发

刊一个是70多，一个是110

多，但是《自然》一年发刊

将近3000，《自然》是英国

的，但发表最多的是美国。

人工智能有一批人很厉

害，每年都有发，现在的出版

不是影响因子，不是发多少文

章，是技术的拼搏，谁在技术

上占领高位谁就占领话语权。

今年Trends已经预展到2022

年，在人工智能上做了大脑

图，做了数据解析。这个是今

年的Trends图，和人工智能息

息相关。趋势图出来了，但有

的技术还没有，比如怎么样防

止学术里的数据造假？图像造

假？要用人工智能识别，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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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来呢？今天都在研讨人工

智能，真正的产品还没有多少

大的产品，都是在实验阶段，

有些是非常初级的阶段。出版

界的一些东西，我们也要引

领，但标准都是国外制定的，

我们强什么？哪怕我们研究小

小的人工智能，从道德、伦

理、安全上都能用，我们就可

以站在高位。

解析“STM介入AI时代

的“深度出版”的大脑”，智

慧解析，我今天盯上薛建儒

老师，2017第一期需要什么

文章，中间很多老师都在打电

话，说熬了5个晚上文章还没

有完成，总不能发表半成品，

我很感动，我说可以，哪怕编

辑盯24小时，出版很讲时间，

可以最后一天把所有压力给我

们，我们可以给你们。第一期

人工智能你们写的不容易，我

们出的也不容易，学会请我来

参会，可能也觉得我们做了点

贡献。

人工智能可能是不够的，

一定是一种复合型的机器，戴

一顶平凡的工作。另外，人工

智能比人聪明。同行评议，我

今天想出一个题目，将来写文

章的机器要出现，把数据输进

去，它会给你避免语法错误，

机器将来是第一阅读人，帮你

阅读，现在机器人阅读。同行

评议要用图灵检测，是一种预

测，我希望有人研究一下图

灵检测。用ARK发现研究的瑕

疵，我们可以合作，研究出来

这个东西。一两个人可以做一

些图灵的检测，在人工智能它

是个小项目。

将来的出版，发现目标就

跟踪，个性化发展，你希望怎

么样发表？我想做一点技术，

做一个事件，有人进去参与，

或者做普及性小故事，讲一个

故事，关于人工智能研究的故

事。我经常说，期刊人也要动

脑筋改变我们自己，如果再给

我10年，我真的想参与人工

智能的出版，可惜我已经退休

了，上礼拜刚办的退休手续。

生动出版，为什么用海马

呢？他们说海马的记忆力特别

好，而且有感情。

建立在信任和质量基础

上的出版，信任：避免垃圾科

学，保证数据质量。还有区块

链，中心管控，据分布的一种

管控。不多说了。

对基金管理部门，这些

特殊事件，亚洲科研、退欧、

网络中立、计量与指标，新

的奖励体系。正个图都给我们

显示出来人工智能在引领各

个行业。这是去年的图，去年

的图和今年图有一个始终不

变，诚信和可信任，将来人工

智能研究和所有研究，要让人

家信任，现在对我们来讲都有

紧箍咒，不是发表一篇文章就

行了，发表文章能否经得起推

敲？有没有假的，有没有把别

人翻译的东西当成自己的，

千万要自己的品行。将来做科

研，将来中国走在前面，一定

要拿我们的原创，即便是别人

的，你也要承认，我引用了他

的，他在的研究基础上做了我

的研究。亲爱的同事们，千万

不要犯这个错误，将来死在这

个地方就亏死了，大家都在注

重这个问题，不要被关起来。

这是我们的期刊，我今

天是代表我们期刊，这个期刊

是浙大学报英文版的，因为潘

院长在工程院，就把我们拉进

去。编辑不是多么多，他们的

压稿也有问题，都在解决，希

望这个刊物变成你们心目中可

以发表的平台。我们刊物荣获

2017伦敦书展国际学术语专

业出版卓越将，和OECD一起

参加，最后得将是OECD，能

跟它一起提名入选，我们很骄

傲。

我们刊物现在所有华人

加起来，华人科研人口是第一

位，我们加了中文，我们还做

了PPT导读，让读英文的人第

一时间看这个PPT有5个片子，

最新的创新点、最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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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在这里面，你觉得就去下

载，满足现在的碎片化信息。

人工智能热，我们刊也跟

人工智能热了一把。

写文章注意三点，1，你

试图发现什么？2，如何去组

织你获取的资料？3，你的研

究结果与本领域其他的工作有

什么不同的意义？

研究是否前卫？是不是非

常高的水平？如果是高水平就

差不多。

我今天的演讲时间到了，

我希望你们到我们网站，后面

是怎么写文章、科学编辑，不

要害怕，发每年以内的文章

是40%，美国以外的文章是

60%。我们期刊的审稿单看

了以后就知道我们问什么问

题，这些都是非常直白的，一

看就明白，希望你们回去以后

到我们网站上下载看一看。写

作不容易，我自己写的书也不

容易，被批评，我给大家亮丑

丑，都有丢人的时候，这个不

是丢人，是学习。身为作者，

深知至写作的“个苦”！我有

的时候也很累。但这个书出来

很光线，欧洲、美国都在评我

的书，我的书作为教材，每天

4点写，半年写完之后，所有

指标都不正常了。

这是我最近的一本书《中

国文化万花筒》，给国际审稿

人的圣诞卡，一个章一个章秀

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叫中国？

留给大家的问题。

2019年在香港要召开第六

届全球诚信大会，不要认为人

工智能和诚信没有关系，这里

面可能会讨论人工智能的诚信

问题，有兴趣的话应该派学生

去听一下。

谢谢大家！

主持人（郭智翰）：感谢

张月红总编辑为大家做的精彩

报告，下面有请杨明川先生作

报告！

…下面有请小i机器人CEO

朱频频先生做主题报告。他今

天的报告主题是“会话式AI驱

动服务创新”。

杨明川：很高兴今天能够

参加活动，分享运营商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探索。前面各位专

家可能都是偏学术的，我本人

可能是作为一个运营商企业，

特别是现在来看，应该算是一

个传统企业。我们很多人可能

都会想传统的电信运营商怎么

和人工智能靠上边？在业务发

展过程中，怎么样把人工智能

运用到各种各样的系统里？这

是我们的一些思考和探索。

今天我的演讲主要讲三

方面，一个是总体认识，这方

面前面很多老师和专家都讲过

了，我可能快速过。重点是应

用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

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从学术的

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二是我们

做的探索，三是希望有机会跟

产业界、学术界开展合作。

大家知道人工智能这几年

一直非常热，我不太多讲这个

问题。从整体来讲，对人工智

能现在的分类，我个人觉得，

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层面，感知

感知、计算智能、认知智能、

创造智能，这不一定很科学，

我认为在应用层面非常有指导

性。

在人工智能之前做大量的

大数据处理、大量云计算，更

多在计算层面做事情。现在比

较热的不管做人脸识别、声音

合成、语音识别等等一系列，

多半是在感知层面，在应用上

游比较多的落地。现在人工智

能很热，但是从应用的层面来

讲，主要在底下两个层面，在

认知这个层面，在工业应用方

面还是非常有限。到更上一个

层面，可能现在还没有。

从应用的角度来讲，这

几年各种技术发展非常多，也

非常快。我这里想提出一个想

法，我们不要孤立的去看待人

工智能，人工智能和这几年涌

现的各种各样技术，5G、云计

算、芯片、大数据等等一系列

是相互在一起，人工智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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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独的技术，只有和这些

技术相互配合、相互融合，才

有可能产生更大的作用。

前 面 韩 国 专 家 已 经 给

我们讲了工业革命，我这里

再来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

说人工智能会作为工业革命

的一个新的催生？这是我个

人的理解。如果从生产的角

度来看工业革命，工业革命

有三个要素，第一，人的成

本；第二，生产成本；第

三，交易成本。也就是说，

在三个成本当中，如果有一

个成本，或者说有多个成本

会发生剧烈变化，或者断崖

式变化，这个时候工业革命

会产生。早期来看蒸汽机的

出现，电力的出现，在材料

成本、能源成本、土地成本

会有一些突变，尤其是能源

成本的突变，会导致工业革

命的产生。现在这个时间节

点，我们看到新技术在哪些

方面导致成本的突然变化

呢？比如说互联网虚拟经

济，比如说区块链在信用体

系、在交易成本，比如说互

联网+在协作体系上。比如说

AI在人力成本方面。也就是

说，现在出现的不管是互联

网的技术、区块链的技术，

以及其他人工智能的技术，

都会在某些成本上导致经济

结构的巨大变化。这就是说

未来产业革命，一定会在这

个层面上产生。

从应用层面来讲，应用看

见的几个趋势，这也是个人意

见。更多是从应用角度来看，

现在人工智能应用需要从单一

技术到综合技术，现在看到

很多人工智能的应用更多是局

部的单一技术应用，而并没有

整体在一个解决方案里应用，

而且更多解决的是单一场景的

问题，而不是一个复杂、混合

场景的问题。从感知层面到认

知层面，我们很多智能是不能

真正的智能？我之前了解很过

人工智能应用，我们并没有真

正理解，而是更多通过数学上

的东西、技术上的东西去接近

它。从中心智能到边缘智能，

现在大规模的集群、大规模的

训练是中心化，未来随着5G

的出现，会从中心扩展到边

缘。

作为运营商，我们能做

什么？之前讲的是从研究、开

发、应用的角度。作为一个电

信运营商上，我们怎么考虑人

工智能？数据、计算、算法应

用，具体来讲，运营商有庞大

的数据资源，运营商的网络里

面有大量的数据，数据为我们

未来开展人工智能的应用奠定

基础。运营商有全国最多的数

据中心，有全国最多的计算资

源，当然这个计算资源现在是

CPU的比例比较高，GPU比

例比较低，我们逐渐构建运营

商AI数据中心。还有算法和应

用，尤其是应用，我觉得现在

AI的发展，在算法上的提升，

当然不能说空间没有那么大，

我想现在的重心应该从单一的

算法转向算法在不同场景中的

应用，尤其在真实场景中，因

为真实场景很多数据条件应用

约束条件和在学术研究中是不

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实际

应用场景中会发现更多的问

题，会遇到更多的约束。

从运营商本身自有的技术

体现来讲，以前大家知道运营

商都是讲云、管、端，有云端

业务系统，有管道，有宽带网

络、无线网络，还有端就是以

前的手机终端。在AI时代，我

们的技术体系随之演进，把芯

片考虑进去。考虑芯片，就是

考虑我们未来的边缘计算。我

们在端除了边缘智能以外，还

有一些新的技术。在管，非常

重要的是物联网和5G的出现，

会极大的改变未来AI的生态。

再有就是在云端，云端除了云

的以外，未来怎么样把AI作为

一个服务，能够服务于缺少AI

数据资源和计算资源的这些企

业，我觉得对AI未来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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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具体讲了运营商的机会和

探索。

严格来讲，我们在这块也

是处于起步阶段。运营商开展

AI方面，我们第一想到的是要

构建AI的数据中心，AI数据中

心一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

环节。数据中心是基于之前的

IDC、之前云数据中心的基础

上构建。要考虑面向AI的服务

器，中国电信一直在做服务器

的定制，面向内部系统和云服

务的所有服务器都是定制化，

可能接下来会考虑AI服务器的

定制。再之上，我们会构建虚

拟化平台和Paas平台，制定不

同的AI框架。再往上是智能服

务。

定制服务器有两种，一

种是浅度定制，一种是深度定

制。浅度定制是从应用角度来

考虑，比如考虑CPU和GPU

合理搭配，如果单纯说训练角

度，需要GPU的集群，从业

务系统来讲不仅有训练阶段，

还有应用阶段，还有部署实施

的阶段，再一个AI的数据中心

里需要有合适的搭配，尤其是

怎么样从数据中心的角度去提

升信任？尤其是网络的新能，

因为所有面向AI应用也好，计

算也好，数据交换非常大，可

能需要对原有网络结构进行更

新。比如说训练模型适配。再

往上是深度定制的问题，怎么

考虑中心和边缘的距离？去协

同，怎么提供一些高密度的机

制，等等。

内部的运营，我们做了

一些尝试，比如说网络。网

络优化是非常传统的问题，

网络优化能够用到AI相关技

术。比如说对网络质量的检

测和网络故障的发现，这里

面可以用到大量AI技术。比

如说无线网络网络质量，它

是变化的，随着小区人口的

增加，随着小区建筑的变

化，以及小区其他一些环境

条件的变化，质量会变化。

我们可以从中搜集大量的数

据，然后通过数据去构建AI

的预测模型，提前预测网络

的变化，来提升我们网络的

质量。

实名制，这是各大运营商

和银行会遇到的问题，国家要

求所有用户都要有实名认证。

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人证的

一致性，注册信息的合规性。

我们遇到很多情况，用照片，

不是真人注册。我前段时间了

解到，大家知道在网上要做实

名认证人在视频里动一下，保

证人是真的，我听说为了躲避

认证，有用3D模型去欺骗认证

系统。所有的要求，一定会有

一些欺骗的手段产生。怎么样

用AI的技术实现更有效的实名

认证系统？

AI技术应用行业解决方

案。比如说正在做面向公安

的解决方案，公安系统里有大

量AI应用，尤其在安防监控领

域，有大量国内领先的AI公司

在视频监控领域做应用。我们

在公安领域更多是在警情方面

做应用，比如说通过大量公安

数据，以及来自运营商自身的

数据，对线索进行深度挖掘，

能够发现一些案件信息，降低

案件分析成本。运营商大量数

据基础，和来自公安行业的数

据基础，二者数据结合，然后

应用AI算法，智能化提升破案

效率。

医疗行业里我们也做了一

些探索，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用电信的数据，和来自国家健

康卫生的数据，做了一些模

型，比如说高血压模型，传统

的模型可能更多是一种回归的

方式。如果有大量高血压人口

的数据，可以发现出更多的信

息，这些信息可能在传统医院

里看得不到的信息，比如居住

地的信息，其他特征的信息。

之前如果作为病来诊断，无法

发现更多的关联性，如果有了

更多的信息之后，我们可以对

一个地区、一个区域高血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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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进行预测和干预，甚至能够

配合国家政策制定。

构建AI能力，前面也讲

了，从应用的角度来讲，我们

有很多应用AI的机会，任何一

家企业也不可能在这么多场景

下都自己做，这里面需要大量

的合作，需要AI平台来做各种

各样场景下的需求。我们也在

试图和一些合作伙伴构建面

向AI训练集成部署的平台。这

个平台可能不同于单纯训练平

台，可能更多考虑平台怎么和

实际应用场景、和实际面向企

业解决方案和面向自身业务运

营中遇到的问题去做结合。通

过平台，我们能把不同技术再

进一步整合。

畜牧案例，在畜牧领域

有一个非常好的应用，通过大

数据预测奶牛的发情期，提高

配种比例。我们现在遇到一些

新的问题，比如说奶牛吃草、

产奶过程中，之前缺乏跟踪机

制。我们跟行业客户沟通，这

里面可能也需要用到大数据技

术，物联网边缘计算技术和人

工智能技术，比如说对牛脸进

行识别，能够对它的活动作为

数据源进行采集和跟踪，然后

再用到大数据的平台，能够对

它进行精细化管理。

前面介绍了我们做的尝

试，我觉得整个AI在实际产

业里的应用刚刚开始，尤其

是现在我们了解不同行业在

不同的环节都会有不同的AI

需求。现在面临的问题，怎

么样让在学术界和企业的AI

技术应用到真实场景，希望

构建合作的机制。中国电信

和英特尔成立联合实验室，

和电信合作伙伴、和高校都

成立很多研究实验室，希望

能够充分发挥我们在行业应

用方面的一些资源和优势，

能够产业界合作伙伴、和学

术界合作伙伴共同探索AI未

来在行业中的广泛应用场

景。

谢谢大家！

主持人（郭智翰）：谢

谢杨总精彩演讲！接下来有请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

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欧阳高翔

教授做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

“天河超级计算及上的人工智

能医生”。

欧阳高翔：很高兴组委会

邀请我来参会，由我代表团队

汇报我们在天河超算的工作。

国家超算长沙中心，是

我国6个超算中心之一，是中

西部地区唯一的超算中心，在

岳麓山脚下和天马山风景区对

面，欢迎大家参观，有合作的

意向欢迎大家洽谈。

人工智能大超人，人工

智能医生作为天河超算一个比

较重要的成果，随着天河超算

赴香港和澳门进行科技巡展，

在澳门和澳门大学附校长倪明

选老师交流，他说你们系统的

核心是三大核心，大数据、超

级计算和人工智能，直接取名

“大超人”，我们觉得非常

好，就取明大超人。这是我们

参展的照片，这是我们第一次

参展的机器人。

这是基于天河超算发展

的第二代，天河神医，基于天

河超算研发出来的。出来包括

骨质疏松、家庭医生，健康管

理。这是产品的图片。

过程简单介绍我们机器人

名字的由来和历程。

现在人工智能热潮，国

际上有微软、谷歌、IBM都在

人工智能医疗领域提前进行

布局。随着我国2018年4月份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

展的意见下发，国内科大讯

飞、腾讯都积极在这个领域做

了很多工作。比如科大讯飞人

工智能医生，已经通过国家医

生执业考试。我们做的天河超

算大超人有什么优势呢？我们

毕竟是科研机构，我们大超人

系统的核心是三部分，数据、

算法、算力三个层次，围绕医

疗领域核心问题，临床决策辅

助系统，围绕全科医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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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电子病历的挖掘为核

心。大家都知道这两年人工智

能特别火，特别是人工智能在

医疗，尤其在医疗影像，国

内AI医疗影像公司有上百家之

多。电子病历的数据量更大，

具有异质性的特性，挑战性更

高。

吴 阶 平 指 出 ， 人 为 因

素是我们造成误诊的原因之

一。需要在经验医疗、循证

医疗引入第三种方式，我们

叫做机器人诊疗。在今年4月

份推出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

健康发展指导中明确指出，

推动人工智能在临床决策系

统中的应用。当时克强总理

指示，要让老百姓更便利、

享受更优质的服务，让人工

智能作出贡献。

我们的核心技术一是算

法，依托与数据，我们和国内

上百家三甲医院合作，有超过

8000万份的电子病理，算法

主要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处

理、症状树等算法基础上，提

升精度。按照预期2020我们天

河超算大超人3研发出来，算

法提升到秒级的程度。

这是大超人的总体设计框

架，数据清洗、数据归档、数

据结构化，这个项目花我们时

间最多，在数据清洗，结构化

里。

总体来说，大超人，包括

三类技术，三个阶段，包括诊

前的挂号智能分导、诊间的辅

助系统，诊后的巡房。

解决的问题，“三长一

短”，“长”，挂号时间长、

看病排队等待时间长、排队取

药时间长。“短”是问诊时间

非常短，医患矛盾非常紧张，

和我国医院资源高度缺乏密不

可分。两会上提出，全口医生

的缺口是200万。我们的目标

是解决看病难和缺医生、缺好

医生。临床辅助决策系统，让

达到三甲医院专家水平的辅助

系统提供给基层医疗机构，或

者资源匮乏的地区，让年轻医

生或者基层医院看病时心理有

底、心不慌，提供非常可靠可

信的支持。

下面介绍大超人跟医院

合作的应用，肺结核临床诊

断辅助决策平台。前面看到

肺结核疾病误诊率非常高，

超过30%。我们和上海华山

医院合作，应用现场问诊，

系统和医生一样，根据病人

主诉，不是固定模式，每个

病人问固定模式的问题，根

据最短路径，通过五六个问

题之后，就可以给出经验模

型，再结合来源于检验系统

的循证模型，结合这两个模

型，进行模型关联比对分

析，可以给出诊断疾病风险

概率。比如给这个患者的评

估报告，肺结核的可能性最

高，87%。给出评估报告之

后，还会针对肺结核治疗方

式，给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

疗，手术治愈率比较高，药

物治愈率比较低，提供治愈

方式评估。手术治愈率高，

风险比较高，可以给医生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让医生结

合自己的经验去给病人下结

论，是进行抗生素治疗，还

是手术治疗。如果是药物的

话，我们会总结出现在最常

见肺结核的处方，处方的说

明，以及处方的针对性。这

是肺结核简单的介绍。

和西京医院合作心理健

康筛查系统。现在随着生活压

力和社会压力提高，精神健

康问题非常严重。针对特殊人

群，心理健康问题程度更加严

重，比如说高度紧张的特种操

作人员，比如士兵，我们主

要针对士兵心理健康筛查。筛

查跟前面肺结核程序一样，有

机器人和病人的问诊，导致心

理疾病误诊率最主要的因素是

病人会说谎，病人有防备性，

给你一个错误的答案，我们结

合脑电、心电、皮肤电等胜利

指标，针对目标给一个全方位

的评判，是欺骗性的回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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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确的回答，通过问诊和临

床检查，循证模型、经验模型

结合，我们给出抑郁症比例最

高，给出抑郁症的药物治疗或

者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等不

同治疗方式的说明。如果是药

物治疗，根据不同药物的处

方。

骨 质 疏 松 ， 现 在 比 较

成熟的应用，在几十家医院

进行推广部署，试点骨质疏

松筛查。骨质疏松筛查的流

程和上面两个案例一样，机

器人和病人的问诊，临床演

练，进行骨密度的检验，根

据模型分析，会给出骨质疏

松的概率，或者未来几年哪

个部位有可能发生骨质疏

松，以及风险。现在随着老

龄化越来越严重，国内骨质

疏松发生率很高。如果你们

回家问你们家的老人，大家

对骨质疏松比较漠视，可能

哪一天不小心摔倒骨折会发

觉自己是骨质疏松。现在骨

质疏松不光发生在老人群

体，发生群体年龄越来越低

龄化，孕妇骨质疏松比例也

非常高。治疗方案跟前面一

样，智能问诊，结合骨密度

判断。问诊不是简单的问

卷，每个人问的都是一样，

根据病人不同的回答，根据

最短路径分析系统，给出有

针对性的下一个问题，最后

会给出一个综合评价。

这是我们从2016年部署以

来的统计分析，随着在诊断中

学习，在学习中诊断，系统不

断迭代，从2016年到2017年

底，诊断正确率越来越高，现

在甚至超过国内知名骨质疏松

三甲医院平均诊疗水平。

这里我们在医院部署的

照片，很荣幸大数据会上临

床决策系统和国内比较知名

公司一起获得TOP 1 0的奖

励。2017年8月份，在全国高

等医学院诊断学年会上，我

们和在场医生的医生进行有

趣的人机PK，由医生给我们

提供100份电子病历，电子病

历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

结构化处理，但是不告诉我

们是什么病，现场把100份病

历导入系统，不到5秒钟就给

出结果。有些报道是98%，

有些媒体的报道是100%，这

是什么原因呢？现场有两个

不匹配的结论，医生临床诊

断的结论是肺部恶性肿瘤，

机器人给出的结论是肺小细

胞癌，是一样的。上个月在

济南卫生信息技术健康医疗

大数据应用交流大会上，我

们机器人在现场和医生进行

新一轮的人机PK，这次更有

意思，上一次PK的数据是老

病历，这次给的是最近的病

历，100份病历倒入系统，

5秒钟出了结果，精准度是

100%。其中有一个小孩是发

烧发热，医生没有给出明确

的结论，所谓发热待查，我

们系统给出的结论是急性白

血病，三天之后医院穿刺结

论是急性白血病。原卫计委

副主任，健康医疗学会会长

金主任也在现场，对我们大

超人比较认可，也给我们提

出一些希望。不光要基于经

验循证，最好能把中医精华

从《黄帝内经》，用大数据

学习挖掘中医的精华，中西

医的结合，在人工智能上更

进一步的发展。

和大数据来临，医疗华

向智能化迈进，张老师说她写

一本书全身指标都不正常，在

座不光是学者还是产业界的精

英，你们的朋友圈每年肯定都

会收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哪位

精英英年早逝，都是处于亚健

康或者亚健康的临界点。

大超人在健康领域所做的

工作，依托大超人技术开展全

数字生命健康周期管理系统，

系统把碳基生命从出生开始连

续检测的信息，功能有医疗健

康信息管理，包括三个方面，

临床病历信息，症状记录、医

学影像、处方信息等；还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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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助学信息，基因组、转录

组、蛋白组学；综合信息，既

往病史、家族病史。达到疾病

预防、个性诊疗、营养保健、

健康保健等功能。

依托于大超人技术，对每

个个体都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

的管理，比如说睡眠问题，比

如营养是否均衡，是摄入更多

的肉类还是更多的素食。

这是我们和国内基因公司

合作的多维度健康体检系统，

全数字周期生命管理系统还在

研发中。这是全新健康诊疗，

不光包括传统基因信息，还包

括基于健康机器人的问诊，包

括临床病例，还有多维度生活

习惯。这里有一个问题，病人

的病历在系统里，有的不在系

统里，怎么办呢？根据现有的

病历，根据模拟人物的画像，

推演出个体临床信息，给出非

常重要的疾病未来发病排序。

卫计委非常高兴，说我们做了

他们想做的东西，今年4月份

推出关于互联网+医疗健康的

指南里就有人工智能、医疗健

康的报告。

这个图是个体分析，从这

里看100%既往病史，已经发

生的病历，还有心律不齐是属

于非常高概率的。最重要的，

我们关注的是50%左右的疾

病，这是现在提倡的健康管理

所谓的治未病，当没病就可以

提前预防，劣迹们最关心这部

分，未来高概率可能发生疾病

的评估。

这是根据系统个性化体

检的健康报告，全身功能健康

图，绿色是正常，红色是比较

高危亚健康的状态。根据人的

九大功能系统，做健康分值。

要做全数字健康管理，

不光要获取临床信息或者基

因组学信息，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信息，个人活动、生

活、社交、行为信息，数据

怎么获取呢？因为涉及到个

人隐私。如果在家里给你安

装一个摄像头，记录你的起

居，假如让你多活5年，可能

也不愿意。把数据给到科研

机构或者公司，如何保证隐

私数据不泄露？全数字生命

周期系统建立，你是一个透

明人，所有信息都在数字化

系统里，如果信息泄露怎么

办？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它可以给你带来财富，可以

为子孙后代疾病诊治提供非

常有意义的价值，但泄露也

非常可怕。我们和上海交通

大学和上海一家智能公司合

作，人工智能在区块链技术

上开展医疗健康个人数据隐

私安全方面，开展一些合

作。

刚才说最多的挑战是两

类，数据获取和共享。如何获

取数据？技术上各种穿戴式智

能硬件，还有个体的意愿。获

取完数据之后还有数据共享，

如果基于区块链，每个个体有

自己的私钥，如何让个体愿意

分享呢？主要是这两个挑战，

数据获取和数据共享。

结合可穿戴式设备，来

检测人的行为、呼吸、睡眠状

态，甚至血氧等身体信息，通

过获取信息之后，通过所谓分

布式区块链进行安全分布式不

可篡改数据的存储。

共享，基于区块链，有

私钥，个人授权。如何让他愿

意授权呢？要上升到社会发展

的高度，刚才说人工智能在医

疗领域运用大的瓶颈并不是算

法，最重要的是数据，怎么样

得到结构化、标准化的数据？

基于区块链技术，就可以获

取，大家有统一的接口，就可

以获取统一标准化、结构化的

数据，数据不光是我们自己可

以用，所有的公司都可以用，

但你会产生受益，这是我们简

单的探索。

中心化与分布式技术方

案比较，主要的优缺点。区块

链是用户控制，病人自己的意

愿，不授权私钥不能获取。中

心化的管理方案，数据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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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控制。还有可靠性，区块链

不能篡改，中心化数据易篡

改。三甲医院的电子病历，很

多电子病历也都是假的，为什

么？很多三甲医院为了应付卫

计委的检查，临时拼的病历往

上放，我们要进行数据清洗，

如果用错误的数据建立模型，

模型精确度不高。

接下来准备和上海新华医

院，新华医院主要是给上海局

厅级做保健，基于区块链我们

准备做一些探索。包括基因组

学信息、可穿戴设备信息，在

医院获取检测设备专业信息，

融合信息进行人工智能数据挖

掘，具体的细节不介绍。

展望，希望能够在数据获

取和共享，在数据生态上，在

数据统一标准上，给所有人工

智能医疗公司带来更多的便利

和福音。

谢谢大家！

主持人（郭智翰）：谢谢

欧阳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小

i机器人CEO朱频频先生做主

题报告。他今天的报告主题是

“会话式AI驱动服务创新”。

朱频频：大家看这个题

目还是比较直接的，因为前面

是很多教授和做产业化老师们

做的分享，告诉我们人工智能

很重要，人工智能是未来发展

的趋势，同时也告诉，人工智

能有很高的技术壁垒，人工智

能未来要研究的东西是无穷无

尽的。但是人工智能仅仅是浮

在空中？刚才张老师提到，似

乎没有看到很多人工智能的应

用，我今天给大家展示我们把

人工智能用在什么地方。今天

是我创业的第17个年头，在还

没有人工智能这个词，当这个

词被大家不愿意提及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产业化落地的事

情。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

把看似很高大上的AI技术能够

产业化落地，什么叫产业化？

我认为产业化是规模化落地，

仅仅是做一两个模型，那是不

够的，目标是能够对一些传统

行业进行升级和改造，真正把

AI价值发挥出来。

这几个词我就不细说了，

ABCD，说的太多了。现在大

家知道人工智能很火爆，因为

有区块链和云计算、大数据的

支撑，可以总结ABCD非常火

的名词。大家认为技术的快速

发展，有可能会对我们产业产

生颠覆性发展。

大家普遍认为这轮人工智

能浪潮一定会爆发，我坚信这

点，为什么？很显然，从我自

己的角度出发，我创业17年，

我正好赶上人工智能的风口，

有了17年大量的积累，正好

释放价值，认为人工智能不但

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而且会随

着整个人类发展，一起继续前

进。

人 工 智 能 到 底 在 哪 些

方面能够呈现商业价值呢？

两个方面，能够替代人工，

替代什么人工呢？替代很多

人不愿意做的工作，比如说

接电话这个事情谁愿意做，

时间长了就烦，我看到很多

客服服务团队里有一个出气

室，需要发泄。客服团队3个

月80%的人都要换掉，这些

事情需要人工智能来完成。

当2020年有80%的客服服

务将由人工智能来取代，这

件事情不是未来，是正在发

生。平时很多人可能会接到

一些电话，好像是做广告推

广的一些电话，你跟它说，

它像真人跟你一样交互，很

有可能是机器人，不仅仅通

知，还可以理解你的话，跟

你做交互。

小 i是做什么呢？刚才

说我们创业17年，17年做什

么呢？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MSN，十几年前MSN跟QQ

一样火爆，现在消失了。我们

在MSN上做了聊天机器人，

2004年就在做这个事情，除

了聊天之外，还有天气和股

票。大家看到这个东西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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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我们做了好久这个事。在

下面我跟秘书长聊天，我们做

这个东西拿了接近2000万美

金的风险投资，目的是想做一

个智能互联网的入口，我们当

时起的名字叫Web3.0，这个

事情没搞成，我们聚集了很

多用户，但是没有形成商业模

式。但是这么多钱烧了很多人

工智能的技术，尤其自然语言

和输入技术。会话式人工智能

方面我们做了很久，现在大家

可以知道会话式人工智能就是

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跟人去交

互。给出一个报告，会话式人

工智能系统是未来技术发展的

趋势，这是2016年给出的报

告，2018年又给出类似的预

测，仍然人们会话系统仍然是

未来发展趋势，说明这个技术

不但重要，不断在发展。提到

会话式人工智能举了几个例

子，第一个是小i，它是全球

最大的IT调研公司，第一个是

IT，第二个是Siri，可以看到

在这个专有技术上我们是处于

国际领先。

小i不仅仅做会话，包括

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图象识

别，很多事情我们都做，这些

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

都用到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

技术。在由大量计算机的计算

和数据，我们可以做到很多技

术，这些技术很多用多很多行

业当中。

现在我们客户很多，大型

客户有上千家，包括银行、运

营商，银行全国前50大银行有

40家上了我们的智能客服系

统，包括其他的行业，当然离

不开政府，智慧城市也是非常

重要的应用场景。

我今天的主要话题是跟

大家分享，通过十几年的创业

经验，尤其是在这轮AI浪潮当

中，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能够让AI技术产业化？这两年

公司发展速度非常快，每年大

概都有150%到200%增长速

度。

我认为第一点非常重要，

必须掌握源头的核心技术，具

体掌握哪些呢？具备自然语言

处理的技术，我们没有用任何

第三方的开元引擎，每一个引

擎、每一个模型都是我们自己

写的，早期是我写的，现在有

专门的团队做相关的工作。我

们已经覆盖从词法、句法、篇

章。我为什么要说掌握源头技

术？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还远

没有到非常标准的地步，不是

拿过来就可以用，必须针对

应用场景要做一些针对化的工

作，如果不掌握源头的代码，

没法办法做到。

有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我们可以做对话，但是做对话

比自然语言难很多，因为很多

时候人可以对话，我们对话内

容是什么？很多时候是知识，

我们要做到对语言的理解，要

做到非常深度的语义理解，

还要在知识的基础上然后去

寻找，然后去匹配，然后去推

理，然后再根据上下文、根据

用户个性化的信息，能够去动

态生成自然语言的回答，这是

看似很简单的会话过程，但蕴

含的内容非常多。

在我们的对话当中，要实

现什么？不仅仅要实现单轮对

话，要实现多人对话，实现动

态反问场景的，实现多意图的

理解要实现非常深度的知识推

理，这才是真正对话的过程。

我后面会有一些例子给大家看

一下。

智能语音技术我们做的时

间不长，但是发展很快，我们

主要是做私有化部署，现在每

一个CPU核可以并发10路以

上，一台服务器可以容纳更多

用户的交互，现在普通话识别

准确率超过92%，上海话大概

82%。语音识别技术并不是说

云端语音识别技术高就能很好

应用，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如

果要用在硬件当中，外面有小i

机器人的应用，很大的屏幕。

屏幕初看跟《人民日报》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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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广告机没什么区别，但你往

前一站，可以做人脸识别，知

道你是谁，然后一个很漂亮的

姑娘出来跟你交互对话。可以

比较远的距离可以对话，这里

对语音的采集提出非常高的要

求，要实现降噪和去混响，得

到比较高效的语音，才能做更

好语义理解。

图 象 识 别 技 术 做 的 时

间更短，做了一年半的时

候，但是非常快。这些技术

并没有像大家想像得那么高

大上，但是在持续产业应用

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

去做。我们做人脸识别的时

候，大概花了4个月的时间

做到99 .69%，在开放的数

据上，全球最高的水平是

99 .77%，差不多，还有必

要研究吗？没有必要了，真

实的场景只在乎数据源的质

量。

这一年我们做了很多事

情，包括文字的识别，很快就

能做出来，还有更多场景的识

别。大家平时都有开车，开车

时仪表盘上煽出一个图像，你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拍

照上传，知道这个图像是这个

意思。只要用视觉方式做的事

情，都可以用图象识别的方式

来针对性解决问题。

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把这

项技术产业化，产业化意味

着要服务多家客户，要服务

很多家客户。比如小 i现在

有上千家客户，客户都是银

行、运营商、政府，小 i有

多少人可以服务那么多的客

户？可能认为我们是一家大

型公司，我们不是，我们才

600人。我们怎么服务那么多

的客户？必须高度产品化，

因为不可能派一个科学家，

甚至不可能派一个高级工程

师去帮助客户实施。要有一

套产品化、标准化的体系，

培养人工智能实施人员帮助

客户进行人工智能的应用。

很多时候我也在考虑一

些事情，大家觉得人工智能需

要高端人才，没错，人工智能

核心算法研究的确需要高端人

才，但是产业化应用我觉得恰

恰相反。我觉得产业化应用要

有合适的体系去培养更多的技

术人才，尤其那些能够跟产业

结构的技术人才，这才是最重

要的培养方向。

产品化，我们有非常高的

产品化，已经发展到9.0阶段。

我们现在所做人工智能应用，

只要是会话人工智能，都是在

这个上做的，非常好，非常稳

定，我们不需要工程师给客户

从头写代码，这件事情显然不

可能。

这 个 产 品 里 面 有 一 个

很重要的东西，这么多年的

积累，把自然语言理解和交

互技术分成若干个类型，每

一种类型用的技术不一样，

刚才有位老师在问我，你们

在这里用了哪些深度学习的

技术？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

最火的技术，但并不是人工

智能的全部。在闲聊机器人

中用的是深度学习，因为准

确率不高，只要动态回答出

来。微软的小兵就是很典型

的，不在乎回答的准确性，

目的是跟你不断延续对话，

所以大量对话内容来自于从

互联网上爬虫的对话，大家

看到它知道现在最新的问

题，回答起来很有趣，但是

能解决问题吗？它不能解决

商业问题。如果要解决商业

问题的话，要解决处理简单

一问一答，一个问题一个答

案，教给机器人，让机器人

学会，但这个事情不是那么

简单。机器人实现上下文深

度交互，要实深度交互的能

力。在机器人很多时候要主

动发起对话，这个可以通过

推荐机器人的形式来发起主

动对话。

DiscoveryBot，非结构

化的数据终能够回答问题，

给一篇文档，自动寻找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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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答案，这种技术目前准

确率在百分之三四十，大家觉

得百分之三四十能用吗？如

果你跟客户说，我给你做一个

客服系统，准确率只有百分之

三四十，会被一巴掌打死。这

个技术不能用吗？可以用，为

什么？因为前面已经有这些机

器人在你帮助保证比较高的准

确率，当结构化知识不能穷尽

的时候，可以用它做一个备

选。很多技术不一定要做到完

美，但是它可以在不同场景当

中得到应用。

比如AFQBo t这个很简

单，把一个问题丢给机器人，

机器人学会就行了。你告诉机

器人要做余额查询，用户绝对

不会问你去帮我查询余额，用

户会问，老娘还有多少钱？这

是真实的问法，不是我杜撰。

在语义层面要不断学习，光靠

算法是没有办法达到。比如说

把这句话交给机器人，通过

算法可以这样说，我想查询我

的余额，通过算法可以很好匹

配，执行度可能有百分之九十

机。

DeepBot实现多伦对话，

还要实现主动提问、动态交

互。这个例子是我想订一张机

票，机器人不知道你想订什么

机票？主动反问，你订哪里到

哪里，我告诉它上海到贵阳的

机票，我不是定当天的，要

订下下周三，这里有时间的识

别。还要实现多意图理解。用

搜索技术也可以做问答，搜索

技术做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做

到？问贵阳天气和特产，这里

面一句话有两个问题，没法做

搜索，这里面必须深度的语义

理解，才能够理解这句话什么

意思。多意图理解在智能家居

里用的很多，回到家里对着系

统说，把空调打开，把窗帘打

开，包含多意图。

DiscoveryBot，有时候

一句话存在非常复杂的逻辑推

理，张三收到的包裹来自哪个

国家最多？这段话字不多，首

先要查到张三收到的包裹，然

后把张三包裹里所有字段关于

国家的属性做做分析，然后取

其中最大的值，才能查到。如

果我们预先对行业进行建模，

可以自动完成。大家好奇这个

东西用在什么东西，用在某些

安全部门对数据查询，以前可

能查询非常困难，现在说句话

就可以查出来。

除了刚才看到的企业级产

品之外，还有标准级OS产品，

看到我们技术已经高度产品

化。

有技术、有产品就能做

很好的产业化吗？当然也不

是，必须要针对行业应用场

景，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

哪些行业？智能客服，智能

客服是现在AI应用最成熟的

行业之一，可以用智能客服

做什么？在手机APP上，在

微信上，在网页上，可以用

机器人做自动服务，还可以

在电话上，这是一个语音交

互过程，把原来的文字变成

语音交互的过程，前面多了

一步，把语音转化成文字，

然后对文字做具体的语义理

解，最后完成具体交互，在

很多银行已经上线，并不是

在实验室里研究的。还有我

前面提到的外呼，到明年年

中有70%的外呼被人工智能

取代，哪些场景化容易被机

器取代呢？催收，比如信用

卡还钱差一点，会提醒你。

还有业务回访，比如买保

险，你是否知道这些信息，

你确认保单才成立。通过知

识库武装我们的客服人员，

让他们更为高效。可以用在

智慧城市里，便民业务咨询

和办事指南，现在在贵阳这

边有不少的相关服务，贵阳

群工做了自流程系统。

离不开服务机器人，很多

人在问我小i机器人是做机器人

的吗？对，我们是做机器人，

我们不做机器人的运动部分，

也不做机器人外观部分，我们



342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做机器人核心大脑部分。这些

机器人都是我们合作伙伴提供

的，并不是小i自己生产的，但

是每个机器人都装上了小i机

器人的大脑，每个都长的不一

样。这是日本软银的Pepper，

也装上小i的大脑。这是深圳优

必选生产的商业机器人，它生

产玩具机器人和跳舞机器人。

Nao来自法国的机器人，有58

米高，很多大学在做相关编程

教育。

既然我们是做大脑的，它

有没有身体无所谓，我觉得虚

拟机器人可以做的更灵活、更

漂亮、更拟人化。我们在外面

布大屏幕智能服务机器人，站

在前面，人脸识别打开，这么

漂亮的女生就会跳出来跟你对

话，你可以问关于数搏会的相

关内容，包括明天会有什么内

容，张院士参加什么活动，都

可以问到。

既然赋予机器人相关的能

力，我们也可以把能力赋予给

智能家居、智能车载等硬件设

备，在智能办公、智慧医疗、

智能制造里都有相关产业落地

和布局。

现在形成自己的解决方

案全景图，对于我们的客户来

说，发现业务场景里可以用这

个解决方案落地，过程很快。

不需要从头开始建模，这个速

度大家都受不了。

我们公司做这件事情做了

很多时间，产业化一定要形成

成熟的服务体系，不能用高端

的工程师去服务客户，我们要

培养大量的基层工程师去服务

客户。基层工程师不是代表能

力差，因为是经过专业培训，

具备专业能力，现在有专业的

服务团队，有为合作伙伴提供

培训的培训体系，

大家知道小i做了17年，

近几年公司发展速度很快，4

月20号从新三板退下来，退

下来后面大家可以想像，退

下来是为了上更大的舞台，

更方便投资人，希望公司发

展更好，公司怎么更快发展

呢？因为我们具备自己核心

技术能力，形成很多知识产

权，现在甚至在牵头做软件

标准，这些标准不仅仅是国

内标准，还包括国际标准。

国际第一个情感交互标准是

我们牵头做的。我们为什么

做这些事情？树立人工智能

专业领域的技术能力，要把

技术能力形成自己的平台，

配合人才政策、行业标准、

创业符合激励、产业基金，

帮助孵化更多合作伙伴，来

形成自己的生态。小 i现在

才六七百人，人数再多也不

想超过一千人，希望周边聚

集很多人跟我一起做这个事

情，我的目的是不断把资金

花在核心能力堆积上，花在

做各个领域行业知识聚集方

面。

谢谢大家！

主持人（郭智翰）：感

谢朱频频总为大家做的精彩报

告！今天我们下午的主题报告

到此结束，感谢专家的精彩报

告，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

来源：http: / /zb.gywb.

cn/27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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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2018中国政府信息化大会

时　　间：2018年5月27日…08:30--18:30

地　　点：贵州贵安新区北斗湾开元酒店

论坛简介：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

服务高效化。

2018年政府信息化大会在贵安新区举行

5月27日，2018年政府信

息化大会在贵安新区举行，本

次大会主题为“以大数据为支

撑，提升政府管理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会议重点围绕“互

联网+政务服务”发展趋势、

推进路径、实践案例以及创新

技术应用等层面进行精彩发言

与交流。

“2017年9月以来，我们

消除了2900个信息孤岛。”国

家信息中心副主任马忠玉说，

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要在整合数据的基础上强调流

程优化、管理体系优化，通过

流程优化促进体制机制改革，

利用信息化、网络化的手段让

群众少跑路，政府多做事，真

正发挥政府的能力。

在展望省级政府“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发展趋势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

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王益民

说，要构建“全国一张网”全

方位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

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线

上线下相融合体系，推进共享

开放，打通“互联网+政务服

务”数据流，持续优化服务，

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供

给能力，从拓展网上办事的覆

盖度，提高网上办事的标准入

手，力争做到最多跑一次。

“我们相信专业让生活更

简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在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讨论

中，平安智慧城战略部总监马

持正说，智慧城市建设的好

坏，体现在老百姓的获得感

上，通过建立智慧政务、智慧

生活、智慧财政、智慧医保等

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平安帮

助城市提升软实力，通过智慧

城市的建设，服务国家、服务

实体、服务大众，为全面实现

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此外，来自国务院办公厅

电子政务办公室、公安部网络

安全保卫局、国家密码管理局

等单位的专家还围绕政务大数

据、电子政务网络和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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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等热

点进行了主题报告。

作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

贵安新区近年来不断创新体制

机制，探索出行政许可“一章

审批、一网审管、一单规范”

和政务服务“一号申请、一窗

受理、一网通办”的“六个

一”模式，通过精心构建“审

批云、监管云、监督云、招商

云、证照云、分析云”的“六

朵云”审批服务平台，走出

了“信息共享、流程再造、数

据铁笼”的“互联网+政务服

务”新路。

来源：h t t p： / /www .

d d c p c . c n / s z x / 2 0 1 8 0 5 /

t20180528_120991.shtml…

论坛名称：GSMA贵阳论坛 -“遇见美好未来”，
2018 MWC上海预览

时　　间：2018年5月25日…09:00--12: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6

论坛简介：探讨移动作为一项驱动要素或工具，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下列重要技

术：5G、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

科技创新成就美好生活 GSMA贵阳论坛举行

贵 阳 网 讯 … 5月25日，

GSMA贵阳论坛——“遇见美

好未来”，2018MWC上海预

览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举行。GSMA、中国联通、搜

狗、浪潮等多位移动生态圈行

业嘉宾齐聚一堂，聚焦5G、物

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重

要技术，共同探讨创新技术如

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这是中国（贵阳）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第二次举办

GSMA论坛。参会嘉宾主要围

绕万物智联驱动社会转型、大

数据对消费者及商务企业的影

响、搜狗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在

跨越语言交流中的探索、人工

智能及物联网、行业数字化转

型等议题展开主题演讲，并

以“科技创新——遇见美好未

来”为主题进行专题讨论。

“世界已进入万物智联驱

动全球化数字转型阶段，智慧

智慧互联的世界以5G和移动物

联网为重要驱动力，将迈入崭

新发展阶段。智慧互联的第一

个驱动力就是5G，5G将会给

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市场数

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论

坛上，围绕万物智联驱动社会

转型，GSMA大中华区战略合

作总经理葛颀说，2020年，中

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5G市

场，欧洲和北美将成为全球第

二和第三大5G市场。

中国联通智慧足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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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大数据安全高峰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5日08：45--12：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舞阳河厅

论坛简介：探究在大数据背景下大数据安全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模式的完善，提高大数据及网

络综合治理能力。

2018中国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大数据安全高峰论坛在贵阳举行

5月25日，2018中国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大数据安全高峰

论坛在贵阳举行。…贵州省公安

厅供图

中新网贵阳5月25日电…(记

者…张伟)贵州警察学院、贵州

师范大学、贵州大学主办的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大数据安全高峰论坛25日在

贵阳举行，以提高大数据及网

络综合治理能力为主题。

论坛邀请知名院士专家、

行业先锋、公安同仁，共同讨

论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安全和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共

同开展大数据安全技术研发、

数据资源保护、专业人才培养

等方面的研究，将进一步增强

警方的交流协作，提升大数据

背景下警务现代化和社会治理

现代化水平。

近年来，贵州牢牢把握大

数据发展大势，充分发挥贵州

在大数据发展方面具备的“成

本优势、政策优势、聚集优

势”，积极争取中央支持，深

入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首个

国家级大数据发展集聚区“贵

阳·贵安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

区”落户贵州，率先建设首个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大数

据战略逐渐成为贵州经济、社

会发展核心驱动力，成为了世

界认识贵州的新名片。

论坛指出，大数据安全

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前提和保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振军分

享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红利的

下半场也许在线下”的观点。

他表示，也许中国移动互联网

红利的下半场在线下，比如现

在提出的新零售等。数据有线

上的、线下的，可以回答人从

哪里来、到哪里。通过像京东

这种电商的数据，现在可以知

道人消费了什么、刷卡实际

产生的消费等很多问题。“大

数据是人们在虚拟世界的一

种镜像，这些镜像可以做很多

事情，最后让每个消费者感受

到我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

点，以合适的方式得到了适合

的内容，这实际上是数据改变

了生活。”记者…黄秋月…常青

来源:http://www.gywb.

cn /con ten t /2018-05 /25 /

content_57209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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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贵州官方重视大数据安

全保护工作，明确提出“大数

据安全要与大数据产业共同

发展”“没有安全就没有大数

据”。贵州警方主动融入全省

大数据战略行动，积极争取省

委将“大数据”安全与“大数

据”产业发展一并纳入发展规

划，明确了“大数据”安全保

卫“1+1+3+N”的总体思路，

形成了组织、预防、监管、应

急、综合、技术、人才、安全

的大数据及网络安全“八大体

系”。

贵州警方积极推动大数据

安全地方性立法，参与对个人

隐私保护、公众信息安全、数

据权益保障等数据安全的法制

探索。健全完善网上网下一体

化监测预警机制，组织开展大

数据与网络安全攻防演练，严

厉打击侵害大数据安全的“系

统入侵、网络木马”等违法犯

罪。

据介绍，贵州警方对全省

5390家重点单位和1.64万个重

要系统落实了安全等级保护制

度，及时发现、消除了一大批

安全隐患漏洞，有效净化了贵

州省网络环境，营造了清朗网

络空间，将安全打造成为了贵

州发展大数据战略的又一大优

势。

来源：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01437561

859818802&wfr=spider&for=

pc

论坛名称：2018中英智能联接·英国日

时　　间：2018年5月25日…14:00--17: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6

论坛简介：此2018中英智能联接·英国日对接会与贵阳国家高新区携手，针对中国智能制造

和互联网加的深度融合的指导方向，带来13家在大数据领域的创新英国科技企业/项目，聚焦物联

网垂直领域，优先对接贵阳优秀企业，以期促成合作协议，助力贵阳“千企引进，千企改造”。

2018中英智能联接·英国日论坛在贵阳举办

5月25日，由2018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主

办，英中贸易协会承办的2018

中英智能联接·英国日论坛在

贵阳举办。本次论坛从硬件，

软件和综合集成解决方案三个

不同维度全面深入的展示了英

国企业，并设立“中英科技企

业商务对接会”环节，为与会

中英嘉宾创造了深入交流合作

的机会。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蒙启

良、贵阳市副市长孙志明、贵

阳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黄昌祥、副主任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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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贵阳市外办副主任褚郭

宏、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

事艾佩诗出席本次论坛。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蒙启

良在论坛中发表致辞。他表

示，当前，大数据产业正在经

历高速增长、快速创新，并广

泛渗透到其他社会经济领域，

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动力、发展方式，重塑社会治

理格局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领。大数据产业既是

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又是

经济转型的新蓝海，贵州高度

重视大数据发展，加快建设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全国

率先谋划和布局发展大数据产

业。

贵阳国家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昌祥在

致辞中表示，贵阳高新区有着

纬度、高度、温度、湿度、浓

度、风度等六度一体的得天独

厚的优势。生态良好、空气清

新、宜居宜业宜游，成为大数

据魅力招商的投资热土。进入

新时代，贵阳高新区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自觉践行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理念，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为引

领的大数据、大健康、高端制

造、高端服务业。

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

事艾佩诗在致辞中表示，英国

是计算机以及信息服务在全球

占第二大的出口国。英国物联

网的专业技术在世界上非常的

出名，而且也催生了很多的合

作机会。今天在贵阳，她们带

领了英国的创新公司和机构，

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合作，搭

建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据悉，此次2018中英智能

联接·英国日对接会与贵阳国

家高新区携手，针对中国智能

制造和“互联网+”的深度融

合的指导方向，带来14家在大

数据领域的英国的创新公司和

机构，聚焦物联网垂直领域，

优先对接贵阳优秀企业，以期

促成合作协议，助力贵阳“千

企引进，千企改造”。

来 源 ： h t t p : / /

n b . c h i n a b y t e .

com/401/145189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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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互联网+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时　　间：2018年5月27日…09:00--12: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6

论坛简介：就物联网发展趋势以及物联网技术如何帮助传统工业升级转型，如何在大数据时

代创建新型智慧城市做深入探讨和交流。

“互联网+”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论坛在贵阳举行

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互联网+”经济发展模式成

为新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常态。

各类互联网+经济新业态蓬勃

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提高了闲置资源的利用效

率，同时在改善民生、吸纳就

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5月27日上午，2018中国

国家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论坛之

一，互联网+助力传统企业转

型升级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

议中心举行。来自中外的专家

学者围绕“传统转型企业应当

如何借助互联网+实现转型升

级？”“真实可行的商业模式

在哪儿？”“如何把握好创新

与监管的平衡点？”等问题进

行探讨。

戴尔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

吴海亮、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

究院和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

长刑春晓教授、甲骨文中国公

司云平台事业部高级技术总监

李珈、英特尔公司物联网事业

部中国区工业物联网数据科学

家杨湘、IBM大中华区全球企

业咨询服务部智能制造咨询业

务负责人文杰、云天励飞的首

席科学家王孝宇、Pivotal中国

公司常务董事兼中国研发中心

总经理冯雷共七位嘉宾先后主

题演讲。

贵阳在互联网+经济中扮

演重要角色

“贵阳正在打造大数据

之谷，在互联网+经济中扮演

重要角色。”美国驻成都总领

事馆总领事林杰伟在致辞中表

示，贵阳新技术发展打造出好

了的商业环境，吸引着来自世

界各地的企业在贵阳落地做生

意。

近几年，在如何通过数据

带来服务，为企业营造更好营

商环境，带来更多服务等问题

上，贵阳作了许多探索。“以

打造数谷为目标，建成国家级

互联网骨干城市。贵阳正全力

抓好数字经济方面的工作。”

贵阳市委常委、贵阳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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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明说，贵阳市作为一座蕴

含改革创新因子的城市，在推

动大数据方面有着不同的气

魄。

截止2017年，贵阳已建

成16个大数据产业数据地，新

增省级以上科技孵化器8个，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8个，引进高级人才800多

人。在此基础上，贵阳市大力

推动互联网+行动，颁发实行

了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

例，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总体方

案，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指数达到42.5%。

互联网+时代核心是数据

有人预测第四次工业革

命会发生在十年以内，40%

的五百强公司都不会存在，原

因是数字化的冲击。戴尔公司

大中华区副总裁吴海亮认为，

互联网+时代核心的概念是数

据，因为模型变了，传统的模

型是从物到人，新的模型下

是中间加了信息层，信息层的

核心把各行各业的数据收集上

来，放到机器里面深度计算，

把这些智能创造出新的业务和

应用，所以这些数据是核心。

“大数据是发展智能城

市的助推器、桥梁、纽带。”

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

和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刑

春晓介绍，全球都在研究智

慧城市，中国也在助力城市建

设走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

路。智慧城市，首先就是大数

据智能，然后才是能做到群体

智能、人机混合智能、智能系

统。

“互联网企业在诞生时

是没有数据，是光脚的，传统

企业里面有数据，没有用起

来，这是传统企业还能赶上去

的机会。”吴海亮说道，美国

通用公司在做互联网的时候，

最先的应用是在航空发动机上

装载了几千上万个传感器，通

过传感器技术可以监测飞机的

每一个时段的机器运行情况，

包括驾驶情况。举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航班从北京到纽约，

一个航线，如果一年节省燃油

2%，就节省2000万美金。传

统企业走向数字化转型有非常

大的前景。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管总

领事林杰伟，贵阳市委常委、

贵阳市副市长孙志明，美国驻

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葛佳

琳，中国西南美国商会王晓

东，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商务

领事范思杰，贵阳市外办副主

任褚郭宏、广东启迪科技运营

公司董事长许江建，美国驻华

大使馆商务官员黄恒乐，贵州

启迪科技运营公司总经理于佳

立等嘉宾出席论坛。

来源：ht tp : / / g z . s i na .

com.cn/news/city/2018-05-

27/detail-ihcaquev0804935.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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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硅谷-数谷双谷高峰论坛

时　　间：2017年5月26日14:00--17: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5

论坛简介：活动以“对标硅谷…腾飞数谷”…为中心，以硅谷的创新文化，人才战略，风险资本

三大核心展开分享与讨论，…并对今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机遇作展望。

“硅谷、数谷”双谷对话论坛在贵阳举行

多彩贵州网讯(本网记者…

洪英杰)5月26日，“硅谷、数

谷”双谷对话论坛在贵阳国际

生态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以

“对标硅谷腾飞数谷”为主

题，围绕硅谷的创新文化、人

才战略、风险资本等核心内容

进行讨论和分析，并对未来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崭新发展区

域作出展望。

“中国数谷”贵阳同已经

发展多年、早已成熟的美国硅

谷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发

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各异，

在互建互补方面大有可为。

“硅谷、数谷”双谷对

话论坛，旨在进一步探讨中美

城市之间，企业、科技、人才

之间加强优势互补、深化务实

合作之策，并以本次合作为契

机，在长期战略合作基础上，

促进更多硅谷项目落户贵阳，

在中国数谷这片充满活力的土

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近年来，贵阳在省委省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不断探索推

动创新战略，抢抓大数据产业

发展的机遇，把发展大数据作

为转型升级，打造贵阳发展升

级版的战略性选择，大数据已

经成为爽爽贵阳又一张亮丽的

名片。

2017年，贵阳市新增规模

以上大数据企业51家，累计达

到172家，全市大数据主营业

务达到871亿元，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实现深度融合，大数据

与关联企业达到4500家。

贵阳大数据事业的发展，

正从风生水起专项落地生根。

但贵阳大数据事业发展还存在

统筹指导不够有力、产业规模

小、集聚度不高、政府数据共

享不够、大数据人才缺乏、信

息相对滞后等问题。面对新时

代新挑战，贵阳确立了大数据

助推公平共享创新型城市的目

标，高一格、快一步、深一层

推进大数据发展战略，努力

打造大数据发展升级版，建成

“中国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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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遥感与导航大数据发展及应用

时　　间：2018年5月27日…09:00--12: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B

论坛简介：针对卫星遥感与卫星（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和应用等方面

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为行业和企业及专业人士更多的了解卫星大数据的精准化和智慧化服务，

为国家关于地理空间与导航（北斗）及大数据的发展战略落实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遥感与导航大数据发展及应用论坛在贵阳举行

在5月27日举办的2018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

由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国

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大数据专业委员会承办的遥感

与导航大数据发展及应用论坛

同时举行。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

长于贤成、国家地理空间信息

中心副主任刘晓明、贵阳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钟汰甬、代表论

坛主办方和承办方发表致辞，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明理

代表四家协办单位和十余家支

持单位对论坛的成功召开发表

了贺词。

于贤成会长表示，本次

论坛聚集了来自遥感、导航定

位、地理空间信息等方面的

院士、知名专家、重点企业代

表，广泛探讨前沿科技成果、

深入交流应用的成功经验、共

谋遥感与导航大数据产业的发

展和未来，对遥感与导航大数

据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刘晓明副主任认为遥感和

导航大数据不仅是信息化发展

的产物，也是信息化建设的重

要内容，将在推动数字经济发

在此过程中，“中国数

谷”与硅谷逐步建立起紧密的

交流合作关系，高通、苹果、

IBM、微软、谷歌、英特尔、

戴尔、斯坦福大学等美国的企

业和院校，与贵阳相关机构开

展了深度合作，比如高通与

贵州合资发展高端服务器、芯

片，成为中国地方政府与跨国

企业互利共盈的全国典范。

“我们期待硅谷用经验促

进数谷发展，数谷用发展回报

硅谷支持，努力实现双谷间项

目与技术对接，知识与产业结

合、技术与市场互动、创业与

投资共赢。”贵阳市委常委、

副市长孙志明在论坛上表示，

期待双谷的合作早日结出硕

果。

来源：h t t p : / / w ww .

c h i n a g u i z h o u . g o v . c n /

stem/2018/05/27/016607626.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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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济结构调整、新旧部门

转换、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大数

据时代，要加快掌握大数据的

主动权、创造新的信息公共服

务产品、提升大数据自身治理

水平。

钟汰甬副市长代表贵阳市

委、市政府对论坛的举办表示

了祝贺，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

和感谢，并表示希望各位专家

能够深入交流、集思广益，将

好的经验与做法倾囊相送，为

遥感与导航大数据发展建言献

策。

刘明理副市长首先代表

四家协办单位和十余家支持单

位对论坛的成功召开表示了祝

贺。并对长沙遥感与导航大数

据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介

绍。他指出目前长沙市打造了

地理空间大数据应用中心、创

新创业基地、地理信息产业园

孵化中心、中科遥感（湖南）

科技园和地理小镇五大品牌，

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

来自全国从事遥感、导航

大数据及其相关领域企事业单

位等…400余位代表参加论坛。

论坛邀请中国工程院院

士、武汉大学李建成副校长，

中国工程院、国际欧亚科学院

张祖勋院士，国家遥感应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池天河主任，

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指导专

家组成员、吕梁市委常委郭震

威副市长，农村农业部农业资

源监测总站胡华浪副站长，中

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导航项目

主管王洵主管，长沙市天心区

委常委周志军常务副区长先后

发表了主题演讲。

李建成院士作了题为“人

工智能时代的测绘学科发展”

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人类的科

学研究有科学实验、模型归

纳、模拟仿真、数据密集型等

四个范式，大数据是以数据为

基础的第三范式到第四范式的

发展。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的发展，测绘技术也进入了新

的时代，未来测绘不再需要人

力完成，只需通过移动端设备

即能实现。

张祖勋院士作了题为“摄

影测量及遥感大数据的应用与

服务”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地

理网格不仅仅数据管理和索引

需要，影像的解译和变化检测

也需要，基于网格的解译模型

可以充分利用已有地理信息，

将“单纯的模式识别问题”

变为“地理知识嵌入的新模

型”。

池天河主任作了题为“多

层级空间信息观测体系与大数

据中心构建初探”的主题演

讲。他指出多层级时空大数据

中心是国家信息化的权威，依

托于统一空间定位基准，融汇

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

防建设、生态保护以及民众生

活的各类数据资源，横纵贯

通形成基础性、战略性信息资

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基础保障。

郭震威副市长作了题为

“关于智慧城市建设与地理信

息应用的几点思考”的主题演

讲。他指出智慧城市建设与国

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辅相成，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智慧

城市建设要重点发挥好人的主

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人机

协同发展，解决交通拥挤、环

境恶化、治安混乱、精神压力

大，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

胡华浪副站长作了题为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在农业中

的应用”的主题演讲。他认为

大数据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具有

巨大的潜力，需要进一步挖

掘。同时他还重点介绍了卫星

导航定位技术在农地权属调

查，农作物估产与监测，农业

资源调查与监测，农机调度、

渔船船位船舶监测，农业灾害

监测与评估，精准农业等方面

的应用与发展。…

王洵主管作了题为“北斗

系统在交通运输行业的应用”

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北斗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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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交通运输方面的运用，有

助于形成智慧交通大脑，通过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将事后处置变成事前预

警。同时，他表示实现北斗大

数据在交通中的应用要注意三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高精度的

定位导航，二是数据高效共

享，三是信息广泛采集。

周志军副区长作了题为

“政府和园区推动地理信息产

业发展的实践和思考”的主题

演讲。他重点介绍了湖南地理

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并

表示未来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

将以国家地理空间大数据产业

基地为目标，推进建设地理空

间大数据交易中心、地理空间

大数据国家产业创新中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宏观经济研究院曾澜研究员、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大数

据专业委员会陈应东副主任委

员、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大

数据专业委员会谢国靖专家委

员、贵州省北斗导航位置服务

中心刘东烈副主任、北京航天

世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徐丽萍

总经理、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

司安源副总经理、航天星图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邵宗有总

裁、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

股份有限公司文强副总经理、

深圳华大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孙中亮总经理、腾讯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江红英总监、苍

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

委朱红巍主任等十多位行业知

名企业负责人对当前遥感与导

航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大数

据发展未来前景展开互动对话

与探讨。

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得

到了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

术研究中心、湖南地理信息产

业园、贵州天地通科技有限公

司、建研智慧（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鼎力协助，同时，也得

到了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武汉大

学、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监测总

站、国家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

设环境工程技术中心、导航与

位置服务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重点实验室、中国信息协会自

然资源和地理空间信息专业委

员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论坛

为相关领域行业、企业及专业

人士提供了交流平台，进一步

明确了遥感与导航大数据精准

化和智慧化服务的发展方向，

强化卫星大数据对于促进遥感

与导航大数据共享应用、推动

卫星遥感与导航（北斗）大数

据产业快速发展、推进实施地

理空间与导航（北斗）及大数

据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促进作

用。

来源：http://www.glac.

org.cn/index.php?m=content

&c=index&a=show&catid=1&

id=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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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基于大数据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现代化

时　　间：2018年5月25日…13:30--18:30

地　　点：万丽酒店三楼贵阳厅

论坛简介：探索和推动基于大数据的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技术及理念创新，运用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相关领域的全面创新可持续发展。

2018数博会“基于大数据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现代化”

论坛成功举办

中国医药报…记者…落楠…报

道…5月25日，由中国健康传媒

集团主办，2018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贵州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指导，中国

食品药品监管数据中心、贵州

科学院共同承办，贵阳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与营养

（贵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报》社、中国食品

药品网、北京数衍科技有限公

司协办的“基于大数据的食品

药品安全治理现代化”主题论

坛在贵阳举行。贵州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何力、贵州省副省

长王世杰等出席。在论坛上，

来自国内外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的200余名政府有关部门专

家、学者、研究机构和企业领

军人物，共同探讨基于大数据

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技

术及理念创新，运用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推动食品药

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相关领域全

面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大数据战略已经

成为国家战略。基于大数据的

食品药品安全治理，需要多方

携手。中国健康传媒集团致力

于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

施搭建政企高端沟通平台，为

国家监管部门和社会责任感强

的企业提供服务，积极谋划、

主动探索食品药品安全大数据

开发利用；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数据中心是原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直属机构，扮演着政府

决策信息支持中心、数据公开

中心、统计分析中心、信息化

技术服务中心、网络系统管理

中心、信息检索咨询服务中心

等重要角色，长期以来致力于

利用大数据创新监管模式、提

升监管效能；贵州省食品药品

监管局、贵州科学院、贵阳市

食品药品监管局积极践行把大

数据作为“十三五”时期贵州

发展战略引擎，成功建设“食



355

数博会专题

论坛名称：大数据与公共服务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7日…08:30--12:3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C

论坛简介：旨在探讨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变传统的服务模式，使公共服务走向精细化、高效

化、人性化、多元化。加强互动与科研合作，增强成果应用转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

“大数据与公共服务”平行论坛在贵财召开

5月28日，2018数博会专

业论坛“大数据国家治理”板

块重要议题之一——“大数

据与公共服务”平行论坛学

术研讨会在花溪大学城贵州

财经大学举行，内容包括“大

数据与政务服务”“大数据

与政务绩效”“大数据与智

慧治理”“大数据与乡村振

兴”“青年论坛”5个方面。

来自政产学研界的专家学

者围绕新时代政府网站政务服

品安全云”。这些单位共同发

力，通过论坛的成功举办，探

索基于大数据推动食品药品安

全治理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模

式，进而促进食品药品行业的

创新和发展。

本次论坛上，贵州省副

省长王世杰、中国健康传媒集

团董事长吴少祯、贵阳市副

市长魏定梅分别致辞。中国食

品药品监管数据中心主任黄

果发布了食药云搜APP；贵州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宋宇峰

发布了“食品安全云”体系

及各平台应用。中国工程院邬

贺铨院士、庞国芳院士，相关

机构负责人，以及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科技部数据技术司司

长Keonakhone…Saysuliane等

先后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黄果、宋宇峰，以及拉扎斯网

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副总

裁兼首席食品安全官王三虎、

北京数衍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兼CEO王占宏4位嘉宾以“新

时代…新思维…新模式——以大

数据驱动食药安全治理创新思

维”为题，共论大数据时代全

球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与会者纷纷表示，本次论

坛生动展现出大数据技术时代

背景下食药安全社会共治及治

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加强了

全球知名食品药品安全研究机

构、管理机构、企业的合作与

交流，有利于形成政企合作、

多方参与的技术融合、业务融

合、数据融合的食品安全社会

治理强大合力。

来源：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01481951

165743430&wfr=spider&for=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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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建设、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化规范化、网上行政审批重

点与难点、“互联网+”高质

量的机关事务保障、大数据与

预算绩效管理、运用大数据创

新政府监管方式、政务大数据

与社会大数据平台对接、互联

网+乡村振兴、大数据精准扶

贫、数字政府治理教育培训体

系建设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

交流，就如何通过大数据技术

改变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让公

共服务在大数据环境下走向高

效化、精细化、人性化、多元

化进行了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还共同见

证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数字

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在贵州财

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挂牌。该

研究中心将以“政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模式构建，深度整合

贵州财经大学现有大数据研究

平台，联合国内外研究力量，

建立立足贵州、面向西部、服

务国家的集学术研究、决策咨

询、人才培养为一体的重点研

究基地，力争到2023年，建成

国内一流的政务大数据研究新

型高端智库。(记者…杨春凌)

来源： h t t p : / / w ww .

gz .x inhuanet .com/2018-

05/30/c_1122909152.htm

论坛名称：粤港澳大湾区暨国际分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7日…14:00--17:4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国际厅

论坛简介：“粤港澳大湾区暨国际分论坛”旨在交流大湾区的大数据应用﹑探讨大湾区与贵

阳在大数据领域的合作。

TalkingData合办粤港澳大湾区暨国际分论坛”圆满落幕

5月27日，由华人大数

据学会与互联网专业协会主

办、深圳市信息行业协会与

TalkingData合办、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指导的

贵阳数博会“粤港澳大湾区暨

国际分论坛”圆满落幕。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

茂波、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卢雍政等领导受邀出席，论坛

将在促进大湾区与贵阳及中国

更多地区的大数据应用发展、

连接深化各地区在大数据领域

的合作等方面发挥深远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暨国际

分论坛”汇聚了粤港澳贵州四

地社会各界的政府领导与行业

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人才流

动、区域融合等多项议题进行

交流探讨。TalkingData首席

执行官崔晓波应邀就“智慧城

市与人本数据”发表主题演讲

并参与圆桌讨论，倡导以人为

本，让大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理念。

在会议致辞中，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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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表示，数据已成为甚至比石

油还重要的资源。在香港，已

有很多行业运用大数据，香港

特区政府也致力推动大数据的

应用，以提升政府部门运作与

公共服务水平。贵州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卢雍政也在致辞中表

示，贵州将深入实施大数据作

为三大战略行动之一，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推进国家大数据

综合实验区的建设，积极促进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

建设“智慧社会”，随着新网

络设施、新数据环境、新理念

模式、新技术应用的推进，数

据已经成为城市智慧决策的中

枢和造血系统。但如何打造以

人为本、以数据为核心的智慧

城市，真正实现提高城市居民

的生活质量、提升游客体验、

增强城市竞争力、降低管理成

本、提升城市治理效率，也是

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的课题。

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

手机带来了数据量的指数级爆

发，尤其是由移动设备收集的

人本数据。崔晓波认为，人本

数据才能成为构建智慧城市、

促进城市改造升级的驱动力，

提供新的规划思路与方法，帮

助城市变得更有活力。数据也

将成为连接粤港澳与大湾区的

桥梁。

崔晓波还表示，数据的核

心不是拥有，而是连接，这也

是TalkingData的核心战略。

对人的研究会从物理化的研究

走向数字化的研究，从关注人

类行为走向关注行为背后的心

智，这样才能以人为本，让大

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作为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数

据智能服务商，TalkingData一

直积极与各地政府和科研机构

建立合作，以数据智能生态服

务未来智慧城市发展。例如，

TalkingData与北京市政府合

作的“城市脉搏”项目，利用

机器学习技术，建立数据驱动

的、动态的、实时的城市模

型，深度洞察城市人群、科学

指导城市规划。这些创新性探

索与实践将为数据驱动城市变

革带来潜能巨大的推动力，也

将从城市规划和服务运营逐步

深入到更多细分领域，真正驱

动智能数据、智能场景、智能

平台、智能生态等全新变革。

关于TalkingData

TalkingData…成立于2011

年，是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数据

智能服务商。借助以SmartDP

为核心的数据智能应用生态为

企业赋能，帮助企业逐步实现

以数据为驱动力的数字化转

型。

来源：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02046507

507914091&wfr=spider&for=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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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建造智慧社会·助推数字经济·服务美好生
活中国通服智慧社会产品发布暨产业生态合作高峰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7日…14:30--17:1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A

论坛简介：从全球视野、国家高度、产业视角、企业立场等维度介绍论坛的特点、亮点、价

值、意义等。

“建设智慧社会助推数字经济服务美好生活”

 中国通服在2018数博会上发布智慧社会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为

我们指明了方向，要建立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共享平台、

智慧应用，构建智慧城市。大

数据安全、大数据技术自主可

控，打造大数据的产业生态链

及领军企业，最终的目的是发

展数字经济，提升国家治理，

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通服根

据国家大战略的方向及我们多

年的积累和理解，潜心打造

了首个国内智慧社会产品。我

们的智慧社会产品，是涵盖

技术、服务、解决方案与生态

平台。今天在2018数博会上

中国通服正式发布智慧社会产

品。”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梁世平说。

5月27日，以“建造智慧社

会·助推数字经济·服务美好生

活”，为主题的中国通服智慧社

会产品发布暨产业生态合作高峰

论坛，在贵阳生态会议中心举

行。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

公安厅厅长郭瑞民，中国电信集

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中国通

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

勇出席论坛并发言。

作为全球最大的通信基

础建设服务商，千亿级的央企

上市集团，中国通服服务了

祖国信息化建设六十年。近年

来，中国通服加快融入“数字

中国”建设主航道，以“建造

智慧社会、助推数字经济、

服务美好生活”为己任，致力

成为信息化生产服务领域的主

导者。本次论坛还邀请到了来

自国家广电总局、中科院、北

京、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江西等23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相关领导及嘉宾

600余人参会。会议还举行了

签约和授牌仪式，并邀请8位

行业领先的专家参加了产业生

态合作高峰论坛，为现场观众

带来了新的大数据理念。

贵州是全国首个国家级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首批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和内陆开放型经济试

验区。智慧社会是继农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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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的一种

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数化万

物，智在融合。近年来，贵州以

融合为路径，推动扶贫、公安、

交通、住建等部门数据融合，对

扶贫对象实行精准识别，推动国

土资源云与扶贫云融合，精准掌

握和调度易地扶贫搬迁等重点工

程，推动扶贫云与教育云融合，

贫困家庭子女上高中上大学免学

费实现的自动识别和自动办理，

推动大数据与医疗领域融合，在

全国率先实现了省、市、县、乡

四级医院远程联网，有效解决边

远山区老百姓看病难问题。截至

目前，已经开展远程影像诊断近5

万例。推动大数据与政务服务融

合，加快政府数据聚通用，做到

进一扇门办全部事、进一张网办

全省事。推动大数据与环境保护

融合，探索对全省环境污染源实

施实时监测自动报警。推动大数

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大力开展千

企引进、千企改造、万企融合，

一大批传统产业正在发生蝶变。

在智慧社会建设上，贵州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本次高峰论坛，从

一体化云集体程度服务、大智慧

城市集和创新能力平台、大数据

应用服务、智慧运营服务等四个

方面提供智慧化产品和解决方

案，这对于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城乡智慧化发展、推动开放

共享、多元互动、协同治理、融

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通服成立以来，始终

以服务信息化建设为己任。一方

面，充分利用六十多年积累的行

业经验。另一方面，持续深化改

革，创新转型，以领先的行业信

息化解决方案、通信保障解决方

案以及信息网络安全解决方案为

基础，打造了智慧城市、智慧园

区、智慧安防、智慧高速等一系

列智慧产品。现在，通服的客户

也由电信运营商向政府、行业客

户、智慧家庭这些领域不断延

伸。在服务客户信息化建设的同

时，中国通服也实现了自身的快

速健康发展，收入规模从上市之

初的200亿已经增长到2017年将

近千亿，今年我们会突破千亿。

作为信息化建设的国家

队，加速融入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社会智慧，构建开放共

融的新生态，以客户需求为中

心，将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与行

业深度融合，匠心打造，以智

慧社会系列产品这些为代表的

信息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为

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的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一体化

的中国通服方案。与产业各方

加大合作力度，打造产业的生

态联盟，共同为政府和企事业

客户提供建设智慧社会所需要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客户

尽享信息化红利。

梁世平介绍，中国通服

智慧社会产品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提供新一代基础设施

建设。打造万物互联的载体，

一体化的云总包能力IOE，从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到物联

网、万物互联，走向万物互联

最终都要走向云端，中国通服

提供从建云、上云到管云的一

体化服务。第二，提供大智慧

城市产品集和创新平台。为城

市管理着布局谋篇，制定智慧

城市综合规划、专项规划、顶

层设计与行动规划。从建筑到

园区、小镇、城市，我们都有

最佳实践。大平台、云平台、

物联网平台，创新能力平台，

助力大智慧城市的实现。为城

市管理者提升治理水平保驾护

航。第三，提供大数据的应用

与服务。为经济运行的监测大

数据平台，为判断自己的经济

实时走向提供实时的依据。公

安大数据平台，通过采集全省

公安视频数据和几千万人口数

据，为公安实战提供支撑。第

四，我们助力社会走向智慧运

营与服务。通过通服与合作伙

伴最后走向智慧发展，最终目

标是为了发展数字经济，提升

国家治理，改善和保障民生。

来源：http://mini.eastday.

com/mobile/18052720345064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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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大数据与知识产权保护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8日…09:00--12: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1B

论坛简介：本分论坛分两大板块议题：大数据产业与知识产权保护、大数据时代的商业竞争

与法律风险。

2018年数博会首个知识产权论坛

——“大数据与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圆满落幕

5月28日上午，由中华商

标协会、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贵州君跃律师

事务所承办的“大数据与知识

产权保护论坛”在贵阳国际生

态会议中心举办。论坛热议数

据的权属、知识产权属性、商

标、版权、专利、商业秘密维

度的保护等问题，并从反垄断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角度，

探讨了大数据商业服务和交易

的法律保护及法律风险。

本次论坛由中国知识产权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外交学院

法学教授、原最高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庭副庭长金克胜主持；

由贵州省科技厅副厅长林浩，

中华商标协会会长兼秘书长马

夫，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

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院长刘春田致辞。

林浩在致辞中提到，随

着大数据技术不断创新，数据

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宽，同

时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涉及

到的知识产权问题日益突出。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

月异，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各方

面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

时也带来更多新的挑战。知识

产权工作根植国家大数据（贵

州）综合试验区的沃土，借助

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之势，将

聚力打造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人

才蓄水池、技术发祥地和成果

转化所，健全完善数据保护制

度。

马夫在致辞中表示，大数

据的应用和发展已经进入全新

时期。不同于互联网时代的数

据存储和数据传输，大数据时

代是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数据

的广泛应用作为主要目的。在

此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面临

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大数据

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内

容、途径、方式等等，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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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认真研究。另外，

大数据不但使知识产权检索更

加便捷、精准，而且还将在知

识产权价值评估中得到广泛应

用。

刘春田在致辞中谈到，大

数据跟知识产权问题联系是非

常紧密的，从改革开放以后，

财产所有制多元化，提高了大

家对财产的重视。知识产权的

出现和传统的财产权差别很

大，知识转化的财产比较新，

尤其出现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以

后，应用数字技术转化的财产

越来越普遍。他提出，希望通

过此次论坛的学习，理解“大

数据”是什么，大数据在应用

过程当中如何转化为财产。同

时，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

推动知识产权在大数据保护方

面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论坛

聚集了来自国内知识产权学术

界、司法界、大数据企业界的

优秀学者、法官、企业家，融

合不同视角的智慧、学识和经

验，从两大板块——“大数据

产业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大

数据时代的商业竞争与法律风

险”，对大数据发展中最前

沿、最突出的知识产权问题进

行了讨论。

中华商标协会副秘书长

臧宝清以“迅雷发公告：禁止

迅雷大数据使用其品牌，原高

管涉嫌利益输送”这一事件为

切入点，提出了自己对大数

据的商标品牌保护的观察和思

考。并详细分析了大数据相关

服务商标保护的四个特点，即

“新、快、难、宽”。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法

律与政策研究院院长、法学博

士、副教授、贵州君跃律师事

务所律师刘云飞则从“数据能

否获得版权保护”“数据获得

版权保护的条件”“如何保护

数据的版权”和“尚待解决

的问题：挑战和变革”四个方

面，阐述了数据资产的可版权

性。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

杨静通过详实的数据，介绍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司法保护趋

势。在阐释了《关于加强知识

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

题的意见》后，她总结了专利

案件审理特点及发展趋势：涉

高科技重大战略产业与核心技

术的案件增加，新类型专利纠

纷案件增加，标的数额巨大的

案件增加，外国公司之间的案

件增多，知名企业之间相互诉

讼的案件增多，当事人在国内

外同时起诉的案件增多。

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CEO普翔在本次论

坛上首次发布了《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司法保护数据分析报告

（2017年）》，从判决金额

分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改发

基层法院案件情况、援引在先

案例情况、技术调查官参审情

况、案件的涉外情况、信息网

络传播权的侵权分析等六个方

面，对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

年的司法审判数据进行全方

位、多维度的细分梳理和可视

化分析展示。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庭法官白帆作了题为

“大数据的法律保护途径”的

演讲。他从一般财产权的角

度，阐释了传统民法对“大数

据“的保护路径。并提出了

当前的保护思路——反不正当

竞争。他认为，反不正当竞争

法未作特别规定予以禁止的行

为，如果给其他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造成损害，确属违反诚实

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

具有不正当性，不制止不足以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可以适

用原则规定予以规制。

武汉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

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宁

立志的演讲主题为“大数据的

性质及其知识产权因应”。他

从文化、理念、保护模式以及

发展体系四个角度对大数据进

行了探讨。他认为，面对大数

据，民法中的诸多体系需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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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新的技术做出相应的调整。

另外，大数据进入规范化的法

律框架，不仅是法律的任务，

更需要经济和管理的共同作

用。

龙信数据（北京）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钰在论坛上分享了

自己在数据科学和复杂性的关

系以及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的

问题两个方面的体会，他用详

实的数据向大家展示了中国企

业知识产权的司法情况。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

院院长、教授、博导黄武双，

围绕“入网数据的法律保护边

界”，对数据采取何种方式进

行保护进行了探讨。他认为，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入网

信息库应当予以公开，允许抓

取。而针对静态的数据库，欧

盟近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对此规范较为合理。

据悉，本次论坛是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第一次开设关于知

识产权的论坛，第一次将知识

产权和大数据结合在一起进行

讨论、交流和探索。数据的知

识产权属性是数据确权和交易

的基本法律条件，此次论坛的

设立令大数据博览会的结构更

加全面。

记者了解到，贵州君跃律

师事务所作为贵州省唯一获得

官方授权在2018年数博会承

办法律分论坛的律师事务所，

深耕大数据产业法律服务多

年，为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云上贵州（苹果iCloud项

目）、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

限公司、贵阳块数据城市建设

有限公司、贵州华芯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多家专业

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为推动贵州“大数据”战略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贵州

君跃律师事务所将继续提供高

效、优质的法律服务，携手客

户，助力贵州省大数据事业发

展。

来源：h t t p : / / w ww .

d d c p c . c n / f z / 2 0 1 8 0 5 /

t20180528_1215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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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2018第四届中国（贵阳）大数据交易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7日…14:00--17:3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综合会议厅A

论坛简介：本论坛将重点围绕促进数据资源流通、数据交易制度完善、数据安全保护等内容

展开讨论，以完善制度、规范交易体系，推进数据资源安全流通，探索数据确权路径，推动数字

中国建设。

2018第四届中国（贵阳）大数据交易高峰论坛引爆数博会

5月27日下午，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和贵阳大数

据交易所联合承办的2018第四

届中国（贵阳）大数据交易高

峰论坛盛大开幕。…

作为本年度数博会的核心

论坛，本届大数据交易高峰论

坛以“探讨数据确权制度、推

动数据资源流通、构建中国数

据生态”为主题，由工信部信

息中心、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联

合承办，吸引了来自各地各级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协会

团体近千位重要嘉宾参会。

贵阳市副市长王玉祥、

长沙市副市长刘明理、上饶市

副市长王万征、荆州市副市长

向斌、栖霞市副市长衣然强等

地方市政府重要领导；中国工

程院院士沈昌祥、新华社瞭望

智库董事长吴亮等专家出席论

坛。

贵阳市副市长王玉祥为

论坛致辞。他表示，贵州省、

贵阳市高度重视推进大数据战

略行动，正全面加快推动大数

据交易在内的大数据产业创新

发展，加快推进数据流通，促

进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升

级，推进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大数据交易是推动政企等多领

域数据融合共享、充分释放数

据资产价值的创新推手。

工信部信息中心副主任李

德文在致辞中表示，推动数据

资源安全流通，将有效助力数

字中国建设。他认为，数字中

国建设正迈向3.0时代。在3.0

阶段，传统上以数字技术需求

者角色出现的生产制造企业崛

起，成为新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主动拥抱信息技术改革生产

方式，使数字技术进一步应用

拓展到生产领域。

贵阳市副市长王玉祥、

工信部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德文

共同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所揭牌。

研究所未来将致力于研究数字

技术在中国社会各领域广泛应

用的现状，以发现规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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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

级，实现数字技术在更宽领

域、更广地域的应用。

我国首部数字中国案例集

《数字城市最佳实践案例白皮

书》一并发布，其展现了我国

60多个城市在大数据创新应用

方面的成功实践。

大数据交易论坛“城市数

字引擎”的启动引爆全场。城

市数字引擎，犹如一座城市的

数字驾驶舱，将主导从土地经

济到数字经济的升级。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围

绕“科学的网络安全观与大数

据安全”发表演讲，分享了他

最新的科研成果。新华社瞭望

智库董事长吴亮专题陈述“战

略数据”生产与企业内部智库

构建。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

总裁王叁寿就“数据资源化、

资产化、资本化”发表演讲。

他表示，数据已经成为经济社

会转型升级的重要资产，促进

流通融合、激活数据价值将释

放数字红利，推动建设数字经

济。他呼吁开展大数据交易以

促进数据流通融合，完善制度

以及保障体系，促进大数据交

易有序、健康发展。

论坛进行了贵阳大数据

交易所数+12战略的发布：交

易所着力打造数据确权、数区

块链、数据创业、数据定价、

数据资产、数据安全、数据指

数、数据标准、数据工厂、数

据监管、数据认证、数据开源

12个战略，开启大数据交易制

度建设新篇章。

工信部信息中心处长焦绪

录，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颜军先后发表

演讲，随后，贵阳大数据交易

所卫星数据接入仪式启动。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联合大

数据行业企业，发起成立大数

据不作恶同盟并宣读誓约:遵照

“响应国家号召，捍卫数据安

全，构建行业生态，共筑数字

文明”的宗旨，庄严宣誓“不

侵犯公民隐私、不破坏市场秩

序、不危害国家安全，大数

据，不作恶。”

论坛最后，贵阳大数据交

易所发起组建“数据星河生态

圈暨跨区域、跨行业数据融合

共享应用生态圈”，推动城市

数据跨区域融合共享、开放应

用，深入释放城市数据价值，

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中国（贵阳）大数据交易

高峰论坛四年来已发展成为年

度盛会，未来将继续调动政、

企、学、研各界力量，为大数

据交易的发展研究出更多的方

法、更好的路径，稳步提升大

数据交易水平。

来源：http://www.sohu.

com/a/233097874_39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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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数控金融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8日…14:30--18: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1A会议室

论坛简介：探索监管机构如何更好地变监管为服务，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2018数博会“数控金融“论坛举行

为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

会议精神，坚守金融安全是国

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底线，

坚决防控金融风险，破解监管

机构在防控金融风险中的难

题，进而探索监管机构如何更

好地变监管为服务，促进实体

经济的发展等相关问题。

5月28日，由中国大数据

金融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主办，

中天金融集团旗下贵州数行科

技有限公司、赛仕软件(北京)

有限公司、中科征信(贵州)有

限公司共同承办，农商银行发

展联盟、贵阳互联网金融协会

协办的2018数博会“数控金融

“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

心举行。

会议特别邀请了来自金融

行业的专家、政府官员、知名

专家学者以及国内外知名企业

家代表，共计200余人出席，

就如何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

前沿金融科技技术进行深入探

讨。与会嘉宾分别围绕贵阳在

应用大数据分析防控区域金融

风险的研究与探索、“数控金

融”的研究与实践、银联的大

数据风控实践、数据模型分析

在防控金融风险中的作用等内

容发表主旨演讲。

会上，贵阳市金融办与蚂

蚁金服集团达成合作意向并举

行签约仪式。据悉，从2016

年开始，贵阳市就利用大数据

在金融风险防控和金融创新上

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政府、企

业、市场多方联动探索，初步

建立了利用大数据对金融办

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

司、P2P等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的数控金融的平台。

此外，论坛还以金融科技

在金融风险防控中的应用与展

望进行了高端对话，美国SAS

中科征信(贵州)有限公司和农

商银行发展联盟实验室举行了

成果发布仪式。

来源：http://news.ctocio.

com.cn/465/145204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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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第二届区块链金融国际高峰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8日…08:00--12:3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综合厅B厅

论坛简介：分享和讨论最新的区块链金融发展趋势、区块链金融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探讨区

块链技术如何带来革命性的产业升级。

大咖云集，2018数博会第二届区块链金融国际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2018数博会——第二届

区块链金融国际高峰论坛”5

月28日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

心盛大举行，同期举行了《大

数据区块链金融——贵阳的实

践与思考》一书首发式，此书

以贵阳市委、市政府近几年对

于大数据区块链金融产业发

展的实践为线索，介绍了贵阳

“创建主权区块链高地，打造

全球大数据区块链金融中心”

的理论体系思考和系统实践

总结，有相当创新价值。论坛

还举行了罗尧重副主任代表的

贵阳市金融办与赵卫星行长代

表的新网银行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

据悉，为推动全球区块

链金融技术发展，搭建全球区

块链金融产业创新创业交流与

合作的国际平台，进一步加强

贵阳与全球互联网及区块链行

业的交流与合作，在2018数

博会组委会的支持指导下，区

块链金融协会联合中国产学研

合作促进会，在中国大数据金

融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全球金

融科技实验室、加中企业家联

合会、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国

际区块链创新应用联盟、贵州

财经大学大数据金融学院、区

块链联合发展组织、贵阳众筹

金融交易所等单位的支持协助

下，共同举办了“第二届区块

链金融国际高峰论坛”。论坛

现场，500人会场座无虚席。

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

玉祥、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华、

《金融时报社》社长邢早忠分

别为论坛致辞。中国银行原副

行长、福建省海峡区块链研究

院院长王永利、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

心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杨东、

泛城集团董事长、快的打车创

始人陈伟星、达沃斯论坛中国

区块链代表团团长、太一云董

事长邓迪、…GMGC创始人、

长城会联合创始人、世界区块

链组织副总干事宋炜、云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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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创始人、中国计算机学会

区块链专委会发起人之一、计

算机博士黄步添、趣链科技

CEO、博士、中国金融科技

50人论坛特邀专家李伟、北京

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金融

科技研究所所长、中国移动通

信联合会国际区块链创新应用

联盟秘书长、博士后导师陈晓

华、阿尔山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CTO邸烁、纸贵科技创始人、

西安大学区块链技术与法律创

新研究实验室发起人唐凌、北

京金股链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杨勇、加拿大北美区块链

基金会主席覃文延等嘉宾进行

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分享，内容

围绕区块链金融监管、前沿发

展以及最新区块链金融科技动

态等方面。

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

玉祥在致辞中提到，2016年12

月31号，贵阳市人民政府向全

球发布第一个城市区块链的白

皮书，《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

用》。2017年初1月份，贵阳

区块链金融代表团在首届北美

区块链金融峰会上发布了努力

打造区块链大数据新高地的构

想。2017年12月初举办贵阳市

大数据金融人才培训会上，贵

阳市又进一步提出努力构建大

数据区块链现代金融体系的构

想，初步完成对互联网金融、

传统金融、类金融在大数据区

块链现代金融体系下的理论提

炼和实践的总结。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华说，贵

阳作为中国数谷的一个重要要

地，多年来为我们国家大数据

金融打造一个非常的标杆，

《大数据区块链金融》这本书

对于推动大数据金融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理论指导，特别是从

贵阳实践和思考方面有大量的

案例。

《金融时报》社长邢早忠

致辞中谈到，这些年贵阳市政

府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

拥抱互联网技术，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新动能加速成

长，新支撑加速形成，新产业

加速壮大，应该说贵阳成为全

国乃至世界领先的地方政府。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福建

省海峡区块链研究院院长王永

利在主题演讲中分享了自己的

观点。他说，区块链现在非常

火热，关于区块链的概念、新

提法不断推出。但真正的区块

链应用，特别用去中心、去中

介的概念衡量区块链的应用，

几乎还没有。所以现在区块链

还处在初创阶段、探索阶段，

对区块链既要积极拥抱、积极

探索，但是还需要保持理性、

准备与把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杨东分享了他对区块链的理

解。杨东认为，贵阳是中国第

一个探索区块链应用和落地的

城市，贵阳在探索方面是先行

者，不光在众筹金融交易所，

还在贵阳政府数据开放方面，

主权区块链、绳网结构等这些

概念和模式，也是在探索区块

链技术对于政府数据打通、对

于政府主权登记、政府确权方

面，如何更有效的加以提升。

达沃斯论坛中国区块链代

表团团长、太一云董事长邓迪

则从中国区块链如何和世界接

轨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区块链要和世界接

轨，务必建立自己的生态理论

体系。

来自“古典”互联网企业

百度的区块链金融负责人李丰

认为区块链目前还远未成熟，

但是在未来5到年10年内区块

链是非常大的市场，区块链能

够重构企业间的合作模式，未

来不再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

接，通过区块链的方式进行对

接。

区块链金融协会会长、贵

阳众筹金融交易所董事长刘文

献则在演讲中谈到，区块链应

该脱虚向实，围绕实体经济更

好的服务。刘文献说，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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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实体经

济中的痛点在新经济中解决，

提高效率、提高价值，同时增

强监管，不是去中心化，而是

去中介化的发展。…

论坛演讲嘉宾的精彩分

享得到了与会者源源不断的掌

声，最后，论坛还就区块链如

何服务实体经济邀请了贵州财

经大学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院

长邓明森、井通科技武源文、…

PCHAIN发起人、中物联区块

链协会首席科学家曹锋等15位

各领域嘉宾参与了讨论，为全

球区块链金融产业和其相关产

业带来更多的合作契机和发展

机会。

来 源 ： h t t p : / /

w w w . s o h u . c o m /

a/233340506_100023721

论坛名称：智能金融发展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8日09:00--12: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5

论坛简介：本次论坛拟以“金融科技”为主题，邀请监管机构领导、证券公司和创业公司代

表探讨新时代下金融机构的转型和发展。

【贵阳网】：“2018智能金融发展”分论坛将于5月28日上午九点在贵阳举行。届时，贵阳

网将全程为您进行图文直播，敬请期待。

2018智能金融发展论坛（直播内容）

【主持人】：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贵

阳，参加今天上午的“2018智

能金融发展论坛”。今天上午

这个论坛是中国国际大数据博

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贵

州省金融办、贵阳市金融办指

导指导、华创证券承办。我本

人是华创证券副总裁华中炜，

非常荣幸能够主持今天上午的

论坛。

首先，让我们欢迎参加今

天上午的各界领导。

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刘铁

斌副主任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

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

济学家巴曙松教授

贵州省政协左定超副主席

贵阳市人民政府刘玉海副

市长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曲家文

副行长

成都金融工作局梁其洲局

长

成都金融集团方兆董事长

贵阳市金融办罗佳玲主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

公司徐明副总经理

建信金融科技雷鸣总裁

中国农业银行贵州分行杨

春雷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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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硕股份董事长、华创证

券董事长陶永泽先生。

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

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

【主持人】：今天这个

主题对于金融行业来说是一个

永恒的主题。我们回顾金融行

业发展的历史，技术从来都是

金融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驱动

力。在我们这样一个时点讨论

这样一个话题，可能我们又

站在这样一个关口上，我们非

常关注ABCD、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智能化对我们的

变化。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新

的变化。

一是2017年金融科技公

司上市众多，如众安保险、趣

贷、拍拍贷、乐信和融360。

他们享受了一度受到资本市场

热捧，但随即普遍受到质疑；

二是监管环境的改变，中

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金融回归

到本原，包括对于互联网金融

的监管整治。我们出台的资管

新规里面对于技术用于资产管

理行业都做了一定的指导；

三是众多的传统金融机构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慌乱之后，

利用自身在帐户、资产和数据

方面的优势，开始加大投入，

并且在体制机制上进行重大创

新，很多大型银行设立了金融

科技子公司；

四是很多互联网金融科技

的互联网巨头开始宣传不再做

金融科技，而是转做平台，做

技术服务。可能这一系列的变

化，总结起来都预示着传统金

融机构和科技公司，从此前的

博弈甚至说颠覆和取代，走向

共融。

今天的会议，我们安排讨

论的一个亮点。今天的发言嘉

宾一共有9位，有监管机构和

交易所的领导，也有我们金融

机构（包括银行和证券），更

有正在一线的创业公司来做这

个事情。不同的群体，来讨论

智能金融发展的最新趋势，相

信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今天的论坛现在正式开

始。邀请贵州省政协左定超副

主席为大会致词！

【左定超】：尊敬的各位

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

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非

常高兴出席2018智能金融发展

论坛，在此我代表主委会对本

次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对各

位嘉宾表示热忱的欢迎，对大

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贵州发展

表示最衷心地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向大

会发来贺信，对本届数博会召

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推动大

数据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

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

慧社会，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

战略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让我们备受鼓舞、倍增信

心、倍感振奋。我们将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切期盼，转化为推动贵

州大数据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强

大动力。

智能金融及人工智能与

金融的全面融合，与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等高新技术为要素，提升金融

机构的服务效力，拓展金融服

务的广度和深度，使得全社会

都能获得平等、高效、专业的

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服务的

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数

化万物旨在融合。近年来，贵

州市高度重视智能金融发展，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促

进了自身的转型和创新，为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

的渠道，为金融风险的防控提

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加快了普

惠金融的发展。数据化是智能

化的基础，智能化是数据化的

必然。金融行业内生的大量交

易信息，数据为行业大数据人

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土

壤。

【左定超】：一是大数据

与金融的结合，深刻改变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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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服务方式和服务范围，使

更多的人群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便捷的金融服务，促进了铺会

金融的发展。

二是大数据在金融领域

的应用延伸了大量的新业态，

提供更为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有

助于金融机构更好的服务实体

经济。

三是大数据促进了金融

业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提升。贵

州在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过程

中，也积极探索利用数据资源

打造国家级数据中心，着力推

动大数据金融的融合发展。

我们期待通过本次论坛的

举办，各位嘉宾、专家、学者

快乐进入的论进来、论出真知

灼见，出丰硕成果。建真言、

献良策，共同大数据在金融领

域的创新和应用，营造良好的

金融发展环境，促进金融业为

高质量发展经济提供更有力的

支撑。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

们，我们要紧紧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周

围，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

本次大会的贺信重要思想，同

心同德共同谱写新时代大数据

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共同探索

开创智能金融、拥抱世界各国

人民的新路径，助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

成功，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

健康，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左主

席热情洋溢的致词，也给我们

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如何利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和金融的融

合，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广

度和深度，为金融的普惠和专

业作服务。

接下来我们邀请宝硕股份

和华创证券的董事长陶永泽先

生为大会致辞！

【陶永泽】：

各位尊敬的领导，各位嘉

宾，大家上午好！

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新时代，

我们在大数据的产业热土贵州

换各位莅临2018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出席今天我

们召开的“智能金融发展论

坛”。我谨代表宝硕股份及华

创证券欢迎各位的光临，并表

示衷心地感谢！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因其

主要运营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主

要特征，随着进一步扩大开放

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

用，推动整个行业进入了智能

金融的新领域。

监管科技创新、金融科

技创新、服务模式和产品的创

新必将大量涌现，我们看到很

多金融机构已在改革传统的典

当服务模式向新的以信息技术

为支撑的场景金融服务方式转

型，并展开了很多积极的探

索。

金融机构与生俱来就是大

数据公司，数据的质量和数量

应该首屈一指，但是因其体制

和机制的原因，逻辑路径的原

因，以及偏重与历史数据的依

赖，而对鲜活的行为和交易数

据的采集挖掘不够重视，产生

了很多的运用滞后效应。

我们已经经历了互联网

的前两个阶段：一是门户的阶

段，二是社交与电商的阶段。

几翻潮起潮落、更新迭代，在

新时代，我们肩负着防控风

险、服务实体、扶贫攻坚、支

持强盛大国发展的历史使命。

让我们紧紧围绕“数化万物、

智在融合”的主题，为发展数

字经济、建设数据流与资金流

高度融合匹配的智慧产业和智

慧社会开启新的征程。

【陶永泽】：华创证券

是贵州本土券商，也是区域资

本市场的主力。近十年来在金

融科技和金融证券研究方面我

们做出了重大的安排。华创证

券研究所队伍现在150余人，

公司另外还组织400余人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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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金融

支付等队伍，从事数据经济、

区块链不同场景的开发和运营

队伍的建设在不断的扩大。我

们将拨开路上的拂尘和泡沫，

坚守商业常识，为新经济、新

业态的高速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和努力。

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

下面让我们将宝贵的时间交给

巴曙松教授、刘铁斌主任、雷

鸣总裁以及代表国内金融科技

运用开发最高水平的青年才俊

们，十分期待你们的演讲，祝

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主持人】：感谢陶总，

陶总的致辞提到了一个很重要

的话题，证券公司作为一个传

统的持牌金融机构是一个天然

大数据公司，讲述了华创证券

过去的积累。

接下来进入今天论坛的主

体阶段。

第一位邀请演讲是来自中

国证监会信息中心的刘铁斌主

任，演讲的主题是“金融科技

面临的挑战及发展战略”，不

仅是监管部门的领导同时也是

监管科技方面的专家，也是行

业金融科技和信息基础设施的

组织者和推动者，让我们欢迎

刘主任给我们做演讲。

【刘铁斌】：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

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和荣幸能

参加我们这次行业金融科技盛

会。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金融科技面临的挑战及发展

战略”。

我会从这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及监管层相关的

政策决策部署，

二是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的

挑战，

三是中国资本市场金融科

技发展战略，

来给大家进行简单的汇

报。

【刘铁斌】：国家及监管

层相关决策部署

大家知道这几年我们国家

在信息安全、信息化发展方面

非常重视，从中央层面一直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了重要

的部署，从十九大以来，又专

门对金融科技、资本市场相关

的发展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包括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以及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也作出了具体的部署。

所以应该说我们处的这个

时代，现在是非常好的时代，

国家支持。从行业来讲，我们

证监会也是非常支持金融科技

的发展，会党委多次召开会

议，要求充分运用现代金融科

技手段，来提高风险管理，提

高我们的监管水平。

【刘铁斌】：金融科技发

展面临的挑战

金融科技的发展还面临一

些挑战和存在相关的问题。

首先是缺少配套制度。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事

物，虽然我们这么多年资本市

场从一开始成立，就是电子化

的发展，但是如果说把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等等新兴技术运用到日常的经

营和管理上面来讲，在制度方

面我们还是稍微落后一些。因

为很多东西，一般来讲制度都

是稍微滞后的，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还要尽快的制订相关的规

章制度。

二是缺少统筹规划。总体

来讲，现在大家是各自为政，

想到哪儿做到哪儿，整个行业

还缺少一个相应的统筹。

三是数据治理亟待加强。

现在的数据都是孤岛式、分割

化，每个机构都有不少的数

据，自己的数据分散在自己的

各个系统当中。有的证券公司

有100多个系统，每个系统之

间的数据格式不一致，导致虽

然有数据仓库，但是数据没有

办法有效统一，导致大数据应

用没有落到实处上。

四是应用落地门槛高。全

行业一年的投入，核心机构一

年投入才20个亿，我们公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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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入80亿，所以现在我们跟

其他行业比还有差距。

五是新技术不成熟。缺

乏又懂技术又懂业务的复合型

人才，新技术发展也处于初级

阶段，很多东西现在正处于一

种研究过程当中，还不是很成

熟。

六是技术支撑体系差。技

术支撑体系现在不足以支撑金

融科技的有效发展，虽然现在

我们也在搞一些开放研究，但

是技术标准不统一，标准的应

用落地还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

的目的。

七是安全风险更突出。包

括平台安全、系统安全、运维

安全等等。

八是业务风险要防控。包

括业务结构的设计肯定会更加

复杂，交易速度更快，所带来

的风险也会更大，往往有的时

候，因为现在很多计算机电脑

直接操控，一旦程序设计有问

题和错误的话，可能就造成难

以估量的损失。

九是警惕违法违规业务。

借金融科技之名，做违法违规

业务，这是我们急需警惕的事

情。

上面说的问题和挑战，是

制约我们金融科技能够有效发

展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些也是

我们能够有效解决，通过大家

共同努力，把这些风险和问题

能够尽量化解。

【刘铁斌】：中国资本市

场金融科技发展战略

我今天讲的未来的发展，

从三个方面。一是数据治理，

二是从金融机构、三是监管科

技。

为什么把数据治理放到这

么一个重要的地步？因为金融

科技发展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

数据。如果说没有好的数据，

数据整合不好，就没办法打

通。现在全行业累计的数据量

是4PB，数量应该说不少了，

但是跟BAT没办法相比，BAT

每天的数据可能就4PB，金融

机构核心数据大概有将近400

条。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是有

生命周期的，从数据的生成、

交换、应用等等都需要有一个

规范。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

来制订我们行业的数据模型，

通过行业数据模型的制订，来

达到数据的统一。这个工作我

们现在已经做了有3-4年的时

间，在一些会上也经常给大家

介绍。为什么老介绍这个工作

呢？希望不但是我们做，大家

也要应用，只有应用起来，

我们这个数据格式才能统一，

各个平台之间、各个系统之

间、各机构之间的数据才能有

效的进行应用。所以现在分成

交易、监管、披露三大块，我

们也有相应的标准起草组，这

里列了五个标准标准起草组，

来进行相应数据模型的开发工

作。首先先提取行业规则，通

过行业规则搞出一些相应的数

据类型，然后再梳理抽象模

型，第三步就是设计出证券公

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的逻

辑模型。目前已经完成了证券

公司的逻辑模型，今年正在搞

期货公司和基金公司的逻辑模

型。

同时标准也是相当重要

的。如果要进行很好的相关大

数据的应用工作，同时我们必

须有三个标准，现在我们正在

制订的。一是数据类分级指

引，二是数据模型，三是云技

术应用安全规范。

如何有效的利用云平台，

我们在这里也把云分成了三种

类型：公有云、行业云、私有

云。

行业云由行业核心机构牵

头来做的云平台，我们称为行

业云，私有云就是各个机构自

己搞的云。数据分类分级，什

么样的数据可以放在平台上？

我们把数据分级定了大概四级

数据。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标准

是专门来讲数据安全管理的，

这个数据安全管理的标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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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讲什么样的数据可以放在

什么样的平台，这三个标准加

上数据安全管理的指引，构成

了一个未来的金融科技监管方

面的一个应用标准框架。

下一步的推进思路：

一是继续研究优化行业机

构数据治理的组织架构，

二是加强行业数据治理的

技术标准的制订工作，

三是继续推进行业数据逻

辑模型建设，完善基金公司、

期货公司、证券公司的逻辑模

型编制。

总之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现在

跟国外博弈，也是来拿这个标

准的制订权，一旦你具有这个

标准，这个标准在你手上，或

者我们发布一些国内标准，未

来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所以

现在我们也在积极推进国际标

准的建设。

【刘铁斌】：中国资本市

场金融科技发展战略

金融科技战略。主要是针

对金融机构和核心机构，对金

融机构和投资者服务这一块。

现在我们大体的发展水平，去

年我们搞了一次全行业内外的

一个系统化的调研，调研了几

千家金融机构。我们看到从人

员投入、资金投入、市场核心

机构，可以看到在云计算、

大数据方面投入比较大，从人

员、资金投入上，在人工智能

和区块链方面投入比较小。市

场经营机构是在大数据、人工

智能方面人员的投入比较大一

些。在资金上，在云计算、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投入比较

大。

现在投入是不均匀的，

所以区块链等等这些方面，可

能大家确实取得场景比较少、

投入比较少，发展也是不太均

衡的。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在人

员和资金方面投入比较大，基

金公司也正在摸索，期货公司

基本上一片空白。从跟全球来

比，现在我们差距不大，现在

世界金融科技也处在一个探索

摸索和初步发展的阶段，现在

是百花齐放。

在场景应用方面，我们

可以看到现在主要是在7个方

面，实体画像、精准营销、智

能化服务、智能化服务、智能

风控、智能监管、基础设施共

享。实体画像，能够全面了解

市场和客户，智能化运维动态

感知新兴系统运行的状况，及

时处置系统故障。智能风控从

合规风控，控制风险的角度，

交易风险、投资者的投资风

险。智能监管，现在主要运用

在监管部门，包括证监会、稽

察、交易所。基础设施共享，

现在行业做了不少工作，包括

现在有行情云、测试云、栽培

云（音译）等等。

现在的工作重点要抓紧

出台行业的金融科技和合规科

技的指导意见。这个工作从去

年调研完以后，一直在进行这

个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指导

意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指导

原则，二是发展措施，三是风

险防控，四是动态监管。发展

措施从规章制度、统筹规划、

公司治理、科技创新和人才保

障机制、数据治理、标准化、

公共基础设施、合作研究和培

训交流。指导原则是从需求引

领、技术驱动、风控可控、动

态监管。风险防控方面我们更

加关注业务合规风险、信息安

全风险和数据安全风险的防范

要求。

动态监管我们打算以正面

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模式来进行

相应的要求。英国是采用“砂

箱式”监管，它比较小，可以

容错，代价也不大，我们搞这

种监管风险比较大，我们打算

搞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的模

式。

正面清单大概分为六个方

面，将金融科技应用于增强风

险、监控和合规审计领域，提

升风险管理能力和业务违规监

测能力，这是我们所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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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强化投资者实操性管理

能力，应用于增强系统运维管

理能力，提升运营安全管理水

平的，这是我们要倡导的。能

够提升投资者服务能力，能够

解答投资者市场业务办理问

题，但不涉及投资咨询等服务

内容，能够应用于金融产品设

计，在保证金融产品设计风险

评估的情况下，能够提升金融

业务能力。在不降低合规风险

能力的情况下，能够降低行业

机构交易成本。在六个方面，

应该说是我们所倡导的正面清

单。

负面清单我们从八个方

面来讲的。首先是假借金融科

技之名违规开展业务，增加市

场风险，影响市场经济发展，

这是我们所不倡导的。在不具

备相应的风险监测感知能力或

者风险应急处置情况下，开展

金融科技创新应用活动，非法

非持证机构或未经备案注册科

技假借金融科技创新名义，违

法违规开展证券期货业务，这

是不倡导的。境外注册的金融

机构利用金融科技为境内投资

者提供证券期货业务的，这也

是我们认为不适应的。非法采

集使用投资者个人信息或者未

经被搜集人投资侵犯他人隐私

的。持牌机构将他人的信息发

到公有云上，持牌机构将敏感

业务数据共享给其他机构，持

牌机构投资顾问或者分配角色

功能等八个方面，目前是这样

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征求意见

稿，这是金融科技未来发展的

思路和框架。

【刘铁斌】：中国资本市

场金融科技发展战略

从目前世界整个格局发展

来看，美国还是比较领先的，

英国现在也是采用这种“砂箱

模式”，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基

本上也是仿照英国来进行这种

“砂箱模式”开展相关业务的

试点，日本主要是鼓励银行投

资证券公司进行相应的发展。

目前主要经济体金融科技和监

管科技的大概情况，就是这个

表。从去年所调研来讲，其实

我们去了很多部委进行调研。

现在相关部委一般在云计算、

大数据方面应用得比较多一

些。

行业监管科技我们经历

了一个阶段，现在在采用传统

数据的分析公司向数据的深度

挖掘方面这方面在进行发展。

具体来讲，以证监会职责为导

向，充分发挥全系统的力量，

利用外脑、边建边用。现在我

们是科技3.0，我们经历了一个

从科技1.0到科技3.0这样一个

发展阶段。1.0是最开始的电子

化和单机处理这种模式，2.0是

网络化、体系化的处理，3.0是

智能化、拟人化这样一个监管

系统。

科技1.0主要是起到了科

技保障的作用、电子化办公，

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应

办公系统、数据采集系统，但

是它主要是孤岛式的，数据没

有打通。所以我们从2013年开

始，我们就在做监管科技2.0的

工作，2.0的工作，我们建立了

统一的中央监控平台，把所有

证监会内部各部门系统重新部

署整合在一个平台上，这个平

台首先是底层的数据要打通。

为什么刚才前面讲了数据

治理，实际上也是因为开始建

立中央键控监控平台的时候发

现必须搞治理，否则各个平台

之间没办法打通。到现在还在

建设，有几十个系统，现在的

建设完成了2/3。数据打通、

平台打通以后，大家报送通过

政联网报送，所有数据都走行

业专网（政联网），报送以后

进行相关的数据清洗、数据处

理。

3.0的工作，实际上我们

是通过数据挖掘工程方法，包

括主题工程、特征工程、数据

工程、算法工程和评价工程，

通过积极学习、深度学习制成

图谱和流程映射的方式把我们

的数据有效利用起来，从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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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些相关的线索。这个工作

现在正在开展，这个工作也不

光是证监会、信息中心自己在

做，我们是提出方法论，提出

一些指导思想，市场的核心机

构都要积极参与其中。

因为不光是证监会这一块

相应的监管，我们这一块主要

是包括稽查以及对上市公司相

应的检查要多一些。从交易所

来讲一线监管，包括市场违法

违规操作、内幕交易、操作市

场，市场会把所有数据统一到

一块，各个市场的数据集中在

一起，能够发现更多的有效线

索。科技3.0要从这7个方面来

达到一些目标：行政审批、市

场宏观运行分析和风险监测、

市场微观审慎监管和市场风险

的评估、能够有效识别非法

证券期货交易行为、能够对舆

情、信息进行有效的监控和风

险评估、能够及时发现市场异

常的交易行为并进行有效的处

置、促进中介机构勤勉尽责、

保护投资者利益。

总体来讲我们是积极倡导

的，倡导大家利用现代科技能

够正面、有效积极的来做到，

一是降低市场成本，提

高市场效率，有效保护投资者

的利益，正面我们是积极倡导

的，

同时我们也是坚决防范，

也提醒金融机构在科技创新的

同时，一定要防范一些不法机

构利用新的技术开展违法违规

活动。

因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这些年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

在技术越来越发展的同时，实

际上防范起来越来越困难。大

家现在都知道，我们手机的个

人信息现在很容易泄露，手机

上每天免费下载这些APP，但

是不知道后台怎么在用，不知

道它怎么在搜集和处理。这些

个人的隐私汇集到一起，或者

是市场交易的数据，如果大量

的集中到一起，那就会对市场

和整个国家金融安全产生相当

的风险，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

防范的，也是我们强调数据安

全的重要性。

【刘铁斌】：所以希望大

家在未来科技创新中，要不断

发展金融科技，也要更要注重

合规科技的建设。包括你们自

己对你们客户，是否能够穿透

式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大家有效控制了风险，才

能更好的保障市场的平稳运

行、平稳发展。

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主持人】：特别感谢

刘主任，作了一个非常全面、

具体和有很强指导性的演讲。

他从行业的数据治理、金融机

构和监管科技几个方向给我们

作了阐述，总体也告诫我们，

我们一定是积极拥抱金融科技

的，但同时也要防范风险，特

别注重合规科技的发展，非常

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意义，对于

我们未来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和

发展。

接下来我们邀请演讲的

是建信金融科技的总裁雷鸣先

生。建信金融科技是建设银

行设立从事金融科技的全资子

公司，是国有大行里面的第

一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好

奇，国有银行的金融科技子

公司怎么开展运作，并且在子

公司的定位里面，我们可以看

到要对外进行科技和进行的输

出，其实也是一个未来大的行

业平台的建设。

我们欢迎雷鸣先生为我们

作演讲，大家欢迎！

【雷鸣】：非常感谢，

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

大家交流这样一个过程。我

今天要报告的题目，大家看

到了“The… …South… …Face”，

大家知道有一个品牌叫“The…

South…Face”，我费了很长的

时间什么叫北庙（音译），后

来这个词叫“北坡”，在珠穆

朗玛峰的北面。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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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互联网金融从北坡开始

爬了，今天我要讲The…South…

Face，从金融、金融基金来

讲，大的银行从南坡怎么爬

这个坡，未来将会做些什么事

情。

四个方面。

【雷鸣】：大家知道技术

发展得非常迅速。我这两天真

受了一个刺激，大前天我到清

华学院一个教授聊天，跟人家

取经，告诉我学人工智能、学

AI研究生毕业，现在开出的薪

水是100万，我当时非常受刺

激，因为1995年我是学人工智

能的，当时毕业工资只有700

元。要命是什么？我进入建设

银行要告诉别人是学计算机，

不是学人工智能的，到今天人

工智能的学生高出我们好多倍

的工资，告诉什么？一个社会

的智能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

段。

电子经济大家耳熟能详，

不一一介绍了。主要想说的

是这些技术其实意味着几大

变化。第一件事情，大家要

知道，每一个手上都持有一个

200G左右的硬盘，这跟几十

年前完全不一样。现在通讯能

力，在4G、5G的情况下，为

我们分步式的运算和分步式的

操作提供了可能。为什么今天

觉得很方便？原因是手里有一

个200G的勇攀，有一个CPU

等，相当于随时有一个PC机。

我出差的同事，坐在办公室现

在用笔记本的机会在下降。因

为手上有一个硬盘和显示器就

可以自己处理了。

这些年来，其实主要的变

化，这些变化是5大技术、6大

技术是同时成熟的，因此我们

觉得它未来会发生很多革命性

的变化，但是真正的东西，我

们硬件的能力、传输的能力、

存储的能力、处理的能力大幅

度提高。在1998年就做过研

究，1998年的研究我们看过这

件事情，其实仔细看思路上和

方法论上没有革命性的变化，

革命性的变化在哪里？存储数

据、处理数据的能力发生了革

命性的变化。就像要画一幅沙

画，如果只有一把沙子很难画

的，所以要进行数据的清洗、

数据的摘取和数据的处理，特

别是数据的录入在1998年非

常困难，等到今天数据被自动

记录的时候，发现我说的“沙

子”很多，很轻松画一幅沙画

出来，这是变革的所在。

这几大技术，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同时

成熟，区块链未来会整个信用

管理的机制发生革命性的变

化，如果它成功的话。现在我

们很多理由都在强调。这些技

术对于我们银行，对于我们南

坡来讲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多

的变化。

借助新的技术，我们的智

慧柜员机，原来大家去开户，

都要要跟人交流，要填很多的

报表，要跟对方介绍很多东

西。今天我们的智慧柜员机一

次性就处理掉了，每天单笔开

户业务从5分钟变成了2分钟，

我们投放的柜员机，每天节省

了整个人力在3万左右。

【雷鸣】：这是我们科

技带来的整个组织方式的变

化。这个地方专门给大家介绍

一下，我刚刚进入建设银行的

时候是在网点里面做对公的接

柜，大家不太了解银行，不知

道这是什么？对公接柜企业拿

了一张支票过来，你把这个拿

回来，要不要进帐？我们折一

个角，看折的角和中间的边缘

是不是完全匹配的，看这个印

章，这个在银行叫折角验印。

其实就像把一张美元撕成两

半，对上就是真的，对不上就

是假的。

这个风险很高，我印象很

深，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同志，

说小年轻眼睛好，我眼睛花

了，看是不是对得起？今天我

们的产生了革命化的变化，什

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左边

这个图，我们围绕整个柜面处



377

数博会专题

理系统，原来的东西在柜面里

面一层层的出来验核，等到今

天，我们把一张单子交进去的

时候，这张单子在摄象头里面

一扫，扫出来的图象就已经传

到了在武汉的集中处理中心。

武汉的集中处理中心跟印章进

行机器对比以后再传回来，客

户再办剩余的手续。

比较吃惊是什么？客户

立等的时候，站在这里等的时

候，10秒钟的时候已经完成

从你的网点到武汉处理中心，

几个处理中心若干次的变化，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拿走，

也就是说我们识别的精度更高

了，然后客户是无感无知的。

对前台柜面风险操作的要求是

下降的，他不需要再去判断这

件事情是不是有没有看花？我

们中心若干次碰到大家去识别

这个折角验印的时候错误，会

带来巨大的风险。

这就是我们整个过程，我

们全行37家分行15131家网点

全部推出了这个过程。现在去

看柜员做的事情，柜员更多说

我们有什么更多的服务，你有

什么难处，他操作都是后台在

集中处理。

【雷鸣】：整个集约化

平台，我们提升了立等业务的

处理效率，我们提升了整整1

倍，我们节约员工的工时是

93.4万，每年结合的宗本经济

效益是7.57亿元。因为科技的

变化、传输能力的变化、新的

理念的变化，让我们对原来的

业务，精度更高、风险更低，

同时处理起来完全的全国一盘

棋。

集约化生产，还有一种就

是众包的模式。由于通讯能力

的存在，由于云计算的存在，

云传输的存在，我们有非常多

的东西。一个业务往往是一种

交互式的业务，当你发现这项

业务要做的时候，发现要输一

些东西。为什么最早要求填一

个很长的开户表，要了解很多

东西，但是客户非常烦，说有

一些信息是我未来的信息，开

户不需要填，为什么要填？因

为当时交互不具备未来性，包

括客户本身经常会忘记第一个

户在建设银行哪一个网点开

的，你也会忘记。现在的技术

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多次交互能

力，轻易你找到我、我找到你

的能力，因此等你离开网点的

时候以众筹的方式或者众包的

方式帮助你。今天碰到一样东

西它的二维码是什么，你直接

扫描二维码传回来，我们会继

续帮你。

科技的变化给我们带来

了直击长尾的飞跃。大家知道

中小企业是一直获得服务难、

贷款难，其实不是建设银行、

大银行不愿意给他们贷款。大

家要知道做一次风险的判断，

就像个人一样，要把一笔钱

借给你的朋友，对这个朋友的

性格和人品是不是要好好判

断一下，因为笔数多了，发现

看走眼这个钱真的回不来。这

么多企业在的时候，我们没有

这个能力，我客户没有这个能

力一家一家判断的。但是金融

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好

处。我们发现接触这一块长尾

的能力，靠我们线上的数据分

析、线上的数据处理、线上的

发放贷款，就可以解决长尾当

中大部分问题，很多数据分析

能够发现长尾当中哪些是优质

客户，哪些是非优质客户。大

家看长尾的数量还是很大的，

它给我们未来做金融科技的发

现，给我们未来用机器辅助人

工来操作、服务中小企业提供

很大的可能。

【雷鸣】：小微快贷，快

贷和小微快贷，很多同仁都体

验过。这个地方告诉大家，不

仅仅是是快，7*24也好，3秒

也好，这就是在网上直接当场

申请、当场审批、当场到帐，

一共3秒三步。如果没有试过

可以试。要说的不仅仅是对

建设银行开过户的客户是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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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即使你今天没有到这里开

过户，我们也对你有授信。

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

一种能力。因为我已经根据各

种各样的数据，对全国大部分

客户做了授信预安排，这些数

据的分析已经提供了授信的

可能。及时今天不是建设银行

的，要到你这里来，你的授信

照样是很快的，当场批下来，

这都是科技带给我们的变化。

【雷鸣】：金融科技带来

的变化，下一步在要在金融科

技方面做一些实践和尝试。

建设银行提出三大占快，

一是金融科技，二是住房租

赁，三是普惠金融，这是符

合当前国家的整体战略。住

房租赁平台，我们蓝海在去年

9月份上线以后，在全国得到

了高度的响应，也符合我们国

家“租购并举”，跟非常多的

中介、开发商、客户直接签定

协议。到现在为止签约城市

是300个，签约企业中介1500

家，上线城市200个，发布房

源25万套，成交房源5万套，

在租房市场中把房屋提供者、

房屋租赁者、中介平台、资金

交易平台全部在一个平台上完

成。

相当于多个渠道可以进

入，然后各个参与方都可以通

过渠道进入，中间有住房租赁

的一个监测平台，租赁的监管

服务平台、政府平台、租赁共

享服务平台，这些东西全部在

一起。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一

样，这五个系统来自不同的地

方，我们全部集成在一起，而

且用最简单、最公用的方式链

接在一起，同时这些系统留下

来的所有数据，每天在运行所

有数据会沉淀下来，沉淀下来

作为政府和银行共享客户的行

为数据，为我们下一步去做

进一步分析提供保障。特别是

有了这些行为数据以后，我们

可能会为客户未来的贷款、客

户未来其他的信用行为提供保

障。

【雷鸣】：服务包括了第

三方服务、金融服务、快捷支

付等等，包括现在讲的自己的

融支付，包括包纳万邦的巨额

支付。

这是我们龙信商，对商

户的一个管理，跟大家讲一下

意思。它的组成和整个授信

的过程。跟大家说银行最主要

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是判

断客户风险指数的能力，我们

讲叫风险定价能力，这个能

力很重要。我借给这个客户1

块钱，他还给我1块钱的概率

有多少，这个东西是要计算出

来的，所以这个能力是很关键

的。他怎么产生的呢？首先有

数据采集，是我们自己所有

的。刚才刘主任讲到大型银行

几十年下来是一个天然的大数

据公司，确实我们所有数据都

在，甚至于这些数据是怎么产

生的记录都在，银行拥有非常

多的数据量。同时我们有工

商、税务等其他各个方面公开

数据以及行业里面的共享数

据。接下来是变量提炼数据准

备，在整个客户运动过程中，

他今天和谁来往了，和谁发生

交易，都会有。模型分类，进

行一个评分，同时包括非建行

客户，第三方的信息也可以加

进来，现在的技术也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保证几种不同的信

息，通过加“黑点”的方式聚

集在一起，然后相互不传染，

相互不泄露。

我们关于金融科技普惠金

融，小微企业的一个评分卡，

整个交易、人行征信等等，都

是通过机器自学习，完成履约

能力、信用状况、交易数据、

信用风险模型，全部在线上模

型，刚才跟大家讲长尾的客户

将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金融支

持。

普惠金融，这里面有很

多，普惠金融是我们非常大的

一个战略。里边有一个很重要

的事情，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

么呢？举例，东北的农民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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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种玉米，但是他非常痛苦

的一件事情，明年到底包多少

地是不知道的，因为不知道那

时候大豆跟玉米是什么价格。

怎么来解决呢？不知道大家有

没有去过东北，哈尔滨以北，

大片大片的，真的是黑土地，

非常适合农耕的地方。问题也

很大，一家人跟一家人要走好

长时间才能走到，所以是非常

难管理，非常分散，但是对自

己未来有作用。怎么解决这件

事情，这就是我们在普惠金融

要考虑的事情。大家有时候会

觉得，互联网的时候会说养一

只鸡的饲料从12块钱变成6分

钱，但是我们要解决这么一大

片，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这些分散的农户怎么确定明年

生产多少？对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们从两个角度降危。

大家知道要保证价格，

就是一个简单的期权产品就行

了，期权是什么？就是保险。

大家知道简单说期权就是保

险，给他加一个保险，明年的

价格不就定下来了吗？这是农

民比较容易理解的，思维上降

危，金融角度的降危。二是

递交角度降危，怎么递交呢？

只有通过电子手段、现代的科

技手段递交给他。现在是这样

的，和东北农垦集团做了一件

事情，给所有客户做大豆、玉

米明年的期权，这个期权是通

过自己的保险公司做一个保

险，政府也给予一定的补贴。

当然我们要讲实际，我可以不

收钱但是不能赔钱做，政府有

一定的补贴我们把这个保险送

给农户，农户就知道明年能够

种多少。所以在普惠金融的角

度来讲，科技提供了你在技术

角度递交层面降危的可能，金

融角度对自己金融知识、金融

实践来降危，否则长尾的小企

业、小客户很难理解这些先进

的东西。

【雷鸣】：我们六层的平

台分析，跟很多东西相适应，

六维应用、三大平台、一个核

心。

很多场景里面做到各种

各样的交易，通过大数据的整

合和分析，形成了一个个的

特权，形成对接，嵌入式的产

品。根据刚才那样一个东西，

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张图，大

家看像万花筒，其实每一个点

代表一个客户，每一条边代表

他一次交易，每一个节点代表

跟谁在联系，有可能是一个电

话号码，有可能是一个帐号，

也可能是一个身份证，这就是

用这个来分析他。

经过分析以后，发现客

户的时候，发现有的客户，相

信在座的人一定是这样子的，

把所有钱这个存在建行，这个

存在工商银行，来回来回的捣

腾，我们同事取了一个名字叫

“花心不二型客户”。同事分

析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代表什

么概念呢？它是一个生命往来

系统，而且是一个信用比较好

的人，否则这个一定会变化。

这是动态的变化，当它是动态

的话，一定会看出这个信用好

不好？这个沙画就是这样，一

层一层叠加起来，看到他的

动态，可以看到哪一块收益不

好，哪一块收益更加旺盛，这

些都是通过数据来的。这时候

就知道，有时候到银行去，安

心诚信做生意，你的信用会无

缘无故的扩大，但是你有其他

可能就会无缘无故的缩小。这

里面还有很多的分析，这是我

们传统从价值链角度来讲的东

西，今天变成了一个场景的分

析。

这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我

们讲人工智能的客服，我们现

在的ATM机就可以刷连，500

块钱以下直接刷脸就可以取钱

了，这就是新科技。我们推出

了住房租赁平台，原来银行是

客户和社会形成了场景，我们

必须做结算、做服务，现在我

们跟客户一起搭场景，包括做

的住房租赁平台、政务合作平

台，最近还推出了一个宗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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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要进行信息管理和资金服

务平台都在里面。

【雷鸣】：

蓝色梦想创造未来，讲第

三部分。

其实大家技术都耳熟能详

了，要说两件事情。

我们今天的社会能够发

现处处是冰山，但是处处都在

被新技术熔化，一定有一天一

夜之间会汇成大河，所以这个

突破也许就在最近，也许在一

两年内，反正应该是你看得见

的。比如20年前在干这个事

情肯定是看不见的，但是确实

有需要规范。25号欧洲出的

GDPR，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数据，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

些东西，就是数据之间。大家

觉得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是什

么呢？你其实不知道，一定有

一家公司知道你跟谁是夫妻。

他通过什么判断呢？你们两每

天晚上同时回到一个IP地址，

每天网上同时上网，同一个IP

地址以后不打电话，一定有联

系的，而且这些事情是不保密

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法制法

规，如果没有法制法规，不然

雪熔化得快我把你筛进去，一

定要光明，未来是光明的，但

是我们要合理的法律法规。

这是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这

是我们正在努力的，现在正在

路上。

【雷鸣】：最后，我们对

这件事情的看法。

大家知道一个人走1千

步其实不难，但是你让1千个

人同时走1步，其实挺难的。

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1千个人

很难走到一块，1千个人向左

转，一定有人向右转，一定是

这样。通过原来组织方式很难

解决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事

情，建设银行要面临是37万人

民同时走一步，用什么方式来

解决这个事情，这是我们要思

考的一个问题。

二是沙画是怎么画成的？

一个人去画一幅沙画，手里捏

一把沙子，很快会画出来。不

管画得好不好像不像，一定取

一个好听的名字。但是37万

人画一幅沙画怎么画？只有一

个办法，每个人手里拿一粒沙

子，坐标多少，什么颜色，放

完就走人，才能保证37万人画

一幅沙画才不乱。但是有另外

一个问题，不乱，排队的效率

很低，这时候用技术的手段解

决，叫云投放、云计算。今天

这个技术给了我们可能性，让

几十万、几亿人同时一起画一

幅沙画，所以这种技术和这种

理念一定会改变我们未来整个

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今天讲

的是人工智能，未来一定会讲

到组织智能，当你把传递信息

和组织队伍、组织“战役”的

方法全改变的时候，一定进入

一个新的时代。

比尔盖茨说了一段话，说

人们往往高估1年的变化，而

会低估10年将发生的变化。这

句话是他十几年前讲的，今天

这句话讲得还是有点保守，高

估1年的变化是有可能的，低

估10年的变化不对，3-5年的

变化就很快。

今 天 专 门 花 一 点

时 间 给 各 位 介 绍 一 下

The… …South… …Face，我们要去

爬这个山，但是不管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会共同努力协助跟

互联网公司。前面说的很多东

西都是跟互联网公司一起做

的，为了让我们金融公司能够

对金融业有更多的质变，能够

让生产工具的变化来改变我们

的生产力。只有我们掌握了新

的生产工具，用新的生产工具

来结构我们原来的生产和生

活，生产力才会提高，进而我

们会改变各种场景，改变各种

需要适应的关系。

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雷总，是非常生动，

但又非常深刻的一个演讲，我

相信听过这个讲述之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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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各位，一定会对银行的

科技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不像

现在想象这样子，雷总做了深

入的思考，对大家有很多的启

发。

接下来要讲的是一家创

意公司融汇金信的罗总，融汇

金信是一家人工智能和量化科

技在财经领域应用这样一家创

意公司，罗总本人在美国读完

计算机博士，并且在美国有很

多项目，开发语音搜索产品，

2018年获得了全美十大搜索语

音应用的奖项。所以他回国以

后，开发了很多产品，用在新

华社、新华证券的业务终端，

并且跟我们证券公司有很多业

务场景的合作，欢迎罗总给我

们做演讲。

【罗彤】：各位嘉宾，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融汇

金信的罗彤，我今天的题目是

“智能金融助手”，怎么通过

人工智能的手段来提高金融

服务业？我这里指的金融服务

是指非常狭义的金融服务，

就是指客户经理怎么把客户服

务好，而不包括办理等整个过

程。分三部分，

一是金融服务业与人工智

能的关键发展，

二是怎么通过金融服务助

手来破题服务业，

三是智能金融服务的未

来。

现在金融机构的服务主要

是以客户为中心来转移，这里

就涉及到很大的一个挑战。

第一是客户群体很大，一

个客户经理经常服务几百上千

个人，其实很难都把大家服务

到，最后的结果大部分人从来

没有被客户经理服务。

第二个问题现在客户问的

问题很多。比如以投资为例，

今天可以了解新能源是怎么

样，明天想了解医药的上下游

怎么样，这种广度和深度都是

客户经理很难完成的。

第三客户存在个性化的

问题，每个人的问题和方法都

不一样。第四是刚才演讲嘉宾

讲过的，现在其实金融机构和

客户是处在一个多触点的过

程中，用户可能在营业网点接

触，有可能设备接触，有可

能电话接触，所以涉及到服务

方法，从多触点进行理解和服

务。

【罗彤】：人工智能的发

展跟金融服务最相关的几个方

面：一是机器学习发展，二是

从知识获取领域，从搜索到对

话，三是自然源处理，包括很

大程度是工程化的前进，四是

多模态的分析交互，通过语音

和文字完成交互。

现 在 人 工 智 能 的 热 潮

爆发，大家听到很多热点信

息爆发信息，其实主要来源

人工智能的一点就是机器学

习，特别是深度学习，它的发

展带动了整个现在业界的发

展。当然不可否认，必须提

供大量的标准数据，这是一个

Neural… …Nets，还有一些硬件

软件的发展，这些构成了最近

听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其他发

展并不是特别的迅速。

我们要做好服务，很大

的一个领域就是知识获取，怎

么通过手段获取知识，服务自

己的客户。业界发展迅速，过

去90年代末期到相当长的时

间，人们获取知识主要靠关健

词的搜索。大概2006、2007

年的时候有一个热潮叫语义搜

索，通过文本挖掘增强搜索，

提供很多关联搜索，有很多代

表企业，比如说Powerset、

Hakia、Uptake，2015年有一

个知识图谱，直接通过这个回

答。最近知识设备的发展，不

愿意做搜索给我一堆列表，最

后问一个问题直接回答，特

别是2016年谷歌的Asistant、

微软的Crotana和苹果的Siri，

2016一个最大的理解就是苹果

发布的一个SquAD…，这是知识

获取方面的一个进展。

【罗彤】：从我自己从事

过的NLP或者文本分析方面，



382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它在AI的产品化怎么应对。

200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主要从

事语义搜索，用文本挖掘旅游

领域关键的东西。当时研发的

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主要是有

大批旅游达人提供一些内容支

持，我们写了很多的规则，同

时辅助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

单的机器学习模型，但是也是

有点麻烦，因为那时候数据量

太大，我们必须重新手所有优

化程序研发完。

整个大概用了不到一年的

时间，从刚开始到能够使用。

2008年这个评为国际10个比较

有名的搜索引擎。

2011年我参与另外一个

项目，做了全财经领域的一个

知识图谱。难点是不像一个领

域，一个领域用很多规则覆盖

很多知识，那时候跨领域的知

识信息很多，当时的方法大量

的堆人力，堆很多财经编辑、

行业专家，在这个基础上辅助

了机器学习的方法，我们使用

了一些大批人工特征和一系列

序列预测的方法，不需要重新

开发一套支持几百万、上千万

数据的运行的东西。这是从第

一次上线大概用了不到两年的

时间。

现在科技的发展和我们自

己的工程学经验，现在做一次

全领域的图谱，我们自动化构

建只需要4个月，只需要2个财

经编辑，使用深度学习和弱监

督学习，所谓艺术性的东西，

我们才能达到工程化的水平。

从第一次上线大概4个月的时

间，这是文本挖掘上、工程化

上给我们带来的前景。

简单举例，可以挖掘很多

信息，很多概念。像互联网金

融、军工、国企改革、PPP，

只要自然扫描过去，我们大概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知道这是

一个概念。和下面相关的价

格，比如说好蛋价，可能是养

殖，通过文本分析的技术，从

实体到关系都能快月产生。

【罗彤】：智能金融助手

赋能金融服务。结合人工智能

发展，完善金融服务升级的效

果。

第一是服务对手提供的服

务是对话式AI解决所有问题。

很难想到服务经理，有客户问

这个问题，A菜单下到B菜单完

成这个服务，最好的方法直接

告诉他是什么，不需要告诉他

是什么。

二是真正理解用户。理解

用户问的问题是什么，意图是

什么。

三是对深度的问题和广度

的问题需要靠自然语言处理、

文本挖掘和关键词的机器阅读

提高专业服务水平。

四是个性化主动服务。

通过鲜活的数据来进行主动的

服务，而不是被动等着用户来

问。比如用户有紧急事件的时

候，前面排20个人，最好告诉

他现在发生这个事情，现在应

该怎么做。这是对智能金融服

务助手来完成这个想法。

能力圈有几项呢？

一是百问百答机器人，

二是个性化实时服务，来

自用户行为的数据，线上线下

进行实时服务和主动服务。

三是多模态主动服务，不

应该像过去机器人一样在一定

范围内进行服务，而且完全通

过语音和电话这样的服务。

四是智能研报和知识图

谱。现在很多信息是碎片化，

要把信息推送给客户的时候，

客户要连续问A点是怎么回

事，A点的上游是怎么回事，

这是很困难的文化，要有一个

方法把所有碎片化的知识连接

起来形成一个简报。

五是量化分析。人们做很

多决策的时候，需要对历史数

据做回顾来做决策和分析。牵

涉的内容很多，今天不是我谈

话的主题，说到决策就涉及强

化学习的内容，涉及到面对不

确定性的高噪音数据的内容，

跟之前的东西有一定的差距。

【罗彤】：我们百问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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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机器人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和

功能：个性化、实时服务，怎

么通过不同的事件，实时完成

你的服务。我们想给大家看一

个基础例子，智能服务直接嵌

入APP，我们例子是语音的服

务，用户问一些语音，机器人

来回答你。

这是一系列基础性的问

题，首先回答基础性的问题，

用户可能会问到的。我们能覆

盖用户所需要操作的，通过自

然语音或者声音就能够把它全

部完成，辅助是交易数据。

深度的挖掘信息，过去

说信息的关联，都是人工写好

的，比如这个概念就是这个股

票，这个其实信息变化很大，

而且维护起来速度都是很困难

的。

这是一个知识初步和初步

关联，我们生成了信息知识和

所关联的信息化组合。我们希

望通过很多自动挖掘的方法，

能够把给定任何事物和关联的

标的关联起来，而不是使用我

们事先设定好的模式。

上面是量化分析，下面

是一些关键文本分析的结果，

把这个分析提供给投资者做决

策。

实际上个性化就是通过

客户中签以后，跟你推什么信

息。如果新股交易完成以后，

过了几天已经开了，是不是可

以考虑交易，通过这种方法把

主动交易放在里面。

有很大的场景，客户经理

要通过电话的方式给用户进行

服务的。所以实际上，这里面

很多的东西，可以通过智能服

务机器人或者智能金融助手的

方法完成这个服务。现在录制

智能服务助手打电话出去的场

景。左边是智能服务，后面是

一个真人。

（场景一演示）这是比较

复杂的情景，除了单程的问好

以后，实际上涉及到用户对行

业的分析、个股的分析、经营

的分析，就像之前所有东西都

综合在一起，就完成了这个对

话。

第二个场景，我们经常打

电话新股中签了，这个我们可

以通过相对简单的业务通过场

景来进行完成。

（场景二演示）这是一个

多模态语音通过电话方式完成

交易的，可以大量客户机构做

电话的呼出，通知一些特别简

单的业务。

智能金融助手的成效还是

比较显著的，可能人工介绍节

约99%，过去每月需要3万个

现在下降到300个人工客服处

理问题。另外基本上只有1个

人值班安排，节约了75%的值

班人员。另外用户活跃度比过

去提高了大概5倍，这是现在

智能金融助手的一个方面。

当人们产品的知识把多个

碎片化的关联起来的时候怎么

做？我们现在就查一些氯碱，

属于什么工业，上面表述了氯

碱什么回事，中游是什么行

业，化工行业、电池、专用设

备，下面是竞争格局，到最后

关联所有上市公司的业务，通

过一个方法来串联起来，这样

不用挨点查询。

【罗彤】：智能服务的未

来。

一是基于多场景、多模态

（语音、文字）的用户理解与

服务，各个点和人们使用的时

候，达到目前目标和状态的理

解。考虑多种语音方式和电话

端等进行整体交互。

二是服务机器人通过图

灵测试。刚才我们这些场景局

限在一个领域里面，大家觉得

是不是人要去做一些判断，在

广义里面，人们跟你聊天多

了，觉得你还是一个机器人。

特别是在一些区域领域和垂直

领域，通过图灵测试，这样会

带来一个很大的服务感受的提

升。其实大部分是端到端的模

型，其实不真正理解你问了什

么，不真正理解你答了什么。

三是在机器阅读中引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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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分析，打破理解的黑箱，真

正识别完成机器的阅读，阅读

很好的信息以后来回答客户关

注的问题。

我们就是想帮助提供金融

场景服务升级，如果有什么金

融场景服务上的问题，欢迎跟

我们交流。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罗总

精彩的演讲和演示。罗总这个

团队难能可贵，一是持续了很

多年（十来年）技术方面的积

累，二是对金融技术、应用场

景结合的精准把握。刚才智能

问答机器人、智能助手以及智

能研报，其实都是跟我们证券

行业痛点和业务的结合。融汇

金信和我们华创证券是很紧密

的伙伴，一些功能在华创证券

上线和得到运行，大家可以扫

描华创二维码来体验刚才罗总

演示的功能。谢谢罗总。

接下来进行演讲的是文

因互联的鲍捷鲍总。鲍捷总在

海外留学，是人工智能方面的

专家，也在很多知名公司工作

过。他回国以后创办了文因互

联公司，致力于探索，应用人

工智能解决金融数据分析的问

题。我们有请鲍总为我们作演

讲。

【鲍捷】：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嘉宾

今天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是代

表技术界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因为过去20年间都在做人工智

能的研究，在金融方面只做了

三年，是一个门外汉。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智能

金融系统的构建”。

我回国之后大家问我是不

是做互联网金融的？从最近一

年半的时间更多的谈人工智能

和智能金融，这两者之间有关

系的，我称为Fintech的上半场

和下半场，上半场更多解决互

联网金融的问题，就是触达的

问题，很多在线下，没有互联

网改造过，现在把保险包括支

付放到线上了，创造了巨大的

市场。从2012年以后慢慢进入

了下半场，重构。因为上半场

的触达更多是传统业务的扩张

以及提效，下半场的重构，不

仅仅是对传统业务进行扩张，

甚至是对很多原来不存在的一

些产品，一些不存在的业务，

我们突然发现它已经可以开始

做了。我特别赞成雷鸣雷总刚

才说的一句话，我们非常容易

高估技术的短期价值，低估技

术的长期价值，在人工智能方

面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件事情。

智能金融发展到今天，也

是依托于我们金融业过去20

多年在IT方面不懈的努力，分

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

息化，如何解决从线下到线上

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大数据

化，如何解决从割裂的数据到

融合数据的问题。刚才刘铁斌

总也提到了在证券业的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自动化；第四个

阶段是智能化。第三和第四阶

段是智能金融包含的方式，自

动化就是从繁琐到简单，智能

化是画龙到点睛。

举一个例子，上海市有

一个禁鸣政策，这个政策一直

没有被执行。这是从新民晚报

上截图，为什么很少处罚呢？

因为这是很困难，两年前上海

市政府开始探索，最近上了一

种系统，就是声纳禁鸣的检测

系统。这个技术其实以前用在

战场找阻击手的，但是现在可

以用在民用方面，只要汽车按

了喇叭，马上就可以找到。据

称，是在上线三天之内通过罚

款收回了巨额的投资。

【鲍捷】：我们想一想，

金融市场是不是也可以布满

“声纳”和“摄象头”呢？

现在金融市场上的文档非常

多了，浩如烟海。作听做了统

计，A股公司公告有42万份，

第三板公司公告53万份，研报

26万份，其他不计其数了，

所有都用人工来读没有办法做

到。我们之前和一些监管机构

进行了合作，一般监管机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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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处理这些文献的人，一般就

几十个人不到100个人，用不

到100个人的人力处理几十万

份的文档，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事情。

这个局面跟上海市的禁

鸣政策一样，浩如烟海的数据

使得目前人工没有办法来解

决了。用机器处理大量的数

据并不是现在才发展的，在

美国十几年前就有了，大家

耳熟能详的公司文艺复兴公

司，它的CEO……Rotert和现在的

CEO……Peter在业内他们还有其

他的身份，他们都是NLP的老

炮，他们发了一篇文章，在讲

机器翻译的参数估计，这篇文

章到目前为止有有将近5千的

引用，创办了文艺复兴公司。

另外一个报告里面说了，

比较一下美国上市公司的公

报，统计了一下在SEC下谁在

下载这些公告。发现一个比较

有趣的问题，极少数的公司处

理了大量的文件。平均而言，

每个客户每个月下4份报告，

这是中位数，平均数是672

份，意味着这个不公平的，意

味着绝大多数投资公司不怎么

投报告，这跟市场上的投保成

正比的。我们知道市场上绝大

部分投资公司回报非常低，只

有少数有比较好的回报。这么

大量的下载报告的行为，意味

着这种公司不是用人在读报

告，而是用机器在读报告。

【鲍捷】：金融这件事

情，在以前我们更多是用人的

知识，用人的经验在进行投

资，但是现在信息大量的聚集

和生产，这种模式恐怕不能

再继续下去，如何及时获取文

档、提炼核心信息、分析思

考判断，可能越来越由机器来

做。

核心是如何让机器读懂

相关信息？一个资深的分析

师、咨询师读报告没有问题，

问题是如何优秀高中生做这个

事情，甚至如可让机器来做这

个事情？这是不容易的。坦白

来讲，虽然人工智能在媒体上

炒得很火热，在应用中更多遇

到“人工智障”，如何进行利

用，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非

常多的算法来集成，这不是一

个有灵丹妙药的事情，有大量

的工程。这里面的核心技术，

就是如何来机器来读“懂”

这样一种技术。核心就是两大

块：一块是自然源处理，二是

知识图谱技术。

可能今天不是一个面向

技术的论坛，所以在具体的算

法上不再多说，简单从原理层

面上概述一下。机器来读报告

和人读报告非常不一样，比如

机器看到一幅画的时候，它看

到并不是这个画里面的内容，

我们人看到有物体、海滩、大

海、树，机器看到是一大堆象

素，要同像素里面进行语义点

处理，从图象处理的角度上来

讲。看报告是一样，比如年报

上看到一张PDF有一财报，是

一张表格，实际上机器看到的

PDF并不是报告本身，而是一

大堆面向打印机的打印指令，

那个打印指令几乎丢掉所有

语义信息，我们怎么样把它还

原过来呢？就需要非常多的技

术。在这里是让机器如何来读

懂报告的一个一般性的框架，

涉及到了语义的分析，涉及到

稳当结构的复原，涉及到里面

具体的识别和关健词的识别，

非常复杂，大概有几十种。

【鲍捷】：其实最难的

是里面这些的具体实践，“踩

坑”的过程，因为这里面有几

百个小地方要去做。比如说人

脸识别、各种关系的识别、公

司上下游的识别、人物关系的

识别、产业链的识别、亲属关

系的识别等等，在每一个具体

的领域会有具体的应用。比如

说审计、监管领域都会有相应

不同的问题要解决。每一个问

题的解决，都需要综合应用自

然源处理各种不同的方法，包

括深度学习的方法，包括规则

的方法，包括人机交互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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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以我们在实践当中引用

大量的方法综合，才能解决这

些问题。

文因互联现在最主要的工

作，围绕着如何把金融报告、

读懂金融报告以及自动化和智

能化来做。这里面有一个有趣

的研究，之前很多人工智能的

实践是围绕机器学习，比如风

控、营销来做的，我们面临一

个问题，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

是在机构化数据上来做的，所

以必须要有数据库和图谱，问

题在于这个数据库和图谱在

哪里来的？这就是“米”的问

题，一个结构要读懂，先把数

据库和图谱出来，然后再有自

动化和各种化。

围绕几个大的方向，一个

是监管自动化，二是审计自动

化，三是资管自动化，四是服

务自动化，五是投研智能化。

总的来说我们做的是假“摄象

头”和“声纳”。在不同的领

域，比如在自动化监管里面，

我们和及家公司做了一些尝

试，以前几十万份、上百万份

的公告都人工来读，来做摘

要，是否合规，是否披露，都

是由人工来做的。现在我们

做的尝试就是用机器来读，通

过两年的时间有了比较正面的

结果。甚至以后像开罚单的行

为，包括像监管机构反馈意

见，他们的底稿可能是机构来

做，而不仅仅是人工写出来。

同样工作可以放到审计

上，中国现在有23万个审计

师，审计有大量的时间，大概

有20%左右的时间花在非常

初步的报表，人工去做，再去

做复核的工作，非常繁琐，每

年有几万人的能力。现在我们

在探索自动化，也有了很好的

结果。尤其现在的证券市场，

包括审批市场发展特别快。比

如以前只需要做上市公司的审

计，现在一下子有新三板的审

计，还有美国各种海外公私要

回国来创业、回国来交易，包

括《会计师准则》和中外会计

师准则的综合，以前都是非常

薄弱的环节，如果我们靠人力

增长来做可能是来不及的，恐

怕我们需要借助机器来加速这

个过程。

在资管领域做了一些尝

试地跟券商做了一些尝试。以

前大量的工作都是人工来做，

容易犯错误，就是很可怕的事

情，现在可以把整个数据的

录入、检查和规则的匹配、预

警，都可以自动化或者半自动

化，极大解决了人力。

我刚才提到了三个方面，

还有很多领域，比如说银行、

税务都可以用到类似的方法来

进行自动化。

【鲍捷】：回到我们刚才

讲到的话题就是Fintech的下半

场，在我看来主要是一个重构

的过程。这里讲一下重构到底

是什么意思？按照我个人的理

解，智能金融跟传统的互联网

金融是非常不一样的，虽然从

技术上讲都是一种新的技术，

但是互联网金融是一种解决规

模的问题，而这种智能金融更

多的情况下是把很多东西拆了

切碎了重新组合起来的事情。

传统的这种金融服务业分

为几大类，分为工业、矿业、

手工业和大工业。前面两个先

不说了，因为时间有限，主要

说手工业和大工业。比如说传

统投研这个，非常依赖个人经

验的事情、个人的人脉，所以

非常像一种手工业的行为，但

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永远像这样

呢？中国现在不到5万个，券

商里面不到1万个分析师，是

不是扩展到10万人、20万个

人，才能满足我们不断增长的

业务需求呢？应该不是这样，

用技术提高这种能力，进入大

工业。大工业要做的，并不是

说比手工业更好、更精致的产

品。大工业很难做到这一点，

大工业用可复制的技术建立一

种协作，建立出有质量保证的

产品出来，这就是所谓智能金

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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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我们现在可能

还不完全预测到到底什么是什

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当所有机构之间数据的交换，

现在用扫描件了方式或者PDF

的方式，能够自动从企业、到

中介机构、到监管机构、到投

资者能够有非常快速的通道的

时候，现在人工做的很多工作

都可以机器监管自动化，审批

和信贷都可以都可以自动化，

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鲍捷】：当然这是非常

长的工作，它很难通过一个复

杂的系统一下做出来，可能有

一个发展阶段。现在这个阶段

还比较早期，现在整个市场的

投入量和人才都非常少，整个

人才市场大概不到几百人。现

在比较成熟的应该是在零件和

工具这个层面，整个工艺完整

系统阐述还没有完全到，可能

要花几年时间。要花一些时间

把基础的标准件提出来，如何

从复杂的文档当中把数据提取

出来，如何进行数据的分析。

比如说相信大家每个人都自己

的Excel表格，以后能不能形成

标准件呢？比如说财务标准，

为什么要好多人来学呢，机器

都可以做到。包括监管、审计

很多领域都有这样，大工业核

心其实就是标准件化。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鲍总，

技术出身，但是零件到工具工

业方面的发展，是一个学习借

鉴的过程。

其实陶董事长在致辞里面

也做了一些研究，华创在金融

科技方面的积累和积淀做了一

些介绍，提到我们有150人的

研究团队，有400人合作伙伴

的IT团队。智能金融有一个很

重要的项目就是智能图谱，大

家知道美国有一家公司，后来

被收购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机器来替代分析师们的工作，

这是一个方面。

二是我们日常投资的决

策，都是基于结构化的数据来

实施的，有了CPI、GDP等水

平，我们去判断债券的定价。

比如非结构化，比如舆情、一

些交易行为，如何影响投资，

这个领域一直是我们研究的一

个方向。

我们华创证券在这个方面

也进行了一个长足的探索，今

天接下来汇报是华创证券研究

所的首席金融工程分析师，也

是我们量化业务负责人陈杰，

他给我们做这方面的进展和汇

报。陈杰以前在石英万国（音

译）工作，是他们的首席分析

师，也是多年的新财富上榜分

析师的代表，到了华创以后，

致力于将传统的卖方转化为非

结构金融化投资以及机器代替

方面做了很多探索。

接下来掌声欢迎陈杰为我

们做汇报。

【陈杰】：大家好，我

是来自华创证券的陈杰。给大

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

的团队，包括做些什么样的事

情。

我之前做了专注量化投

研方面的研究，在2013年、

2014年在量化投研圈里面最

早尝试金融科技方面的东西，

我们专注于新闻和自然源的网

站，提供给国内100家的金融

机构，主要做投研支持。来到

华创以后，我们有这样一个网

站，目前在国内券商里面，如

果不是唯一，也是极少数结合

自己量化和网站的一个团队。

今天的介绍，我提两点：

一是金融科技这个范围

非常广，先把聚焦的主题集中

在跟投资和研究相关的投研领

域，其他领域今天不做涉及。

二是跟前面几位金融大拿

不一样，今天更是一个需求者

和问题解决者的身份在这里，

探讨是作为一个投研使用者或

者中间开发者，要选择什么样

的数据、选择什么样的帮助帮

我解决问题，关注的是这些问

题。

【陈杰】：金融科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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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源处理、知识图谱起到什

么作用？说三件事：

一是金融投研里面三条赛

道：分别称为智能投研、智能

策略，智能投顾。有什么区别

呢？智能投研，包括Kensho、

文音、通联等主要是帮助我

们的过程，把这个过程更加有

效。

二是智能策略，是国内主

要的一些券商、APP，包括像

Motif、金贝塔、券商的APP，

这种结果通常是建议或者交易

提示，我们称为智能策略。

三是智能投顾。在大银

行做得比较多，主要做法分为

两个功能：一是用户画像或者

是客户识别，它的后端主要是

解决资金投向的问题，制订它

的主要投向，和前面市场策略

不多的，智能策略是智能的投

资标的，比如一个股票，在智

能投顾是大量的配制，比如配

债、配股以及投资一些FOF的

产品，通过配置资金、配置私

募来实现。

这三类在国内都涌现一些

机构，比如说Kensho、文因、

通连，智能策略有Motif、金贝

塔，智能投顾有摩羯等。怎么

样把变成一个投资结果，或者

一个投资的策略。智能投顾是

投资画像，就是我们说说到不

同的策略。对客户不同，三条

赛道，比如智能投研更多对机

构客户，给我们这种有二次开

发能力的人进行二次开发，需

要一些接口。智能策略和智能

投研更多针对个人，下面简单

的应用场景不具体说了。

【陈杰】：比如说智能

策略方面，刚才几位嘉宾提

到了，比如新闻称为数据的

赋能。股票的解析和组合的

推荐，我们在很多PPT可以看

到，这是我们量化算法的功

能。刚刚说的智能研报也是这

样，50篇同样讲一个事情，怎

么把同样一个事情抽取出来，

称为脱水研报。

聊完了赛道，再看有什么

样的参赛选手，以及在我这个

角度看各位参赛选手的优势。

分了三类：

一是大的财经网、互联网

公司，包括科技创业公司，还

有我们的金融机构，每一块都

有自己特别核心的公司。比如

BAT拥有流量入口，有大量的

产品开发和用户体验的反馈数

据，非常了不起。

此外BAT有大量的客户行

为数据，同时计算资源，不是

一般的创新性公司可以给我们

匹配的，消费生态建设。科技

创业公司，比如罗总和鲍总介

绍的，在细分领域算法非常前

沿的领军人物，业务的灵活性

和激励机制。

我是华创，来自一家证

券公司，证券公司的优势在哪

里：

一是专家知识。刚才提到

150个人，知识来自于哪里？

初期阶段这120个人的队伍，

其实对任何一家机构来说都是

非常昂贵，也是非常需要积累

的一个工作。量化团队也是，

天天和数据打教导，有这样一

个跨界的团队。

二是业务需求，就是应用

场景，很多公司在形成应用场

景会有困难，比如在证券上有

业务场景。我十年前的同事，

慢慢分到做风控、信用、两融

类似的，有很多很多的，或

者做FOF，为什么它是一种能

力，一旦和证券公司某一种业

务结合在一起，就会贪生一个

新的结果出来，证券公司对业

务的需求就是应用场景，对应

用场景的需求不那么困难。

三是用户积累，无论是银

行还是什么，它的金融拓展不

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而是从

1到N的过程。

【陈杰】：

最终的投研需求。

非常简单，帮助在可承

担范围内获得更高的收益，这

张PPT和后面的PPT结合在一

起，应用场景。追求收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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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发生交易机会。

举例，刚才提到帮助我们

寻找一些概念板块或者热点的

挖掘，我们可以做到比分析师

更早实时了解到今天交易过程

中到底哪些受到欢迎。我们以

往投研的数据来源基本上是基

本面数据和交易数据，现在还

有哪些场景？比如说自然源处

理或者新闻处理以后，帮助我

们刻划现在市场的情绪。我们

对于交易所的高频数据分析以

后，我们可以自己算出它的资

金流指标，包括对分析师出具

报告的分析以后，可以得到专

业机构对市场的观点。以前的

维度是2个，现在可能是3个、

4个、5个、6个，判断依据越

来越丰富，这也是一个基本需

求。

投资逻辑。

分两种：一是我有一个想

法，新闻讨论更多的股票是不

是接下来值得我投资的股票？

这种投资逻辑，需要我们用金

融科技，包括用量化科技，用

一些量化算法去验证它，我们

称为寻找一种正确投资逻辑。

还有在我们华创自己的一

个网站，华创矿（音译）这个

网站上，我们有33篇海外经典

投资大师的方法拿量化的方式

进行实现，并且用中国的数据

进行验证、跟踪和调整，希望

把海外经典投资逻辑引进到中

国来，这也是量化科技在投研

方面的应用，我们称之为追求

收益。

在风险这一块，首先说

穿透，现在要求很多。风控越

管越严，从资金流向、资金

来源、资金的标的，现在都要

做穿透。做什么？比如知识

图谱，帮我们找到一家发债主

体，不仅是发债募集书里面

提到的子公司、分公司，相关

的，可能这家公司还有上市公

司，股票里面还会提到它的上

下游关联，会有股东的信息。

根据实施图谱出来以后，我们

对于投资者最终的来源和投向

会有一个明确的穿透。这个穿

透不仅来自这个，策略也可以

穿透。比如大量的银行有托

管，你在募集说明书上告诉我

你是用这种策略，到底是不是

真的用了，按你的说法给我的

承诺进行这样的投资呢？只要

托管银行有穿透数据、行情数

据，可以穿透去看这个行情是

不是真的？实时监控，知识图

谱给我们提供了监控上下游的

目标。新闻处理、帮助，包括

提供一些法院涉诉的问题，工

商的问题，知识图谱告诉我去

监控，自然源告诉我监控的结

果怎么样，可以给我们提供一

些监控的预警。关联关系，这

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扩散，

扩散当中逻辑的推导称之为关

联关系。

在我看来追求收益和控制

风险，一些核心的投研追求，

在看似简短的词里面，衍生出

来的应用场景非常多。

【陈杰】：数据来源，

有什么料。刚刚聊了赛道、选

手，现在看有什么料。标准化

的不说了，比如新开户的，比

如说沪港通，每日北上和南上

资金的数量，期货公司会告诉

多空持仓数量，公司基本面数

据、分析师的与其数据、金融

产品的标准化数据，任何一家

公募在年报和半年报的时候告

诉全部持仓股，称之为金融产

品的标准化水平，还有宏观和

行业数据，产能、价格、核心

的业绩监控指标，这是我们不

停在挖掘的。

更多的数据来源是来自于

文本。就像刚才鲍总所说的，

一年我们大概存了1亿条左右

的文本数据。常见的有公司公

告，从IPO开始，从开始的招

股说明书到年度财包、债券募

集说明书、业绩预告公告等。

分析师报告，我们还会有大量

的机构调研公告，大家不要忘

了分析师还有履历和获奖情

况。产品，基金募集公告、季/

半年/年度报告、基金经理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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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获奖情况。新闻，不说了。

后面还有工商与法务信息，能

告诉我工商基本信息、异常经

营和行政处罚信息、法律纠纷

公告、法院判决公告等，这些

都是我们现在用得比较多的数

据。

另类数据。这个不是特

别好拿，每项数据能够拿到多

少，有时候要看和机构之间的

合作。举例，第一类是用户行

为的数据，旁边括号里面是

国内已经发的大数据基金，比

如腾讯的嘉实腾讯自选股，

大成360，百度百发、南方大

数据、广发东财。还有一个时

控位置数据，后面会用一个例

子作介绍，这里不单独说了。

还有行业特殊数据，大家有时

候听说过拿卫星去照农产品产

地的产量，最终得出来就是一

种非标准化的产量或者库存数

据，包括航运上的GPS数据。

最后一块是图片、视频和音

频，怎么样把这些非标准化的

数据变成标准化的数据，存到

数据化方便使用，都称为另类

数据。

【陈杰】：提完了刚才

说完的几块以后，就看一个例

子，就是Quantamental时代，

这是一个延伸词，合在一起表

示非常火，是量化基本面，什

么意思？很关注基本面，出现

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基本面

的高频化应用。

表述一个例子，当时百度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事例。

左边这张图是2016年1

月-2016年10月之间国内新能

源汽车的销售商，在这个时间

里面被请求定位的次数。

右边这张图是2016年前三

季度电动车总销量情况，又过

了一两个月我们才看到公司年

报出了这样一个基本信息，江

淮、北汽、比亚迪，这是标准

面一个非常典型的报告，既快

而且准，而且在某些特定行业

有应用。我相信如果你做一个

新能源汽车的PE或者分析师，

一定会对这类数据非常感兴

趣，这是据的一个例子。

上面的场景穿插在里面

讲的，今天因为技术方面在技

术大拿面前不好说，简单说一

下。之前更多做数据统计，神

经网络，包括仿生算法、决

策树、分类器，以前用得比较

多，其他确实和自然原因处理

相关的专业算法。

【陈杰】：

接下来再介绍一下，尤其

在自然语言处理和智库上面的

应用场景和尝试。

我们做两个尝试。

第一个叫提供有价值的新

闻，怎么去理解它，不是这个

新闻多牛逼，而是这个新闻所

关联的各股特别重要。比如说

交易异常，把资金流异常的股

票代码找出来，然后像客户提

供这些股票背后的新闻，有没

有一些新闻帮助我们解释它，

我们称之为异动。还有新闻

的分析异动，有些新闻重复转

载，重复特别多，如果没有看

到，我推荐给你们看。分析师

的语言系统，标准化的说法，

可以称之为套话和行话，有的

时候不说这个化，使用特殊语

言的时候，我们怎么看。比如

说超预期上调等于类似的词，

一个研究报告出现这样词的时

候，把这样的分析师报告推荐

给你看。还有一些实践，比如

说定车、增发、股权激励，这

是第一块值得关注。

二是挖掘热点与概念。

刚刚几位说了我们都类似。比

如说石墨系，那天有747条命

中了，比如针状焦，只有351

条，右边只提到3条新闻，第

四列是相关系数，什么意思？

通过这个概念位置和平时的ID

找相关的东西，所有提到针状

焦都提到了这个。

下面是7月29日关于石墨

系的关联个股，这些是动态的

过程，可能过几天相关的个股

推荐就变了，这就是我们所说

的挖掘概念和热点，用自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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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推进的情况，现在我们已经

在推荐这些东西。图谱和专家

知识，我们分三层。

第一层，大家看到左边

这层图，更多依托华创研究所

专业分析师做的，靠人工的一

个过程，重点强调产业逻辑，

可能基础性并不强，但是很奇

怪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喜欢这

种样子的东西，这种样子的图

谱大家接受的程度比较高。对

于在一个图谱里面，在我们

网站里面我们展示了一张图，

红色是商业的公司，绿色或

者蓝色或者灰色部分是一个产

业节点。对于产业节点我们一

般会提供这样的东西，首先编

制指数，可能大家不理解这个

东西。现在雄安新区过去半年

具体走势是怎么样，很难告诉

我，拿不出来，我们现在编制

了将近2千条、3千条的指数，

把小的概念形成一个指数，方

便大家沟通。

二是形成基本面的统计数

据。

三是会把这个股票和概念

的所有相关新闻列出来。对于

个股提供交易信息、资金流、

交易量数据、新闻内容和分析

观点的总结。

【陈杰】：我们来看一

下这个是什么样子。大家看到

的是化工类的一个产业链的样

子，对于每一个点，红色对应

的箭头、对应的地方都可以

作为一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PTA，现在包含四支股

票，这是整个石油化工类的图

谱，非常强调是一个产业上的

逻辑。

第二层标准的图谱算法，

包括图谱的构建。左边这张图

可能大家看得不清楚，这张图

是一个产品，右边是产品生产

商的一个图谱。如果落实到生

产商里面，落实到任何一个生

产商或上市公司，我们这里除

了之前逻辑信息之外，增加了

新的信息，包括产品和产品的

数据，包括产能信息，股东和

高管的图谱，自然语言处理，

对所有做了一个区分，区分成

跟价格相关的新闻，跟财务

相关的新闻，跟法律相关的新

闻。同时在这里面加上了工商

信息和司法信息。

我们简单看一下。颜色

越深表示选的热点，表示这个

节点，以及节点下面新闻关注

的内容比较多。现在这个展示

在右键产能的走势，就是产品

的价格走势。这个是涤纶长司

产能分布的数据。往下推导的

框架接口在这里，包括上市公

司和非上市公司，如果是一家

上市公司的话，现在大家看到

是管理层的东西，主要股东，

这里是结合股东、工商信息，

包括上市公司，它的子公司和

管理层、参股公司、子公司的

一个图谱。接下来看到自然源

处理把分为经营风险、财务风

险，给了司法诉讼和工商变动

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刚刚这家公司，

以这家公司以节点，想看一下

这家公司涉及哪些产业，以及

这个产业背后还有哪些上市公

司？这是第二种图谱、产业

链。

第三种是非常简化的产

业链或者图谱，关注什么事情

呢？只关注交易信息，其他信

息通通不堪。这张图是新能源

汽车非常简单的事例，红绿色

表示涨跌，下面分为小的产业

链，每个小产业链又有细分的

产业链，我们称为新能源汽车

主产业链。现在主产业链大概

有200多个，支产业链有2000

多个，红色表示这个有涨跌幅

度。

【陈杰】：首先大家可以

看到，实时统计一段时间的涨

跌幅、一周的涨跌幅，这样大

家不用猜到底哪个在涨，就可

以看。点进去以后是新能源充

电板块里面，又包含，可能还

有两个子领域，包含17支股

票。所以它的信息内容非常简

单，只有一些跟专业相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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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太多图谱和其他图谱的提

取。

目标：丰富组件和文件框

架。

丰富组建什么意思呢？自

己感觉有些地方做了一部分，

做得不够细，组件不够丰富。

要把市场海量信息做进一步分

析，分析是重点，处理可以再

和其他机构进行合作，重点是

要做分析。另外一块要做专业

的需求和专业的解答。把量化

的专业知识贯彻到整个投研过

程当中。完善框架，数据框架

和算法框架今天就不说了，自

己会对照数据来源分析性够不

够。分析框架除了算法框架，

比如产业逻辑、投资方法、书

记统计、规则发现有没有问

题。另外一块是上面的决策框

架，虽然只有四个，但是是目

前投研最核心的部分，择时判

断市场的涨跌，行业和风格的

选择很多人会选，个股分析、

事件分析，把四块包含起来基

本上对市场量化的分析。

这一块来看一下舆情，

组建这一块我们做了哪些工

作。我们做了一些图，如果鼠

标点上去可以看到右边是一个

个股的执行图。提供一个万能

搜索，可以智能搜索。如果发

现搜索一支个股给提供一些趋

势信号、资金流、基本面的分

析、分析师的分析。如果是产

业链的结果，我们给你提供返

回的模块，如果什么都没有匹

配上，我会把相关新闻发给你

看。

【陈杰】：完善框架，

怎么样构建一个完整的投研体

系。我们首先做了一个市场监

控。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用量

化的方式把信息抽取出来。

比如说这里看到一家Hurst指

数，有标准描述紊乱的指数，

有一些实时文档。各个行业，

可以成为表述这个行业里面股

票趋向性变化的东西，刚才那

个是一个事件，经常出现的事

件有27个，每一个事件给出这

样一个分析结果。不同的测算

逻辑下面，这种事件，如果进

行事件投资，可能会得到不同

的情况，收益情况，日收益情

况、月度收益情况，接下来是

量化分析，包括行业、板块、

风格，最后会给出当前最新符

合这个实践的股票热点，这是

我们所说的实践研究这个模块

里面，我们也补上去了。

量化研究，恢复称为风格

投资，我们需要一些平台，大

家喜欢配估值还是成长，其实

属于因子投资。这里每天会提

供核心8大类，大概几十个因

子监控结果。

这些不多说了，这是非常

量化的一个内容，大家平常都

会来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们所

说的框架。把海外的一些投资

方式移植到中国来，进行中国

化的验证和跟踪。这里面大概

有37位大师，他跟踪下不同的

情况，会有一个策略的说明，

会告诉你我们怎么进行测算和

组合的。这是不同的风格的情

况，就是行业的情况，可以非

常随意去点左边，选择任何一

个大师，来看看他们的策略和

综合数据验证和效果。我们还

给了一个排名，根据今天或者

是过去一个月或者一年，找一

些大师来看，这也是我们建议

框架里面的一个部分，就是把

一些策略的引进。

【陈杰】：发展和挑战暂

时不说了，一定是发展前景很

美好，但是一定会有很多的挑

战。

问题一，我们提供的东

西有意义吗？我们提供的东西

很有用。前段时间这张图在朋

友圈很流行，南北方领导人会

谈，指数就下跌。有意义吗？

第一个问题是统计怎么说？这

个东西过统计检验没有？

一共三次事件或者两次

事件，这个过不过得去。我们

在做挖掘的时候，统计能否说

得过去，是我们自己内心非常

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如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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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的话，这种意义不大。现

在我们很多东西是用数据驱动

的，或者是数据挖掘，在逻辑

上怎么说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提供

一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缺乏逻

辑认可的东西，那么对于投资

者来说，对于客户来说，他接

受程度会非常困难。我们提供

的东西，逻辑上会不会说得清

楚。

三是“黑箱”怎么用？因

为金融公司给我们提供了黑箱

产品，算法不知道，中间过程

不知道，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有

情怀的金融机构，给我黑箱敢

不敢用。对于我们来说，提供

的东西对于客户来说有没有意

义。

另外一个有意义的东西我

们提供吗？

一是信息的价值在于保

密，一个有意义的在不断的传

达过程，它的作用有可能编制

恢复分散。找到一个非常好的

交易模式，是不是直接去交易

就算了，自己的开发者，扪心

自问看一下，都说有意义，

我们怎么去证明。我们每一个

做金融科技的人，或者做量

化的人，都说做出来的东西靠

谱，你怎么证明？如果没有新

风这样的东西，我们对被动投

资不会这么热忱。金融科技是

一个新的东西，没有这么多新

的东西告诉我们这么有效，怎

么去证明。地三是亲身经历的

事情，就是量化打分。以前给

网监做建议的时候，通过技术

面打一个分数，但是后来被否

了，因为后来我们遇到一个问

题，两支个股从长期来看，一

个8分，一个2分，8分好，2

分不好，但是有散户告诉我过

去2分比8分涨得多，我没法解

决。

金融科技在不同的领域，

针对客户做单独设计，这是很

重要的，否则很多东西没办法

用。一个量化打法，在这里面

可能没有办法用。

【陈杰】：问题二，投

研服务的路线之选，是做加法

还是做减少？到底提供原料做

加法，还是消化这个原料做减

法？二是投资决策辅助，给一

个更全面的东西，一个深度细

节的东西。

在制图谱展示方面，非常

烧脑的一部分，到底把所有图

谱都报给你，还是报一个非常

小的节点。我要知道这个投资

过程是正确的，更多给逻辑和

推导逻辑。这些路径都是没有

问题的，都是需要我们在做产

品开发的时候做一个选择。

今天介绍就这么多，谢谢

大家！

【主持人】：谢谢陈杰

的介绍。陶总介绍了智能投研

平台、智能助手、智能资管配

置等，我们在行业做了一些探

索和贡献。接下来回到创业公

司来演讲，可能我们的时间要

稍微控制一下了，已经非常晚

了。

接下来给我们演讲的是

青年才俊香侬科技创始人李纪

为，演讲的题目是AI在不同金

融细分领域的应用。李纪为用

了三年拿了计算机科学博士，

非常优秀，回来以后，很快在

这个领域创业，拿了红杉资本

的投资，欢迎李纪为为我们做

演讲。

【李纪为】：尊敬的各

位领导、老师，同事们，大家

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

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侬科技

在运营AI不同领域的应用。

首先，关于人工智能最近

5-10年的发展，不多说了，

从科研到组建的落地，从2010

年看见的语音上大幅度的进步

到2012年出现了用深度学习

来做图象，用2012年-2015

年从图象上人脸识别彻底击败

了人类，到2016年把这个用

到了自然语言理解、问答、机

器翻译，从英文到法文很多场

景下逐渐超过人类。当我们逐

渐走出这个实验室，走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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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我们看到了技术如何落

地。比如包括很多的智能机器

人，比如说智能助手，比如说

人脸识别，比如说无人车，都

是很大的进步。这些年我们逐

渐看到从技术开始不完善，到

一步一步的完善，最后再到落

地，从这些年他们的技术从逐

渐走出实验室，再到真正在我

们生活中为我们所用，让我们

的生活看到便利。

其实如果回顾人工智能的

历史很有意思。在1950几年

提出的时候，人们享受如何用

计算机去模拟大脑怎么运转，

如果大家看我们大脑是怎么运

转，最重要大概分为三块，这

也是之前像大多数心理学家和

认知科学家定义的。

第一个就是Cognition认

知。认知，靠人所有器官，有

眼睛、鼻子、舌头等，这是一

个认知的过程，对于外界认知

采集的一个总和，看见社会是

怎么样，包括听到的声音、看

到的知识，这是外界世界对我

们的输入。

二是人的大脑通过认知做

决策Decision，在金融里面把

所有认知变成两大块，就是刚

才演讲者聊到的，我们如何整

合这些不同方面的数据，把不

同来源的数据整合起来，看这

些数据，把他们用更容易的方

式，让我们人类去分析。所以

认知的过程就是刚才陈杰说的

智能投研，是对信息的整合，

第三个就是决策，应该买

什么、卖什么，直接关系到金

融市场的反应。当然在整个认

知和决策当中，有很多不同的

方式影响了认知决策，包括外

界的输入，包括刘主任提到了

监管。

【李纪为】：简要提最

近尝试落地的三个项目，分三

块。

一是尝试基于图象识别的

技术，对我们曾经得不到的信

息进行整合。这些信息，很多

时候我们在曾经没有办法得到

和分析的，这些信息会给我们

的投资，还是对于整个市场有

一个更完善的了解。

如果我们把区块链项目也

当做一个金融产品，一个区块

链项目代表一个组织、一个社

群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定期

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发公告，

我们如何用机器的手段对他们

的项目进行评级。

三是有不同的同学和老

师也提到，如何把来自不同来

源的数据整合到一起去了，让

用户更简单快捷的得到这个数

据。

【李纪为】：1，基于图

象识别的信息整合分析

曾经没有机器学的算法

当中，我们知道机器学的算法

和人工智能主要干两件事：一

是更轻易解决以前人工解决的

事，二是用这些办法解决曾

经不敢想或者根本想不到的事

情。

举例，最近我们尝试在

做的。比如说在“一带一路”

的背景下，我们非常想知道某

些国家，尤其是一些非洲国家

他们宏观经济学习，他们的

GDP、CPI，但是不同国家他

们的数据首先是不公开的，

很难查到某一个地区的宏观数

据，宏观数据缺失或者有些宏

观数据是不准确的，里面掺杂

了大量的造假。最近可以用卫

星云的手段，尤其是晚上灯火

亮不亮，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

标准去看这个国家的情况，可

以预测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指

数。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从

学术界把想法落实走出商业化

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在2016

发布的一篇文章，逐渐被应

用。

二是可以用卫星云图预

测不同农作物的产量。之前单

单产量就直接关系到价格和

不同的走势，比如期货看涨看

跌。现在不同的时间无人机对

农田进行航拍，通过不同时间

的照片，我们就可以把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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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这个算法当中，给一个明确

的解释。这种东西很多了，比

如说可以通过分析图象，去看

超市。比如沃尔马大卖场停车

场是满还是空，可以直接看到

它的整体运营情况。可以从人

脸识别的技术看超市人流的情

况。比如化工厂，可以看水泥

厂，可以看它的不同车型来来

回回的数量，这都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衡量某个公司经营状况

的数据。

这是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在之前所谓这些数据一直没有

办法得到，很难搜集，二是很

难有一个强有力的算法去分析

这些数据，让我们得到很有价

值的数据。也就是说我刚才讲

这个例子，人工智能给我们带

来了曾经没有办法得到或者想

要以及分析的一个数字。

【李纪为】：2.自动区块

链评级的一个问题

最近和斯坦福大学、人

民大学发的一篇学术文章，把

这篇学术文章落地，对区块

链评级的一个问题。大家看区

块链浩如烟海，其实里面的

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对于我们

外界，其实我们很难去看，

它逐渐开始像股票，里面有大

量的数据，但是又缺乏监管，

没有一个区块链项目发布。一

张白皮书，再进入一些社群，

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尝试做什么，我们主办方

是谁，我们项目进度怎么样。

但是由于缺乏监管，没有办法

去用曾经监管股票的方式，给

项目方是否诚实、在说假话，

以及消息如何传播，以及如何

告知大众，让大众知道，我们

缺少非常强有力的监管手段。

包括信息的披露情况，比如有

一个白皮书，白皮书隐藏大量

的信息，包括这个项目由谁主

持的，是供应链还是什么，比

如说红月的社区人数多少，每

次每年对大脑的更新有多少，

以及跟它相同的项目是什么样

的，社群找不到，都隐藏在一

些边边角角，人们通过去交一

些，有些连这个大脑都没有。

大多数的项目通过互联网、微

波、facebook发布区块链的信

息以及节奏和代码，就有点像

我们公司发布公告一样。如果

我们有一种自动识别的算法，

我们通过算法把这些信息，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抽取整合出

来，我知道发这些人是谁，有

多少人做这个项目，他们社群

有多大，这些链的主要人是

谁。比如假设一个人，在过去

一年有三个点。十有八九说明

这个链是假的，或者是忽悠人

的，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全部

整合到一起，推进一个算法当

中，可以通过这个项目进行评

级，这是我们最近这个公司的

工作。

这个项目是被不同国家的

十几种媒体进行报道，也给我

们不同的API，可以通过这个

包打开。

【李纪为】：3.全网金融

信息知识整合与问答

通过对全网数据的抓取，

刚才罗彤和老师都提到类似的

想法，不仅是年报，以及大量

科技公开的图象、音频、文字

数据，我们尝试着把它们整合

起来，以更简单、更快捷的方

式提供给投资者，更好的改变

现有的金融终端。现在包括汤

森路透，包括国内像万德等，

如果对一个金融的从业人员或

者投资者，需要哪方面信息

呢？其实信息是五花八门，而

且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的各个角

落。刚才提到的年报数据，公

司公告，只是冰山一角，如果

我们真正看这个数据的话，大

量的宏观信息，以及各部委，

像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包

括外管局、工信部、统计局、

国土资源部等大量的信息分散

的，以文档的方式存的。包

括不同行业信息，比如医药行

业，比如汽车行业，比如煤炭

行业。像汽车行业，就像汽车

工业协会新能源车政策/，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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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其实是散落在不同的角落

里的，我们需要一个人仔细阅

读这些信息，然后去跟踪这些

信息来源。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互联网，比如说不同应

用的DAU，以及人员活跃用

户的成长变化。再比如天猫商

城、京东，再比如刚才提到的

新闻事件。看娱乐方面，可能

就会关心像杨冥和刘恺威离婚

没有。再比如空气污染数据，

影响不同行业，再比如气象数

据。刚才陈总提到手机地理定

位数据等等，这些数据其实是

散落在世界上不同的角度，这

些数据的搜集、整理，还有把

他们从混乱的状态，变成我们

人为可用的状态，其实是很麻

烦的，很难的。如果有一个办

法，把他们这些数据整合到一

起，然后就自动化，我认为这

也是五年、十年或者更就，人

工智能在金融领域里面一个最

重要的应用。

【李纪为】：

当然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希望解决的各个产

业的问题。比如说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变化、GDP负增长的省

份、国家队前十大重仓股、供

给侧改革影响了哪些产能，比

如最近五年冬小麦产量变化，

比如商用住房变化等等。这些

数据我们是可以找到的，如果

我们知道从哪里找，有足够

的时间，花一天在网上可以找

到，这个过程很复杂，需要在

哪里找才能找到他们。

传统的终端，就像汤森路

透等，它会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的交互

模式是被动的，什么叫被动的

交互模式呢？就是说像传统的

金融终端会把所有信息放在那

里，让你去点，什么时候需要

对这个信息的搜索或者获取，

我们点就够了，什么时候点

是不够的，什么时候需要用交

互、语言的手段才行，大家可

以想一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

之前用新浪豪华Hao123这些

门户网站可以点的？所有信息

在网站上，在那里可以找到我

们想要的信息。像雅虎等门户

网站是点的重要指标，所有东

西都在那里，想要什么去找就

行了。什么是点不了的？比如

一个例子，比如说搜索，因为

搜索太多了，每天有上亿的文

档和消息，没有办法把这些东

西一个一个列出来让你去找和

点，东西太多了，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需要更主动的方式。

比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或者

说一句话，告诉你我可以给你

类似的信息，在逐渐交互的过

程中，我知道你是谁，你想要

什么样的信息。这是说的第一

点问题。

第二个问题，院士的信

息整合，它是在人工智能之前

是一个完全手工的，由人来

做的，但是这个弊端也非常明

显，我们东西变得越来越多，

人是很难跟得上的。再比如说

现在无论是A股，包括港务部

门，主要是繁体字，给我们人

为录入增加了麻烦。最重要的

一点，一般像正常的，提供的

是一种信息而不是知识，作为

投资者希望把这些信息进行更

多的整合和抽取。最简单的，

比如说想知道白酒公司三年

哪个扣非利润增速最快，这是

非常简单的信息。其实这些东

西，它只需要你计算机做一步

一步的处理就可以立刻给到，

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分析时间。

所以我认为在之后的数年间，

传统金融终端的衍生之后的五

年、十年会往之后的三个方向

走。首先被动的交互模式，纯

靠点击，变成主动交互模式。

尝试去问，想问可以问到，想

点可以点到，通过这个交互，

比如搜煤炭的价格，可以看能

源的研究者，比如说新能源汽

车的产销量，你应该是看汽车

行业。如果说推荐3支股票，

可能就是一个韭菜。所以通过

不同的问题，我会对你进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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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过交互得到用户画像。

【李纪为】：第二点最重

要，刚才很多老师都提到了。

这个信息的整合要实时快捷、

准确，那它的这个信息的自动

化整合来自不同的来源、不同

的更新，包括不同的语言，包

括美股、港股等等，需要把这

些东西更智能用人工智能的手

段，快速准确的呈现给用户。

第三种交互手段，提供

更重要的逻辑支持，通过一些

推断和推理，不是简单的知

识，通过推断和推理，更用户

更直观的输出，可以有更好的

信息。这是最近我们也在做的

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希望

有这样一个终端，有这样一个

东西。就是说你去在里面可以

提你想的问题，如果问到就给

你答案。比如这是一个最重要

的问题，你问GDP最高的省

市增速是哪些，可以立刻告诉

你，贵州省在全国整个是增速

最高、最快的，等等不同的问

题。

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谢

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纪

为的演讲，他的产品是很贴近

目前市场需求的产品，未来和

金融机构有更多合作互动的空

间。

接下来联合天成的吕雯，

讲的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行业

的应用探索，联合天成在区块

链方面很有研究的。掌声有请

吕雯。

【吕雯】：大家好，我是

吕雯，

我的演讲是区块链技术

在金融领域应用的探讨，先跟

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是

国内早期区块链科普著作的作

者，我2015年开始接触区块

链，2016年有幸参与编写第

一本国内区块链科普类书籍。

当时写完这个书，我的很多老

师和同学就知道这本书，其中

我一个同学在看央视早上财经

新闻的时候，就把新闻的图片

的截图给我。他说你看央视介

绍你的书，说“区域链”是什

么东西？我觉得是一个个体的

现象，非常小众的概念。后来

我们公司就招聘，小同学来面

试，面试完了之后20多分钟就

问我，这个“区域链公司到底

是做什么的？在2016年底的时

候区块链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概

念。

现在是什么状况，大家

可以看看关于数博会的论坛，

其实有5个以上的论坛专门介

绍和探讨区块链技术应用的。

4月份的时候介绍了30多位专

家，11位尝试在他们领域用区

块链技术，不完全是科技类技

术，包括能源汽车的制造，旅

游行业、区块链发展的快速的

对比。

接下来想探讨区块链技术

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分享主要

分成四部分：

社会、数字金融发展到这

个阶段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为什么可以用区

块链技术来解决；

现阶段各大机构在区块链

金融领域的应用方面做了哪些

尝试和探讨；

最后是区块链在金融领域

落地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吕雯】：一是数字金融

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是

三个问题，前三个问题可以归

结为一类，多主体参与。

比如要做资产证券化，

这里面涉及券商，第三方评级

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和其他机构，大家要协作

完成这样一项资产证券化的工

作，从发行前期到发起后的管

理，要持续进行发行的工作，

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方式，大家

建立一个工作群组，通过邮件

进行群发，存在操作风险和信

息共享的滞后。另外大家感

知比较明确，在供应链金融领

域。

因为金融是在这个场景发

生之后发生之后介入进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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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要海员当时情况发生的

真实性，这样进行很多事后的

进调，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和其他中介机构，后

续发生完才进入。

三是数字化水平低和真

实性突出。比如说金融，做的

大部分工作，不断还原交易

主体的真实性和交易介质的真

实性。现在频繁听到票据造

假案，这个主体问题频繁的曝

出。

前三个问题，可以通过一

个中介模式解决这个问题。如

果有一个中介帮我们何时这个

身份的真实性，交易标的的真

实性，以及多主体之间的信息

交互，这样的话，这三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但是中介模式的存在会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

是中介模式的存在，有一定的

交易成本，并且会存在隐私泄

露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小例

子，比如说银行卡帐户余额的

变动，会有一些中介的信息平

台发送余额变动的提醒，但实

际上我看过一个采访，这些微

信平台他们掌握我们银行帐户

信息的变动信息的全面程度和

准确程度，他们自己都不好意

思。我们每一张卡片有什么余

额变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

事情，他们都非常清楚。这里

面涉及隐私保护问题。另外就

是扩张性非常差。我有一个中

介平台，吸引大家在这上面做

业务。但是如果我想扩展一个

新的业务合作伙伴，他进来的

话，必须要接受现有的中介模

式，提供服务的方式、服务的

内容和服务的价格。

这是我们现在数字金融

发展遇到的问题。概括起来，

到现在为止，单个机构内部的

信息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有

OA、人工智能，但是当数据

和信息跨出我们主体这个门，

跨到外面去的时候，多主体之

间信息交互的真实性、及时

性、智能性、隐私性以及可扩

展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吕雯】：区块链的基

本介绍。区块链有什么技术特

点？

可以解决刚才提到数字金

融的发展遇到的问题。其实大

家看到区块链的概念已经非常

多了，通过这张图，想跟大家

分享的，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侧这个面。最左侧大的圆点

是代表原有的集中式模式下组

织的交易，这里面，其实大家

听到区块链去中介化、去中心

化是对区块链简单的表述。

大家想一想，这个中介在

里面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呢？我

们概括起来可能有5种。

一是交易主体身份的识

别，二是交易信息的匹配，三

是交易的组织，必须满足支撑

这五个功能，在区块链不同的

发展阶段，可能区块链技术的

成熟程度和生态的完善性，对

中介的五个职能替代是逐步进

行的。逐步实现中介化，这里

面就是一些底层支撑逻辑，

最核心就是数字化信任这种思

想，他来支撑建立这种信任的

机制。

建立信任的机制又是什么

呢？

首先通过对交易标的信

任。因为在区块链是列式结构

组织，可以知道交易标的的真

实性。

二是可以保证交易过程的

可信性，

三是可以保证交易结果记

录的真实性。区块链上积累足

够多的时候，进行数字身份的

塑造，我们就可以不断来验证

交易主体的真实性，从而达到

可信的交易。

这里面区块链在金融领域

的应用情况，我们可以简单过

一下，现在国家的政策。第一

区块链被列为十三五七大战略

性方向之一，第二和第三是国

家分别出台在2B和2C领域支

持使用区块链的一些政策。

【吕雯】：我们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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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领域里面有，其实区块

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可以分成

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监管层面

或者是合规层面，第二个层面

是金融机构资深的业务组织和

运维的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场

景金融层面。

因为我们联合天成有一个

自己的数据库的平台，会不断

及时积累国际、国外以及国内

一些区块链最新的政策和一些

大型机构组织，他们在最近一

段时间。比如说以州为单位，

一些区块链领域的实践和专

利，我们积累了很多素材。在

这边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区

块链在金融领域的一些应用情

况。比如说在监管领域，可能

主要是用在穿透式监管和多部

门协同监管这方面，对于被监

管来说，欧洲的一些银行在尝

试做降低监管合规成本，把监

管的一些条款写入智能条约，

让业务运行自动符合智能的条

件，自动检查、自动更正。

另一方面在金融机构的业

务组织和运营这一块，这体现

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是交易

后的轻结算和KYC认证。交易

后的轻结算比较有代表性澳大

利亚交易所基于区块链技术取

代现有轻结算的系统，这是全

球第一个主流金融机构，用区

块链技术来替代核心系统的验

证。

【吕雯】：第三、金融

领域的应用，供应链金融的场

景。

供应链也可以说是场景金

融，在消费过程当中把金融嵌

入进去，供应链金融或者实体

的B2B交易过程当中，还没有

进行很好的场景金融的服务。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四大银行

和其他的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

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供应链平

台，但是很少有企业会使用供

应链平台，在平台上登记自己

供应链的信息，需要融资的时

候去进行融资。很多工商业企

业认为，供应链信息是他们非

常私密的商业性信息，涉及到

交易对手、交易时间、交易价

格和主要的核心条款。

在不到融资的那一刻，

他们很难愿意把自己的信息进

行共享。所以说在以前的机制

下，供应链金融很难提前介入

到供应链的场景当中去，而区

块链技术的一些共享机制和私

密交易，恰好为供应链金融的

业务需求创造了比较好的技术

支撑手段。巴克莱银行或者世

界区块链联盟R3他们都在进行

区块链金融的业务尝试。我们

也联合了贵州本地做供应链不

错的企业进行落地的尝试和探

讨

【吕雯】：其实区块链在

金融领域的应用，主要是解决

跨机构和主体之间信息共享的

真实性、及时性、隐私性以及

开放性。最后一个问题分享一

下区块链的未来，结合我们在

数字金融、数字经济领域的一

些实践，我们认为未来区块链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可能存在以

下几种方式：

第一、采用区块链公司

提供的标准化服务产品，比如

数字合同、数据交易、存证服

务。这里提一下数字合同，我

们信息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但是我们跟客户签合同，大部

分都是采取纸质合同的形式，

就是说我这个公司要跟交易对

手签合同，必须把合同打印出

来盖好我的章，寄到合同签署

的对手方那里，盖章以后再反

馈回来。为什么信息化发展到

现在，合同还是要采取这种非

常原始的方式，如果有这种机

构来提供中介化的合同签署方

式，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因

为涉及到很多交易要素、隐私

性信息这块。区块链可以通过

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来提供原

来的技术无法实现的支撑和服

务。

定制化产品的开发，基于

原有的场景或者金融服务的需

求，把这个嵌入到区块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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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易组织。

再有，金融机构都有自己

比较强的技术团队，可以通过

区块链公司提供的底层平台在

上面做自己定制化的开发。

【吕雯】：意识。

大家现在对区块链就两种

比较极端，一个认为区块链什

么都可以做，另外一种对区块

链比较排斥，什么都可以做？

打个比方，大家认为区块链可

以解决数据真实性的问题，其

实它解决数据真实性的问题是

需要一个过程，只是你把数据

写到区块链上之后，如果写的

是一个假数据或者不真实的数

据，区块链通过一种激励约束

机制，来为这种不真实的行为

受到一种惩罚，从而引导你写

入准确、正确的数据。

再一个意识，大家认为

区块链去中介化，把中介完全

去掉，这种认识存在一定的偏

差，因为在区块链分布式的网

络中，依旧需要中介机构组织

来发挥组织。这种新的中介机

构组织来做什么？他们进行物

理身份的核验、交易的监督、

智能合约的编写，新的网络

里仍旧需要中介机构组织的存

在，只是提供服务的方式和内

容跟原来有所差异。

技术层面，又有四个小层

面的问题：

第一、区块链技术本身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更加成

熟和完善。联合天城现在已经

可以支撑100个节点的分布实

施，也为战略合作伙伴真正实

施分布式数字经济平台的讯提

供足够的支撑；

第二、区块链和现有的集

中式的系统不是完全替代的关

系，有一个相互补位的角色在

里面，现有的系统非常擅长处

理在机构内部信息的处理，但

是你的信息要跨出你这个机构

主体之外，区块链提供了比较

好的可信的信息交互机制；

第三、区块链要处理好跟

其他新兴技术的关系。比如说

AI，刚才高总提到了AI要有比

较好的“米”，但这个米要有

两个层面，第一、你的数据要

是真实的；第二、要有足够多

的数据进行AI功能的实现和发

挥。区块链可以保证你的数据

是真实的；第三、区块链可以

获取更多的数据，如果你完全

是基于集中式的数据库作为AI

的输入数据项，这里面每个机

构持有的数据都是有边界的，

而区块链建立了一种很好的数

据确权和交换机制，这就为AI

这种新的技术使用展开了更大

的想象空间。

第四，在技术领域，底层

技术和上层应用在区块链发展

初期，还是属于相互迭代的阶

段，我需要根据上层的应用不

断的优化和整合底层的基础架

构，同时底层的基础架构也为

上层应用的扩展提供了更好的

支撑。这里面有自己底层的区

块链公司，在初级阶段更有优

势一下。

人

因为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

应用，可能业务和技术本身还

存在一定的割裂，这时候既有

技术背景，又懂金融，或者懂

金融又稍微懂技术的复合型人

才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更大

的作用。

生态的构建

涉及监管，比如我们国家

要实施对金融科技新兴技术的

动态监管，也包括雷总提到的

1000个人同时迈一步很难，而

区块链分布式的特点可以让大

家主体上逐步的介入，业务内

容上也是可以逐步的从正开始

起步，到交易的组织、到复杂

交易的实现。

【吕雯】：联合天城作为

国内区块链领域的先行者，愿

意把区块链技术导入各类应用

场景，支撑数字经济，赋能数

字金融，谢谢！

【主持人】：谢谢吕博

士，这是我听到的最务实的关

于区块链的演讲，既没有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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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也注重和场景的结合和

落地，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理性

的精神来对待这个事情。

接下来是中国农业银行

贵州省分行杨春雷副行长给我

们做贵州农行关于金融科技助

力脱贫攻坚的实践与思考的演

讲。因为我们都是贵州本地的

金融机构，其实服务贵州大数

据、大扶贫和大生态的战略，

各自金融机构都做了很多的努

力，农行是其中的佼佼者。

【杨春雷】：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中午好！

我今天有这样一个金融

科技和智能金融的研讨让我们

相聚在这个论坛，刚才我听了

金融科技领域的专家给我们介

绍了智能金融和传统金融碰撞

融合最新的成果，我也很受启

发。结合贵州现在正在做大数

据，我们农行又在服务三农，

一个很新潮的很传统的行业在

贵州有什么新的应用，今天主

要是给大家汇报三个方面的应

用和三个方面的思考。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时

代下，农行也一直跟进新兴的

金融科技，和传统金融，在找

它们两个的融合点。我们可以

涉及到扶贫领域的的贷款，涉

及电商平台的惠农一通，我们

农行也一直在信息科技方面做

了很多的融合，对边界进行了

很多的脱虫。众所周知，贵州

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近三年

还有280万的脱贫人口需要脱

贫，应该说在这几年，我们农

行积极主动对接大扶贫、大生

态、大数据的战略。在贵州66

个贫困县，还有14个深度贫困

地区，我们把大数据，把互联

网技术和产品创新平台搭建，

把金融科技的手段转化为助力

脱贫攻坚的秘密武器。

我们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富

有成效的实践。

【杨春雷】：第一、基于

大数据来运用，产生了网络融

资+扶贫的模式。针对农户贷

款调查的办金贷，成本高，客

户信息收集流程比较烦琐，办

贷周期比较长的痛点，我们充

分挖掘内外部数据，多个纬度

进行比对分析，制定贷款客户

的白名单。我们也创新推出了

依托贵州扶贫云大数据平台上

产生的产品扶贫易贷。另外烟

草系统的烟农易贷，还有创新

推出了农行自己的客户数据库

惠农通的易贷，我们打造了一

系列网络资产包，形成了一系

列的惠农易贷的产品体系。

我们进入白名单的农户，

可以在手机银行申请贷款，实

现随借随用、随借随还，在全

省近百家支行都实现了投放，

目前建立的白名单农户有3.7万

户，目前已经有5152户农户，

和88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

过数据跑腿，便捷、快速的获

得了贷款，这个是在大数据上

面提取白名单支持三农。

第二、基于系统平台，

用网络电商+扶贫的模式。在

贵州五张名片，烟、酒、茶、

药、特色食品是贵州大力打造

的，农行大力扶贫的话怎么借

助五张名片帮助农户使产品

走向世界。在多年服务三农里

面，初步搭建了一个涉农的电

商平台，现在创新的就是说把

惠农易商（音）+产品交易市

场+产业链，提供了惠农易商

的交易服务平台，已经实现了

10个多亿的交易额度。在畅

通物流渠道方面进行了很多尝

试，我们已经与全国物联网+

物流的货车帮企业开展了作，

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系统和

货车帮系统实现了对接，在上

面也撮合了交易，为贫困地区

货运信息的不对称痛点提供了

很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还在贵州黔货出山方

面做了尝试，把当地特色的产

品，比如说茶叶、红米、蜂蜜

等特色产品放在农商的平台上

进行公开销售，并且上去之后

销量都是翻倍突破。

第三个应用、在互联网技

术上面，在网络支付+扶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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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很多尝试。贵州农行点多

面广，每个县都有分支机构，

所以完善农村网络金融渠道上

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现在

已经初步构建了农村支付结算

网络，我们布了1.7万个惠农

通的服务电，在全省1万多个

村进行布点，我们的农户在家

门口能够实现现金取款，在家

门口完成水、电、养老保险、

通讯的缴交。我们在黄平县，

我们农行定点帮扶的一个点，

打造了一个居然生活馆，在这

个生活馆里面农户的结算、缴

费、电上交易、物流中转、信

息咨询等综合服务都能在居然

生活馆里面得到体现，今年年

底我们把黄平县的142个行政

村全覆盖。我们还在大力推动

农村移动支付，积极拓展农村

线上结算渠道，现在开发推出

农户版APP，装上农户版APP

以后，可以在很多普惠金融上

极大的改善业务。

【杨春雷】：三个思考：

第一、我们继续在互联

网金融+扶贫上面继续做深做

细，除了刚才介绍的产品以

外，下一步在农村两权抵押上

面，一县一业，还有六盘水，

加强一带产品白名单的挖掘，

让更多贫困地区的群众能够共

享金融科技的成果。在电商和

金融方面，围绕贫困地区的产

业化产业，县域批发商和交易

市场的差异化需求，为贵州省

涉农电商扶贫方面贵州农行的

方案。在结算方面加快网络支

付结算的打造，不断打造新农

合、新农保和农村水电气缴费

应用的推广，然后再加强农家

电、小商店、农村医疗快速结

算的需要。

第二、用大数据在风险

防控上面做尝试。金融科技在

及时准确防控金融风险上面也

有很多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

数据在信用风险防控领域的

应用，通过对大数据的深度挖

掘，实现对客户风险的精准画

像，提高对客户风险的识别，

同时也集约内外部大数据的分

析，积极研发信贷风险模型，

提高对行业、产业和系统风险

预警的响应。

第三、继续在沟通合作上

加大力度。大数据的互融共通

是必然的趋势，目前贵州农行

正在和省扶贫办、人民银行和

贵州扶贫云接洽，希望下一步

在信息共享、风险分担等平台

上面加快信息共享，加快互联

网和大数据的相应融合，然后

把它应用到服务三农和脱贫攻

坚上来。

在此也向各位领导、来宾

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到贵州农

行指导，传道授业，帮助我们

农行在大数据扶贫、科技金融

结合扶贫上做出新的作为，做

出新的成就，谢谢大家！

【主持人】：特别感谢

非常精辟的论断，今天上午四

个多小时的讨论到这里就结

束了，特别感谢各位领导、嘉

宾，还有各位观众现场的参

与。再一次鼓掌、庆祝智能金

融发展论坛的成功，也希望大

家继续关注智能金融行业的发

展，谢谢大家！

来源：http: / /zb.gywb.

cn/29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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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信息通信大数据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实践高峰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7日…13:30--17:1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B

论坛简介：信息通信业是构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提供网络和信息服务，全面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行业。

信息通信大数据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实践高峰论坛在贵阳成功召开

5月27日下午，由中国通

信企业协会通信网络运营专业

委员会、中国大数据技术与应

用联盟共同主办，以色列成都

领事馆协办的信息通信大数据

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实践高峰论

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一楼宴会厅B举行。来自中以

两国的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齐

聚一堂，深入探讨新模式新业

态，为大数据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建言献策。

论坛由中国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联盟副理事长赵平生、以

色列成都领事馆黄婕、原中国

国际商会秘书长赵晓笛共同主

持；贵阳市副市长孙志明、中

国通信企业协会会长苗建华、

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华西南

商务处商务领事艾晔乐发表致

辞；中国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联

盟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谭

建荣，浪潮集团运营商事业本

部副总经理林巍，中国联通智

慧足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裁赵华，四川创意信息技术公

司副总裁张应福先后发表了主

题演讲。

谭建荣院士作了题为“工

业大数据特性与分析方法——

关键技术与发展局势”的主题

演讲。他指出工业大数据分为

需求大数据、产品大数据、制

造大数据、使用大数据四大类

型，贯穿于设计、制造、使

用、维修、回收各个环节。工

业大数据具有三大特点：一是

语义性，每个数据都附带了一

定程度的物理意义；二是时效

性，数据一旦时间过长就会失

效；三是异构性，数据结构复

杂，既有图象、图片、图形，

又有数据和函数。

林巍副总经理作了题为

“新运营商，赋能新一代数字

经济”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各

个行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注

重物联网数据的连接管理能

力、分析能力以及行业发展中

积淀能力的聚合。运营商面对

数字化经济时，要做好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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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支撑和数据赋能，服务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赵华副总裁作了题为“人

口大数据助力社会治理新突

破”的主题演讲。她指出通过

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

掘、及时研判与共享，大数据

技术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

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为

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机

遇。未来，基于大数据的科学

决策、精细管理、精准服务将

成为常态，将进一步推动社会

治理模式变革。

张应福副总裁作了题为

“赋能实体经济，打造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融合最佳实践”的

主旨演讲。他表示，依托“大

云物移智”技术，实现电网

采集网络状态智能感知与故障

自我修复，促进了智能量测

技术的发展，提升电网智能化

水平，为电力的“収输发配调

用”应用的开展提供准确可靠

的基础数据保障，夯实实体经

济发展基础。

此外，论坛还分环节、

分主题开展了圆桌会议。

“圆桌论坛一”中，以色列

Mobileye公司的缪凌寅、以

色列CheckPoint公司中国区

总经理SimonChen、以色列

IronSource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JamesRen、飞利信常务副总

裁高波、中国电信云计算首席

大数据分析师张宇中围绕“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挑战

与机遇”这一话题进行了讨

论。

“ 圆 桌 论 坛 二 ” 的 主

题是“大数据推动数字经济

产业发展要素”。以色列

ChromaWay公司亚太区总裁

邵天琳、以色列TapReaseon

公司中国业务发展总监骆雪

峰、以色列趣科公司销售总监

金怡、广州科微软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国祥、贵阳移动大数

据公司副总经理刘永红、中国

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

司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熊永恒

参加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意

见。

论坛的举办，有利于进一

步贯彻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

技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产

业发展，推进中以双方企业在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领域的技术、产品和

市场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来源：h t t p : / / w ww .

c a c e . o r g . c n / N E W S /

COUNT?a=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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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创新，洞见，第三届大数据与传媒产业峰会

时　　间：2018年5月28日…09:00--18: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A

论坛简介：探寻大数据实际应用之“术”，为促进传媒数据产业快速发展书写新篇章。

“创新，洞见，第三届大数据与传媒产业峰会”举行

5月28日，“创新，洞

见，第三届大数据与传媒产业

峰会——智媒体时代的大数据

应用”在贵阳举行。来自国内

外广播电视领域的专家和有线

电视运营商、大数据应用技术

企业的代表们聚集一堂，为传

媒行业、电视行业发展献言献

策。

论坛邀请了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科技委副主任杜百川、

阿根廷国家广播电视台长米

格尔·…安赫尔·…佩雷拉、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杜国柱、英特尔行

业技术顾问项铁牛、中央电视

台技术中心技术管理部主任梅

剑平、黑龙江广播电视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昕、爱奇

艺数据研究院院长葛承志、北

京电视台研究发展部主任秦新

春、央视网副总经理赵磊等十

余位嘉宾，就广电传媒产业与

大数据应用作主旨演讲。

会上，贵州广播电视台还

与阿根廷国家广播电视台签定

了广播影视合作协议，双方将

借助优质广播电视平台，宣传

推广本国优质旅游文化资源，

其中，贵州广播电视台同意将

反映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10

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山脉人脉

文脉》、12集贵州旅游文化专

题片《我在贵州等你》等品牌

电视节目在阿根廷国家广播电

视台传播；阿根廷国家广播电

视台同意将创作的内容在贵州

广播电视台传播。两台还将合

作生产内容，分别互派制作团

队并提供内容拍摄、经费保障

等方面的支持。此外，两台还

将设立贵州/阿根廷影视合作

项目小组，通过开展媒体传播

等方面的交流活动，提升双方

的数字化媒体融合传播专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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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数字经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云服务布局

时　　间：2018年5月27日…09:00--12: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1A

论坛简介：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凝聚共识、聚集资源、分享智慧、

贡献力量。

2018数博会聚焦云服务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数字经济：‘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云服务布局”主

题论坛27日上午亮相2018中国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来自

政府部门、国内外研究机构、

企业等各界人士集聚一堂，就

“如何实现‘一带一路’数字

化连接、云服务布局”这一主

题展开深入交流和讨论，并提

出多个前瞻性观点和务实建

议，受到与会嘉宾高度关注和

积极响应。…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副

总裁匡乐成代表主办方发言时

表示，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

今天，中国的新发展和“一带

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都离不

开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中国

经济信息社在“新华丝路云”

服务的基础上，迭代升级推出

“新华丝路全球路演云平台”

应用，针对中国企业“走出

去”、海外企业“走进来”在

实际沟通和交流中的痛点，提

供快速有效的沟通服务。

他说，今年下半年，新

华社将依托“一带一路”国家

级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新华丝

路”，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经济信息联盟，联盟成员包

括各国主要财经媒体机构、有

“一带一路”研究背景的智

库、咨询机构、信息服务商和

研究院所等，建立起为“一带

一路”提供各类经济信息服务

的专业化、高端化服务平台。

贵州省贵阳市政协副主

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白云

区委书记杨明晋向与会嘉宾介

绍了近年来贵阳市高新区作为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核心区取

得的成效，认为“新华丝路全

球路演云平台”应用平台，

将有利推动各类开发区、保税

区、自贸区的全球招商引资工

作和产业发展。

与会专家学者从云经济发

展趋势、云服务如何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云服务中的新

技术应用、云服务的市场拓展

以及县域经济的大数据发展模

式等多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如

何更好应用云服务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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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

代表、复旦大学上海市大数据

重点实验室主任朱扬勇认为，

数据产业具备第一产业的资源

性、第二产业的加工性和第三

产业的服务性，大数据在创造

新产业的同时，也在促进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然而，当前

大数据研究和应用面临数据和

人才不足、应用投资门槛高、

核心技术能力弱等门槛。数据

产业未来的竞争点在于深层数

据资源的开发技术，需要对数

据科学前瞻研究，对数据技术

持续创新以及对数据产业的大

力推动。

他认为，支持大数据产

业发展，一是需要公共平台来

降低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门槛；

二是要集中资金建设公共服务

平台，降低资金门槛，减少重

复投资；三是要聚集人才开展

技术攻关与服务，实现人才共

享、降低人才门槛。为此，建

设面向大数据高端应用问题

而设计的技术研发、转化和试

验，具备大规模、多类型数据

场景构建和大数据算法试验能

力的大数据试验场，将成为国

家大数据战略的支撑平台。

“云经济学”之父、企

业数字转型战略家乔·韦曼

（Joe…Weinman）认为，大

数据、云服务等核心技术未来

才是最重要的，在企业战略当

中，一些核心技术通过数字化

云优化，可在不同的领域和场

景应用。比如说火车的车头是

需要优化的，这样火车头可以

使用更少的燃料，更加绿色的

运行。而一系列大数据技术优

化，在新零售中表现为新数字

法则领域内的数字优化策略，

是企业从卓越的运营转向到卓

越信息的战略。

中电智云控股公司总裁张

岱认为，提供云服务需要高度

面向市场和客户的服务理念，

为客户提供能够平衡可用性、

安全性和成本效率的个性化、

定制化系统架构。…“云服务是

虚拟化、分步式、并行计算、

负载均衡、可管理性、按需计

算这样一个概念的组合。云是

一个高度面向市场和客户的技

术架构，也是高度面向市场和

客户的服务理念。用虚拟化

的手段来解决，把资源整合起

来，以产品化方式呈现在客户

面前，这是云服务和云计算未

来的发展问题。”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段军、POLYCOM

通讯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大

中华区总裁李金水、高德纳咨

询公司（Gartner…Group）研究

副总裁贝蒂娜·特拉齐-里安

（Bettina…Tratz-Ryan）等长

期从事云服务技术开发应用和

市场推广的行业专家以及山西

省临猗县委书记于鹏飞等地方

政府代表与会，从云服务技术

应用和推广层面，探讨了如何

运用云服务技术更好地服务于

“一带一路”建设。

论坛上还进行了“新华丝

路全球路演云平台”展示应用，

与会嘉宾实时与老挝万象、山西

长治的嘉宾连线，新华社中国经

济信息社驻美国纽约、澳大利亚

悉尼的记者也通过该平台向论坛

现场发来报道。

“新华丝路全球路演云

平台”应用是基于新华丝路云

和远程视频技术，将交互式视

频、远程会议、视频直播融为

一体，为园区和企业的招商推

介、项目路演、产品发布、培

训咨询、技术转让推介、海外

市场连线，提供视频通讯的协

同综合服务，将视频资源以直

播、录播等模式在新华丝路网

站进行常态或动态发布，实现

点对面、点对点，线上、线下

的OTO视频交互解决方案。

“数字经济：‘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云服务布局”主

题论坛由数博会组委会主办，

中国经济信息社、中电智云控

股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是本届

数博会主要论坛之一。

来源：中国发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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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大数据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5日…13:30--17:30

地　　点：贵阳大数据安全产业展示中心

论坛简介：促进我国大数据安全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有机的结合，提升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大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2018数博会“大数据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论坛成功召开

5月25日，由中国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组委会主办，中国信息安全

认证中心和贵阳国家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联合承办，中国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联

盟（筹）协办的“大数据与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论坛在

贵阳大数据安全产业示范区展

示中心举行。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总工程师薄昱民、贵阳

市副市长钟汰甬、中国工程院

院士沈昌祥、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光南、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

协调局处长张胜、中国信息安

全认证中心主任魏昊、德国

TüViT公司技术负责人Tobias…

Mielke、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

究中心原总工程师李京春等领

导和专家出席论坛并发言。来

自国内网络安全专家、学者、

企业代表共300余人参加论

坛。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薄昱民总工致词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薄昱民总工在致辞中表

示，大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

资源，也是国家新兴产业，世

界各国普遍重视利用大数据推

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

提升政治服务和监管。我国进

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大数据成

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重

塑国家竞争的新机遇。关键基

础信息设施是网络安全的重中

之重，其数据安全问题得到了

广泛关注，成为网络安全的焦

点。希望有关单位切实发挥认

证认可的基础性作用，打造网

络安全领域的认证认可服务平

台，引领和支撑大数据安全和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

贵阳市钟汰甬副市长致辞

钟汰甬副市长代表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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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对来自全国的大数据安全

从业者表示欢迎。他表示，

本次论坛对于促进我国大数

据安全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提升我

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安

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意

义，对研究我国数据安全技

术方案、管理体系、服务模

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贵阳

市打造公平、共享、创新型

中心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张

胜处长致辞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

调局张胜处长在致辞中结合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

话精神，提出三点意见：一是

要重视数据安全保护，特别是

个人信息保护，把它作为网络

安全工作的重要方面。二是要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深

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提高全

民网络安全意识，让人民群众

成为网络安全的参与者、应

用者、受益者。三是要提前部

署，做到防患于未然，推动形

成网络安全技术创新、产业发

展的良好生态，不断提升国家

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致辞

中国工程院沈昌祥院士作

了题为《以科学的网络安全观

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主

旨演讲。沈院士认为，网络安

全问题本质上源于人们对IT认

知逻辑的局限性。为了防御对

方攻击，必须从逻辑正确验证

理论、计算体系结构和计算工

程应用模式等方面进行科学技

术创新。中国的可信计算3.0技

术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应基

于可信计算3.0夯实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基础，基于等级保护

做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

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致辞

中 国 工 程 院 倪 光 南 院

士作了题为《大数据环境下

的自主可控和网络安全》的

主旨演讲。倪院士分析了中

兴事件对我们的启示：在引

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

想，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核

心技术、关键技术是国之重

器，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

掌握在自己手里，尽量减少

类似事件带来的损失。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

魏昊主任致辞

魏昊主任做了题为《建设

完善网络安全审查认证体系，

保障数据安全》的演讲，就构

建符合国家网络安全需求的审

查认证体系提出了思路。一是

着眼于目前我国数据安全典型

问题，如个人隐私保护、数据

跨境传输、数据安全管理、数

据交易等，研究制定标准规

范，开展认证。对于可能影响

国家安全的产品、服务和组

织，开展数据安全审查；二是

充分利用现有审查认证工作基

础，发挥现有信息安全管理体

系、信息安全服务资质、信息

安全产品认证的基础性作用，

在认证内容中加强对数据安全

的关注。三是充分考虑国外法

规数据保护法规对企业的影

响，探索通过国际互认框架满

足国外法规（如GDPR）要求

的可行性，推动数据安全认证

的国际互认工作。

来自德国的资深数据隐

私教授咨询师、欧盟隐私标签

认证技术专家Tobias…Mielke

介绍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案

（GDPR）。国家信息技术安

全研究中心原总工程师李京春

作了题为《加强政务大数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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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交换安全保护》的演讲。北

京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政企事业部副总经理邓强分享

了《大数据在网络安全上的应

用及实践》。贵阳市大数据安

全顾问、两届贵阳大数据与网

络安全攻防演练主要策划人和

指导专家陆宝华介绍了贵阳攻

防演练的基本情况，并分享了

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此外，信安中心在本次论

坛上正式对外发布了个人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网络安全

审计服务认证、工业控制系统

安全服务认证三项即将开展的

新业务，并与贵阳国家经济技

术开发区签订了合作协议。

来源：http://www.isccc.

gov.cn/xwdt/tpxw/05/890769.

shtml

论坛名称：首届（2018）新闻出版大数据高峰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8日…13:30--18: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国际会议厅

论坛简介：探索新时代中国新闻出版业如何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互联

网思维和新发展理念来谋划、指导、开拓新闻出版业融合发展之道。

首届（2018）新闻出版大数据高峰论坛：

探索新时代中国新闻出版业智能化

5月28日，首届（2018）

新闻出版大数据高峰论坛在贵

阳举行。论坛围绕“数字出版

与知识产权保护”和“新闻出

版业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物联

网融合发展之道”讨论研究新

时代中国新闻出版业智能化。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慕

德贵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出

版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等作主

题演讲。

柳斌杰在演讲中认为，

新闻出版业急需在出版观念、

出版方式、出版流程、出版

产品、出版服务、出版消费方

式等方面要防范抑制独立思

想、弱化理性思维、操控社会

情绪、消解主流意识、侵蚀文

化价值、侵害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

慕德贵在致辞时指出，新

闻出版业作为大数据的重要生

产和应用领域，贵州宣传文化

部门、出版企业、新闻媒体要

当好数字中国建设理念的传播

者，当好新闻出版数据的生产

者，当好数据安全保障的守护

者，当好数据共享交换的实践

者。

中宣部出版局原副局长、

巡视员刘建生在作“大数据的

伦理博弈和挑战”的主题演讲

时认为，大数据的真是一种诚

信伦理，大数据的广博深是数

据分析整理中的伦理，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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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存管是数据运用中的伦

理。大数据的存储原理在于日

积月累，大数据的管理可以通

过数据的采集、分析、整理来

进行科学决策。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

长张立以“坚守与变革·遭遇

大数据时代的传统出版业”为

题作主题演讲。

大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

记、社长顾晓华在“专业出版

社大数据应用的思索与实践”

的主题演讲中说，大数据应用

于新闻出版业的原理包括以数

据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数据采

集、知识标引、知识计算、模

型建构和提供大数据服务。

微软（中国）首席技术战

略官韦青在“万物重构——智

能社会来临前夜的思索”的主

题演讲中认为，人工智能的理

解可归纳为“一中心、两个基

本点、三种基本能力”。一个

中心是以应用为中心，两个基

本点是计算机科学与脑神经科

学综合发展，三种能力是基础

能力、通用能力、行业能力。

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

长朱新武在总结讲话时表示，

各嘉宾的思想碰撞，必将有效

指导和推动我们的实践探索，

必将为新闻出版业注入新的动

能，必将对新闻出版业产生积

极而深远的影响。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党委副

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宋健

致闭幕辞。

论坛颁布了首批中国新闻

出版业大数据平台“创新成果

奖”，国家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政务舆情（贵州）研究院、贵

州数云期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揭牌成立。同时，贵州出版集

团“国家出版业大数据应用服

务重大工程（试点）”项目战

略合作进行了签约仪式。

中国大地出版社执行总经

理张新新、北京清博大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黄丽媛，科

大讯飞教育信息化研究院副院

长杨峰，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

司专家胡亚昆，围绕“新闻出

版业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物联

网融合发展之道”主题进行深

度交流。国家大数据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彭铁元主持。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

长、教授、博导杨海平，北京印

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执行院长陈

丹、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副总

裁刘长明，清华大学出版社副社

长庄红权，围绕“数字出版与知

识产权保”的主题积极交流与研

讨。北京印刷学院校长、党委

副书记罗学科主持。

出席论坛的领导和嘉宾为

国家大数据专业委员会政务舆

情（贵州）研究院、贵州数云

期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揭牌。

融智库“大数据分库”首

批专家授牌仪式。

首批中国新闻出版业大数

据平台“创新成果奖”颁布仪

式。

贵州出版集团“国家出

版业大数据应用服务重大工程

（试点）”项目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下重

要的产业风口以及各行业积极

探索的新方向。人工智能技术

正在加速进入新闻出版行业，

在发行、印刷、数据加工、数

字阅读、数字教育等领域得以

广泛应用，为新闻出版业的转

型升级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参会嘉宾记录下精彩瞬

间。

本次论坛由中国出版协

会主办，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贵州出版集团公司、大地

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计划出版

社、贵州大音稀声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等协办，《大数据时

代》杂志社、融智库、河北一

路领先图书贸易有限公司、重

庆五洲世纪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等共同承办。

来源：http://www.sohu.

com/a/233232231_67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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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数化健康·智绘未来

时　　间：2018年5月28日…09:00--12: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C

论坛简介：深度探讨大数据与大健康的产业融合应用的发展方向，促进整个行业生态的成熟

和稳定。

 数博会：“数化”健康产业 “智绘”美好蓝图

人民网贵阳5月29日电

（孙远桃）5月28日，2018年

数博会之“数化健康?智绘未

来”主题论坛在贵阳举行。来自

全国医药领域的专家和行业领军

人物，从大数据、人工智能、

行业变革等多角度入手，深度

探讨大数据和大健康产业融合

应用发展趋势，用新时代智慧

向世界勾绘行业美好蓝图。

论坛现场，全国政协常委

兼副秘书长、农工党十六届中

央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曲凤宏

表示，大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解决民

生问题的重要支撑。在健康医

疗领域，我国正处于数字化健

康产业快速发展的战略期，随

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和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已从

被动诊治转向主动预防。2018

年，医疗产业将达到200亿

元，这为我国发展新型健康技

术，创新诊疗和健康管理新模

式提供了重要支撑。

作为论坛的举办地，早在

2013年，贵州就开始着手启动

大数据发展战略，并在构建新

模式方面取得系列成果。2017

年，贵州数字健康增速高达

37.2％，位列全国第一；以大

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长了86.3％，成为工业基地

第二大竞争行列；大数据企业

9000家，大数据产业总量超过

2100亿，大数据企业正在携手

探索，用数据探索可视化，用

智能化构建新场景和新模式。

“大健康发展迎来了历

史上最好的机遇，紧随时代步

伐，贵州在大数据建设、人才

培养等多方面进行了大健康布

局，全力推进六项大健康计

划。”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张光

奇表示，贵州非常重视推动大

数据+大健康的融合发展，并

推进健康云建设。未来，贵州

还将不断加大数据开放和应用

的力度，努力提升基础医疗水

平，为群众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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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

会长郭云沛指出，在国家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医药行业融

合已成为必然趋势。但我国幅

员辽阔，医疗机构对数据平台

的选择差异导致信息碎片化严

重，无法实现真正的数据统

一。因此，加快建立统一全面

的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迫在眉

睫。“大数据+大健康”将成

为医疗健康坚实力量，推动医

疗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

来自复星国际执行董事、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复

星科技创新中心联席主任王灿

以“科技创新智造健康生活”

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在他看

来，技术融合的目的是提升医

疗水平、信息共通共享，以及

业务高效协同，智能科技打造

健康产业链，健康产业链形成

健康产业集群。科技和创新都

是为健康生活而服务，复星集

团将集政府与合作伙伴之力，

致力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带

来健康生活。

随后，中国解剖学会理

事长张绍祥、休斯顿卫理工会

研究所及康奈尔大学教授余

美祥、悦康药业副总裁于飞

围绕“数字化人体与数字医

学”“医疗药物的数字化管

理”“健康未来的数据思维和

应用实践”话题发表主旨演

讲。

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健康

医疗大数据虽取得不少突破，

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起步阶

段，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数据

资源目录范围模糊、数据标准

不统一、数据共享开放不足、

隐私保护较弱等问题，但当这

些障碍被突破之后，大健康产

业将落地更多大数据应用，培

育出更多新业态，更好的满足

国民的健康需求，带来新的经

济增长点。

来源：人民网

论坛名称：两化融合深度行（贵州站）

时　　间：2018年5月27日…14:30--18: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综合厅C

论坛简介：与社会各界代表共同交流和深入探讨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发展的思路、举措和成效等。

两化融合深度行(贵州站)举行

2018年5月26-29日，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贵州省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2018年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2018

数博会”)在贵阳如期召开。

5月27日下午，由国家工业信

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腾讯控



414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股有限公司、深圳华龙讯达、

两化融合服务联盟主办的两

化融合深度行(贵州站)在2018

数博会上成功举办。本次活动

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发

展新动能”为主题，贵州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力，中国科

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

长梅宏，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李冠

宇，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娄松等出席

活动并作发言。国家烟草专卖

局、浪潮、中钢集团、埃森

哲、腾讯、美的等来自政府、

企业代表近400人参加。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何力作重要讲话。何力主任指

出，2012年起，贵州省委省政

府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机

遇，将大数据产业定位为贵州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率先

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大数据产业发展聚集

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

区，率先设立全球第一个大数

据交易所，重点培育以大数据

引领的电子信息产业，坚持数

据中心、端产品、云平台等全

链条推进。何力提到，当前，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

在引发数字化转型浪潮，要加

快释放和培育新动能，助力企

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

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李冠宇

指出，近年来，围绕制造强国

建设和网络强国建设，两化融

合取得显著成效。一是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标准建设和应用推

广取得重大进展，二是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三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开启

新征程。下一步，部信息化和

软件服务业司将坚定不移做好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

大文章，推动新时代两化融合

迈上新台阶。一是加强顶层设

计，深化融合发展。二是聚

焦平台建设，打造工业互联网

体系。三是坚持标准引领，强

化基础支撑。四是扩大对外开

放，深化国际合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

理工大学副校长梅宏就“大数

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表

主旨演讲。梅宏认为，大数据

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点，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基

础，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有

效手段，是改善民生服务的有

力工具，是实现国家竞争力的

重要体现。大数据的融合利用

可提升传统行业数字化、智能

化水平，提升传统行业效率、

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数字经济

的新业态，推动经济模式向形

态更高级的数字经济模式演

进。

会上隆重举行了“工业

互联网平台-腾讯木星云”发

布仪式。此次平台是去年国家

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腾讯和华龙讯达三家单位在两

化融合大会上签订共建“工业

互联网”战略合作协议的新进

展。该平台基于腾讯云国际领

先的平台架构、华龙讯达自主

可控的以CPS为核心的数字工

厂建设技术，以及国家工业信

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在标准研

制、安全防护和应用推广优

势，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发布仪式后，三家单位分

别对“工业互联网平台-腾讯

木星云”作介绍。

腾讯云企业业务总经理蔡

毅做“智能制造…连接未来”

主题分享。蔡毅认为，工业互

联网是非常复杂，没有一个企

业可以独立完成，是跨领域、

跨平台的生态，需要不同的

企业、平台和机器数据连接起

来。为此，我们助力“工业

互联网平台-腾讯木星云”，

对腾讯核心能力进行输出，并

与工业领域合作伙伴结合。腾

讯提供了基础IaaS、专有云以

及网络互联传输网络，还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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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台以及应用开发框架的

PaaS能力。

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小昂

做“工业互联网平台-腾讯木

星云助力工业企业数字化转

型”主题分享。龙小昂指出，

“工业互联网平台-腾讯木星

云”是基于边缘计算、云计

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移

动平台、工业应用产品的一个

链条。同时具备了采集多元数

据，存储工业数据，在服务集

成，数据建模、数据分析、数

据应用组建，构建边缘层、

PaaS、IaaS层等完整链路。同

时具有异构数据的采集能力，

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模型驱

动的迭代沉淀，包括企业微信

的工业应用。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尹丽波做“标准

引领、安全保障、加快工业

互联网平台应用推广”主题分

享。尹丽波指出，中心是工业

和信息化部推进工业互联网平

台体系和安全体系的重要支撑

单位，围绕政策制定、平台建

设、标准研制以及应用推广和

安全保障等方面，开展了国内

外工业互联网平台基础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平台应用需

求的研究诊断和对接服务、

《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用实

施指南》编制、面向工业互联

平台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方案

研制以及国家工业互联网安全

综合保障能力建设等方面工

作。未来，中心推动工业互联

网平台体系和安全体系建设的

工作重点包括，一是推动工业

互联网平台应用推广，实现建

平台用平台双向迭代。二是提

升面向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大数

据管理服务能力，推动平台间

开放合作。三是完善工业互联

网平台标准体系，促进平台开

放价值生态建设。四是牵头建

设国家工业互联网安全综合保

障能力，形成覆盖工业互联网

全要素的安全保障体系。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副局长娄松做“贵州省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融合经验分享”。

娄松指出，贵州省委省政府明

确提出要推动大数据与各行业

各领域深度融合，把全面推进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作为两

化融合的主攻方向。一是完善

政策设计，强化工作部署，全

面覆盖分业施策。二是联合国

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开展督促检查摸清融合水平，

破解难题。三是全面系统培

训，培育示范项目，坚持示范

引领典型带动。四是打造服务

平台，增强自身能力，坚持广

泛服务平台支撑。五是发展新

兴产业，服务实体经济。

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朱

伟做“新时代、新动能、推动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主题演

讲。朱伟认为，数字化改造为

我们带来巨大的商机。根据现

有调查和统计显示，到2020

年，如果全力推进数字化，

可为中国GDP带来3.7%的增

长；通过数字化的努力，可以

真正形成一个生产力，提升

GDP整体增长，带动整个产业

发展和经济迅速成长。

浪潮集团副总裁胡海根做

“数字化转型…成就智慧企业”

主题演讲。胡海根认为，要打

造工业互联网平台，第一是云

服务平台支撑能力。第二是企

业信息化的服务能力，要有大

量给企业做信息化的服务体验

和经验。第三是先进制造模式

经验。

两化融合服务联盟秘书长

周剑发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初步认识》主题演讲。周剑提

到，世界正处在从工业经济向

数字经济加速转型过度的大变

革时代，数据成为驱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要素新引擎，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是当前阶段的主

要任务。当前，我国企业数字

化转型具备庞大的人才(用户)

优势、丰富的系统性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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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

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全球最完

备的互联网生态体系，同时也面

临着基础薄弱、创新力不足和管

理体制约束等制约因素。周剑指

出，加快推进全面连接，为企

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广阔的创新

空间；培育开发价值生态构建能

力，打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任督

二脉；打造生态圈，全面赋能

企业数字化转型。

美云智数副总经理、美的

集团大数据总监黄侃做“美的

从制造到智造-企业数字化转

型路径和实效”主题演讲。黄

侃认为，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

是企业的战略转型，数字化转

型不是目的，是手段。

广东盘古信息CTO刘鹏

做“生产制造企业数字化改造

中的系统解决方案”。刘鹏认

为，数字化对工业化和信息化

有了更加紧密的结合，更加拉

近了距离，企业从传统的生产

范围两端延伸，传统生产周期

会发生新的变化，原来批量生

产模式将会迈向定制化生产模

式。我们需要建立更加快速、

低成本、效率更高的生产反应

体系，帮助我们建立新的数字

化工厂。

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朱

伟、中钢集团信息管理中心总

经理李红、埃森哲大中华区创

新官刘东、深圳华龙讯达总经

理龙小昂、广东盘古信息CTO

刘鹏等专家，围绕“企业如何

实现数字化转型、平台如何助

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话题开展

高端对话。

来源：https://mp.weixin.

qq.com

论坛名称：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产业融合发展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5日…09:00--18: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C

论坛简介：论坛将邀请技术研发、法律监管、投资孵化、硬件制造、媒体推广等多方面专家

围绕区块链带来的巨大产业动能进行讨论。

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产业融合发展论坛举行

5月25日，区块链技术应

用与产业融合发展论坛在贵阳

举行，与会专家就区块链技术

应用创新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

产业落地、“全球区块链产业

布局”等展开讨论，各种最前

沿的技术革新与应用场景引发

热议和畅想。

过去一年，区块链应用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产地溯源、

电子存证、医疗大健康、物联

网等行业，未来，区块链还能

在哪些行业引领巨变值得关

注。论坛以当前区块链优质项

目为例，向与会观众介绍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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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安全与节能”数据中心建设国际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8日…14:00--17:3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综合厅B

论坛简介：针对全球数据中心冷却技术的发展路线、未来趋势等方面进行探讨。

“安全与节能”数据中心建设国际论坛圆满成功

5月25日上午9:00，“安

全与节能”数据中心建设国际

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隆重举行。室外的细雨没能阻

挡参会代表的热情，来自全

国的200多名参会代表齐聚于

此，共同开启数据中心安全与

节能的一场交流盛宴。

本次会议由贵阳数博会

组委会、中国制冷学会联合主

办，中国制冷学会数据中心冷

却工作组、暖通空调在线联合

承办。会议分为上午、下午两

场，共邀请12个主题报告。其

中，下半场会议设“中美日圆

桌论坛——数据中心冷却技术

路在何方”的论坛。

中国制冷学会副秘书长

胡汪洋主持活动开幕式。出席

本次会议的嘉宾有中国科学院

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陶文

铨、中国制冷学会理事长金嘉

玮、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副局长周海涛、贵州省制冷学

会理事长毕跃东、贵州省制冷

学会秘书长王春雷、ASHRAE…

TC9.9副主席，Dustin…William…

Demetriou、富士通株式会社

冷却封装技术首席专家魏杰博

士、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总工

程师李红霞、湖南大学教授张

泉、天津商业大学教授诸凯、

丹佛斯自动控制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经理姜涛、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离心机研

发主管，高级工程师李宏波、

美的中央空调研发部部长张运

乾、青岛海尔集团中央空调企

划专家朱连富、深圳麦克维尔

沿的技术革新与应用场景，邀

请技术研发、法律监管、投资

孵化、硬件制造、媒体推广等

多方面的专家，围绕区块链带

来的巨大产业动能进行讨论。

本 次 论 坛 的 主 要 议 题

为“链未来，通四海——全

球区块链技术与产业服务发

展”“无规矩，不方圆——区

块链全球监管趋势与法律建

设”“迎风口，立潮头——区

块链先锋技术与应用场景分

享”“觅先机，向黔看——区

块链优质项目与产品入黔推

广”。与会专家认为，当前，

世界正在经历技术大变革，有

很多机会和发挥空间，但同时

也要理性看待新趋势，不断提

升技术、突破瓶颈，实现更好

的发展。

来源：贵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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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有限公司数据中心项

目经理余钦、广东申菱环境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ICT事业部总

监陈刚、贵州绿云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蔡小兵。

中国制冷学会理事长 金

嘉玮

中国制冷学会理事长金嘉

玮先生发表了致辞，他首先对

各位参会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现代信息化社会的数据

中心用电量会占到全社会总用

电量的5%，而其中的三分之

一左右用于冷却排热。因此，

提高数据中心冷却系统用能效

率，降低电耗，不仅关乎信息

产业运行成本，更是实现全社

会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重要

任务。中国制冷学会数据中心

冷却工作组旨在改善数据中心

冷却效果，降低数据中心运行

电耗而努力。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李红

霞总工程师、湖南大学张泉教

授作为本次会议上半场的主持

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

通大学教授 陶文铨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

通大学教授陶文铨发表了《数

据中心空气冷却特性的多尺度

数值模拟》的主题报告，报告

主要是基于芯片连接部分简化

的问题进行分析。首先从数据

中心的两类冷却问题进行深入

探讨，并对数据中心冷却问题

进行深入的多尺度模拟。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离心机

研发主管、高级工程师  李宏

波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离心机研发主管、高级工

程师李宏波发表了《格力冷水

机组打造绿色节能IDC》的…报

告，从数据中心空调特点、数

据中心用永磁同步变频离心

机、数据中心用永磁同步变频

螺杆机、远程智能服务中心和

品牌介绍等多方面进行分享。

麦克维尔中央空调有限公

司数据中心项目组经理 余钦

麦克维尔中央空调有限公

司数据中心项目组经理余钦发

表了《麦克维尔数据中心冷源

技术专题》的主题报告，报告

主要从麦克维尔既有数据中心

冷源产品的介绍、针对数据中

心项目冷却方案的思考和数据

中心传统机械制冷冷源等方面

进行介绍。

ASHRAE…TC9.9副主席，

Dustin…William…Demetriou

ASHRAE…TC9.9副主席，

Dustin…Will iam…Demetriou

发表了《ASHRAE…Technical…

Committee… (TC)…9.9:…Mission…

Cr i t i ca l … Fac i l i t ies，… Data…

Centers，…Technology…Spaces…

and…Electronic…Equipment，

ASHRAE…90.4-2016》的主题

报告，从ASHRAE介绍了相关

的规范和标准，他明确表明作

为暖通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

不仅要关注冷却系统，同时也

需要关注服务器系统。

美 的 中 央 空 调 研 发 部

长 张运乾

美的中央空调研发部长张

运乾发表了《高效变频直驱降

膜离心机组》的报告，报告从

大型水机发展历程、高效变频

直驱降膜式离心机和相关案例

分享三方面进行分享。

丹佛斯自动控制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经理 姜涛

丹佛斯自动控制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经理姜涛发表了

题为《丹佛斯数据中心节能方

案》的报告，报告介绍详细的

介绍了丹佛斯压缩机产品的性

能及应用领域。丹佛斯作为解

决制冷部件的专业企业，在数

据中心的应用过程中，关注的

不止关注耗电，同时更关注排

放的问题，丹佛斯会从节能的

角度来综合考虑。

天津商业大学诸凯教授、

中科院理化所邵双全研究员主

持下半场会议。

海尔集团中央空调企划专

家 朱连富

海尔集团中央空调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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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朱连富发表了《海尔磁悬

浮中央空调在数据中心行业的

应用》的报告，报告主要从海

尔磁悬浮发展、磁悬浮在数据

中心的适用性和在数据中心行

业应用案例三方面进行详细阐

述。

富 士 通 株 式 会 社 技 术 中

心本部冷却封装技术首席专

家 魏杰

富士通株式会社技术中心

本部冷却封装技术首席专家魏

杰博士发表了《高能效数据中

心的装置冷却技术探讨》的报

告，魏博士主要从数据中心的

能效、液体冷却和下一代冷却

技术进行分享。

贵州绿云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 蔡小兵

贵州绿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蔡小兵发表了《数据中

心超高效空调系统的研究与实

践》的主题报告，报告首先从

上海青浦某数据机房的各参

数介绍，并且从供水温度的确

认、制冷主机的选择、水风换

热的要求、无中心系统、云端

大数据方面作为等研究的核心

内容进行分享。

湖南大学教授 张泉

湖南大学教授张泉发表

了《高效湖水自然冷却设计及

运行效果分析》的主题论坛，

背景、总体设计思路及运行模

式、现场测试及CFD模拟、能

耗计算及性能评估等方面进行

介绍。他指出，利用天然水源

是降低数据中心能耗的有效途

径，东江湖数据中心将是一个

在世界上最环保的数据中心。

同时，CFD模拟在数据中心实

现更好的空气管理性能起着重

要的作用，空调系统的自动控

制可以实现节能。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ICT 事业部总监陈刚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ICT…事业部总监陈刚

发表了《多形态数据中心解决

方案》的报告，报告主要从制

冷解决方案方向、解决方案案

例分析、蒸发冷却冷水主机方

案、解决方案案例分析、液冷

解决方案和产品及案例展示。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总工

程师 李红霞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总工

程师李红霞发表了《数据中心

空调系统与节能》的报告，报

告主要分为数据中心能耗分析

和数据中心空调系统节能两方

面。她指出数据中心应该重点

关注提高机房环境温度标准、

尽可能提高冷源温度（由7…℃…

/12℃提升…为12…℃…/18℃)、延

长自然冷却时间、提高空调系

统能效比、合理节能的空调设

计方案、精细运行，最大限

度空调系统节能运行、空调的

投资与PUE值相关，…IDC建设

不应为节能而节能和单纯追求

PUE值，必须找到一个经济合

理的平衡点的节能要点。

圆桌论坛…左一胡汪洋、左

二陶文铨、左三Dustin…William…

Demetriou、………

左四魏杰、左五李红霞、

左六张泉

在嘉宾对话环节，五位嘉

宾针对《数据中心冷却技术路

在何方？》话题进行讨论。

本次会议得到了丹佛斯

自动控制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美的中央空调、青岛海尔

集团、深圳麦克维尔中央空调

有限公司、广东申菱环境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和贵州绿云科技

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贵阳立足于自身的得天

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和产业发

展环境，致力于大数据产业发

展，据统计，2016年贵阳市大

数据及其关联产业规模总量突

破1300亿元，增长迅猛。富士

康、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华为等企业相继在贵

阳建立数据中心，预计到2018

年，将达到250万台服务器存

储规模。

来源：暖通空调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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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暨中国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仪式暨

第一次全体会议

时　　间：2018年5月26日…15:30--17: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6会议室

论坛简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聚

焦大数据高层次人才，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加快促进全省大

数据发展应用。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

咨询委员会成立仪式

主持：潘大福…贵州省政府

副秘书长

主持人：尊敬的李再勇常

务副省长、梅宏院士、各位专

家学者大家下午好！为加快推

进我省大数据战略行动，经省

委省政府决定成立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今天我们在

这里如期相聚，举行专家咨询

委员会成立仪式，暨第一次全

体会议。下面我介绍一下出席

今天会议的领导和专家。他们

是贵州省委常委李再勇常务副

省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

理工大学副校长梅宏；贵州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朱

桂云；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副局长景亚萍；贵阳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王华平；中国

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

校长梅宏；中国工程院院士吴

曼青；贵州师范大学副校长、

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谢晓尧。

委员：中国信息协会大

数据分会副会长车品觉；IBM

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开发中心总

经理卢山；中国互联网协会秘

书长卢卫；360企业安全集团

董事长齐向东；贵阳货车帮科

技有限公司CEO罗鹏；国家信

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单志

广；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郑

纬民；南京大学教授周志华；

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

主任周涛；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院长赵波；海尔数字

CEO赵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第十二研究院院长薛惠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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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还有承办本次

会议的数博会组委会秘书处、

贵阳市信息产业部中心、贵州

财经大学、贵州数量协会有关

领导和负责同志，让我们用热

烈的掌声对他们的莅临表示衷

心的感谢。今天的会议分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专家咨询委

员会成立仪式。第二是专家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首先举

行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仪式，

首先请省委常委李再勇常务副

省长致辞，大家欢迎！

李再勇：尊敬的梅宏院

士，各位嘉宾、朋友们、女士

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作为

全球首个大数据主题博览会，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在贵阳隆重开幕，至此盛会

隆重开幕之际，国家大数据贵

州综合试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今天我们又在这个地方正式成

立了。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大

事，作为大数据的专家咨询委

员会，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正

式成立了。受志刚书记我在这

里代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

政府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立

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对大家长

期以来关心、支持贵州大数据

发展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专家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掌声）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引发

了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性变

革，数据成为国家基础性的

战略性资源。大数据正日益

对全球生产、流动、交换、

分配、消费、经济运行方式

及国家治理、民生保障产生

重要的影响。贵州始终把发

展大数据作为战略性的选

择，始终坚持坚定不移推进

大数据战略，全方位地接近

大数据发展的各种资源和要

素，努力通过量的增加引领

质的飞跃，成立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暨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

委员会，主要目的在于集聚

世界之质，打造一流的大数

据发展，领略的智库，通过

调查研究，全力推动我省数

化万物，智在融合，推动贵

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发

展，推进贵州数字经济、人

工智能、大数据实现跨越式

的发展。此次成立的专家咨

询委员会，阵容强大、实力

雄厚，我们在座的各位专

家，都是国际国内大数据领

域的权威，对大数据发展具

有独到的见解和洞察力、预

测力，在业界享有极高的声

誉和地位，长期以来他们对

我们贵州大数据发展提出了

很多富有针对性的前瞻性

的、创造性的意见。今天上

午在开幕式上梅宏院士又专

门就大数据的社会治理、国

家治理，提出了一套非常具

有前瞻性的见解。这也是今

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给数博

会致辞贺信当中要强调，要

利用大数据推动国家治理能

力的提升。各位给我们提供

了高质量的决策和高水平的

智力支持，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为了进一步推动实现高

质量的发展，我在这个地方

对我们专家委员会提几点建

议和希望：

衷心希望各位专家贡献世

界前沿的智慧，多给我们把脉

问诊，建言献策，牵线搭桥，

招商引资，若我们掌握世界前

沿的思想、知识、科技。始终

与世界前沿保持同步发展。贵

州在千方百计与世界前沿发展

相对介，这么多年贵州发展很

多，在我们国家在世界前沿，

已经走在了前沿。简单地说，

跟同志们举一个例子，贵州从

十年前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我

们提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的发展和实际。这一次全国

中央召开的生态环保大会上，

总书记提出中国要构建五大生

态体系，第二个体系就是要

构建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的，以生态为主体的生态经济

体系。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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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走在了世界前列的，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贵州的实际提供

了中国方案，我们要有这个信

心。

二、找准贵州发展的高端

的绿色的节约化的发展路径。

深入贵州开展调查研究，帮助

我们挖掘贵州的优势，查找我

们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

一步帮助我们明晰发展的着力

点和突破口，助推我们贵州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三、加强贵州大数据跨

越发展，全面推动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实现我

们建设的又好又快，指导我们

继续办好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平

台，所以现在我们世界级的

平台已经真正地影响到了全世

界，在这里跟同志们也分享一

下，这一次大会几个成果。

第 一 个 来 说 ， 这 一 次

大会参会的整个嘉宾是5万

多人，就全国乃至世界国

际，而直接进入对话论坛开

幕式，这一块的嘉宾高端嘉

宾是47000多人。有28个国

家，500多宾外宾参加我们

这次数博会。全国几百家企

业参加这次数博会，而这些

参会的人员都是一些企业的

顶端的领袖性的人物，包括

苹果中国区的总裁，高通的

总裁等等。而我们这个大会

在全国作为商业性的，我们

是平台主办，政府推动平台

主办，市场化运作。作为商

业性来说，在全国都是比较

成功的。这一次数博会，我

们商业性的收入有望突破1个

亿。不是政府拿起来办会，

完全要参加这个会议必须要

交费，我们有一些企业来这

个会议推动他们的一些大数

据产业，包括赞助费用，有

一些企业都是上千万、几

百万的赞助费。所以我说，

这是我们大数据发展的一大

飞跃。我相信有各位专家学

者的加盟，贵州大数据一定

会健康、蓬勃发展。必将迎

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最后，

祝各位专家在贵州身体健

康、工作愉快，谢谢大家！

主持人：有请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朱

桂云宣布决定和专家委员会的

名单。大家欢迎！

朱桂云：贵州省大数据

发展领导小组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关于

成立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

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决

定。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

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大数据专家学者在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建设，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中的参谋咨询作用，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

组，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组委会决定，成立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暨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

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相关研

究机构、高等院校、大数据

协会、大数据知名企业专

家、学者为成员。专家咨询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贵州

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贵阳

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委员会，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秘书处负责专家对接日程联

系工作。为专家开展工作提

供服务。希望受聘的各位专

家紧紧围绕贵州大数据发

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建言献策，为贵州省深入

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建设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

区，开创新时代多彩贵州新

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贵

州省大数据领导小组，中国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组委

会，20 1 8年5月2 6日。国

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暨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专家咨询委员会名单共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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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任委员梅宏；副主任

委员吴曼青、谢晓尧；委

员：车品觉、王伟、王阳、

卢山、卢卫、刘多、刘爱民

（音）、刘伟、齐向东、张

梁杰（音）郑纬民、周涛、

赵波、赵昌文（音）、薛惠

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专家咨询委下设办公室，

主任一人，副主任三人，办

公室主任景亚萍；办公室副

主任唐振江（音）等三人。

主持人：谢谢，刚才再勇

副省长和朱桂云厅长为我们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我们相

信贵州这片大数据试验田一定

可以成为各位专家深根奉献治

理的沃土，下面有请再勇副省

长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颁发

聘书。

首先有请主任委员中国

科学院梅宏院士。有请委员中

国信息协会大数据分会车品觉

副会长；有请委员IBM全球副

总裁兼中国开发中心总经理王

阳；有请委员中国互联网协会

秘书长卢卫；有请委员360企

业安全集团董事长齐向东；有

请委员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

究部主任单志广；有请委员清

华大学计算机教授郑纬民；有

请委员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周

涛；有请委员海尔数字赵光；

有请贵州政协原副主席谢晓

尧。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

位专家表示祝贺！

由于工作原因，今天还有

一部分专家没有亲自来参加启

动仪式，我们将以合适的方式

将聘书送达各位专家。各位领

导、各位专家学者，第一阶段

会议到此结束，现在休会十分

钟，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到

会场大厅茶歇。一会儿我们将

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

第二阶段会议：

景亚萍：各位领导、各

位专家，刚才我们举行了成立

仪式，再勇常务副省长向各位

专家颁发了聘书，标志着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成立了，这

对于推动贵州大数据发展是一

件大事和喜事，现在进行会议

第二阶段。召开专家咨询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首先请专

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梅宏院士讲

话。大家欢迎！

梅宏：各位领导、各位

同仁大家下午好！5月的贵阳

气侯宜人，实际上全年都很宜

人，阳光明媚的美好世界，国

家大数据贵州综合实验区在贵

阳成立，李再勇副省长亲临，

是对贵州业界的肯定和信任，

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实

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既贵州省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的精神，

创造性实现守底线守新路奔小

康的路线选择，又是后发赶超

的重大举措。也感谢贵州省政

府对我的信任和抬爱，推荐我

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

员，我十分荣幸。利用这个机

会代表专家咨询委员会全体人

员，向贵州在大数据领域取得

的新成效表示热烈祝贺！向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成

功举行表示热烈地祝贺！也衷

心感谢各位领导对专家咨询委

员会的信任，相信全体专家必

将齐心协力、鼎立支持贵州的

发展。

我生长在贵州，贵州是

我的家乡，我自己将尽心竭

力，为我的家乡贡献微薄的

力量。恳请各位专家和同

仁，一如既往帮助和支持贵

州，为贵州大数据发展建言

献策，提供智力支撑。作为

交换以后需要我支持的也尽

管开口，我以贵州人的身份

为大家提供必要的支持。向

热心支持贵州大数据发展的

大家表示衷心的谢意。随着

大数据发展与物联网、人工

智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

数据成为引领信息产业发展

的核心引擎，成为推动社会

转型和进步的重要的力量。

加快相关的研发部署，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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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国的建设和数字中国的

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引擎。

这几年贵州准确把握全球信

息化发展的变革带来的机

遇，在全球率先成立省级大

力发展的战略，系统深入开

展大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

在全国大数据发展抢得先

机。这几年贵州培育领军的

企业和新型的企业，云计

算、物联网和虚拟现实在各

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了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苹果、高通、海尔、英特尔

知名企业，阿里巴巴、华

为、腾讯、百度、京东大数

据互联网领军企业都在贵州

扎根发展。随着贵州大数据

战略产业深入推进，在国家

大数据实验田上呈现出产业

快速成长应用不断扩大，信

息技术设施持续改善的良好

的态势。当前大数据发展通

讯应用，为世界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要做好大数据工

作，就要推动大数据技术产

业创新发展，构建以数据为

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要运

用大数据提升国家资本现代

化水平，要运用大数据促进

保障和改善民生。专家咨询

委员会将为贵州省大数据发

展和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提供决

策咨询服务。为贵州大数据

发展填砖加挖。希望各位业

界同仁围绕大数据发展的难

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研

判趋势，及时为贵州大数据

发展提供咨询和建议，最后

预祝本届数博会取得圆满成

功，也衷心祝愿贵州大数据

发展更上一层楼，谢谢大

家！

景亚萍：各位专家委规范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咨

询委员会相关工作，为专家咨

询委员会工作开展提供保障，

根据有关专家的建议，经广泛

深入调研，我们起草国家大数

据综合实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的专家委员会的

咨询章程。

章程分为六章，十九条。

第一章总则，主要保证专家咨

询委会的性质、宗旨和职责。

第二章机构履职，包括专家咨

询委员会。第三章为委员资格

和聘用程序。明确专家委员会

应具备的条件，以及主任委

员、其他副主任委员的聘用调

整。第四章是委员的权利和意

义。地五章为基本工作制度，

明确专家委员会的形式和内

容。地六章明确专家咨询委和

办公室经费保障。专家咨询委

员会每年召开年会所需要的经

费由数博会直委会统筹解决，

其他调研所需费用，由专家咨

询委员会办公室统筹解决，专

家咨询委员会办公室经费是贵

州省大数据管理局统筹解决。

今后还将本则与时俱进的原

则，根据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实

际需要，时时提请对章程进行

修改，宣读完毕。下面请各位

专家围绕推动贵州大数据发

展，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

试验区以及持续办好数博会建

言献策。

车品觉：区块链的技术要

加大，整个区块链的发展还是

在非常关键的时间点里面，我

觉得在区块链的加强部分还很

重要。大数据跟区块链是密不

可分的，如果不再同一个会里

面做区块链的大数据，很多事

情会把精力分散的，这里区块

链还是要多加强。

谢晓尧：上一届大数据专

家委员会里面我也是负责人，

但是那一次是省长亲自在这个

地方授牌的。但是那次授完牌

以后，我的印象没有开过一次

会。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没

有成立大数据局，所以我想这

一次是在大数据局的引导下成

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希望大数

据局可能在这一块上还真的是

要按章程认真做好，对贵州省

大数据产业发展做好服务，这

当中涉及到每一个专家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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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对贵州大数据发展的情

况，可能要请大数据随时给通

报，因为各个专家来自于不同

的地方。另外，贵州我觉得是

一个非常宜人的地方，发展每

年都日新月异的变化，除了可

以通过信函或者微信的通讯方

式，大家坐下来，每年至少要

有一次会议，这是我的建议。

贵州变化非常大，让专家对贵

州的了解，可能每年一次会议

很重要。谢谢！

王阳：我非常同意谢书记

的意见。我也是第一届，一直

期待这次会议，我记得那个时

候还有很多的同仁，我看到这

个章程很好，已经定下来了，

至少一年一次年会，在数博会

的时候才召开。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进步。

第二我想就刚才车博士

所说的，大数据需要看到它前

沿发展的方向，每年日新月

异，我们怎么样把国际的这些

前沿的研究的方向能够在大数

据数博会上展示出来，这是非

常重要的。包括它的生态系统

的建立，大数据不是单独存在

的，在IOT、AR、区块链等等

跟大数据相关的技术，我们应

该也有它应有的地方，他们都

是烘托大数据。数据的采集、

分析、应用等等。我觉得还需

要有一些基础科研的东西，我

们讲到大数据，其实中国在基

础领域非常薄弱的，怎么样在

大数据云计算这个情况下，建

立中国完全原创的数据分析和

数据管理的技术？还有包括芯

片的技术，怎么处理大数据，

这样一个芯片。不管是GPU、

TPU等等为AR做的芯片，对于

数据的存储等等，还有处理方

式，我们怎么样也是能够有所

探讨？这些原创的因素我觉得

要加强。

最后一点是区域。我认为

贵州作为大数据的中心，还需

要建立它的特性，才能体现出

中央的地位。所以要走出去，

既然已经提高到全球了，是国

际的，在硅谷、柏林、伦敦、

新加坡，等等一些重要的，

全球最著名的创新的高地的

地方，有我们贵州大数据的分

点，在全国也应该有这样的。

也就是说，效仿义乌小商品市

场，马云跟敏尔省长说贵州要

抓住大数据的机遇，利用这个

棋子和牌子，我们当时担心贵

州有什么大数据，别人为什么

会相信这一点？我们就是引的

义乌的小商品的例子。义乌就

是怎么样走出去，把所有小商

品放到这个平台上？贵州的大

数据要成为全球大数据中心，

怎么样走出去，把所有的其他

大数据都放到贵州这个平台上

发力？这是我三点建议。

卢山（代表）：各位领导

我是代卢山院长来的。我希望

加强产值园的建设。我们去年

跟英特尔一块跟贵阳签了一个

合作协议，打造了一个人工开

放平台，创造人工智能的创新

加速服务器，做了一些尝试。

为贵阳做大数据的人工智能、

作为贵阳的发展，在一些平

台，一共公共服务体系上进一

步完善。

第二个建议希望推进大数

据人工智能的融合，有一些人

工领域的现实的需求，智能制

造、教育、医疗、交通的民生

需求，切实开展一些有价值有

内容的服务。应该说贵阳这么

多年的发展，形成一些具有货

车帮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出

彩的企业，如何围绕民生需求

和社会治理的需要，为社会热

点，一些引导方向可以做。

另外一个加强国际化合

作。大数据也好，都是要形成

全球化的产业，在全球开展全

球化的产业必不可少的。我们

今天非常可喜的看到一些国际

的大会，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趋势。通过博览会搭建一个平

台，进一步吸引产业的关注。

同时要加强人才培养的工作岗

位，为产业的发展打造更坚实

的基础。



426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最后，的确区块链需要加

强。我们院跟青岛合作，成立

青岛区块链研究院，两周前试

着对全球开展一些评估，探索

式的评估。跟贵阳的大数据有

非常高的结合点，希望在未来

的领域加强交流和合作。供大

家参考。

周志华：第一个我带周

老师表态，周老师也是贵州

人，对贵州很多工作很支持。

他表态支持贵州大数据局相关

工作，积极努力地支持。第二

个今天我想到一个建议，梅院

士是我们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

的主任，他提出一个“两实一

虚”的要求。学术委员会的委

员还是主任也好，可以用自己

的不管是产业的，因为在座的

很多委员，都是大企业家，或

者是学术届的大咖，可以用自

己的资源，能不能考虑为贵州

做两件实事。当时两件实事，

一个是人才培养，能不能带领

年轻教师有一个更好平台。第

二个为贵州推荐一些工作。一

需，会在重大的场合上，为贵

州呼一呼，这里提一个建议，

看我们这个委员会也能不能有

几实几需，因为大家身上都有

很多的业界资源，能不能为贵

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资源的

帮助。

在座都是企业家，贵州

在做万企融合，很需要企业家

的专家委贵州的万企融合，真

正看万企融合当中出现什么问

题？怎么样有更好提升？发挥

产业上的优势。谢谢。

齐向东：我们是做安全

的，所以大数据安全还是先

行，我们这一块跟贵阳、贵州

大数据局这边合作比较深入。

我谈两个建议：

贵 州 的 大 数 据 产 业 走

到今天在全国形成品牌了，

下一步应该要深化。真正形

成优势需要有几个标志：

一、人才。比如中关村的发

展，实际上是从美国、欧洲

很多留学的人才都聚集进行

创业。深圳的发展也是全国

的想创业的人去深圳，总要

形成人才聚集的因素。现在

贵州贵阳如果要成数谷，得

要切实地定一些指标，就像

很多高校，还有北京的中关

村，引起一流人才，得定一

个量化的指标。为了完成这

个量化的指标，要配套一些

吸引人才过来的政策。哪怕

在大数据一年引进100个顶

尖一流人才，未来十年就不

得了了。因为他来一个人

才，就可以带来一窝，所以

这一块应该举贵州之力，因

为贵州尽管大数据形成产业

氛围了，博览会开的很有气

势，但是真正让人才扎根贵

州，为贵州大数据产业树标

杆，这个需要做工作。在人

才引进的同时，加大人才培

养。加大人才培养这一块，

我建议加大培养网络安全人

才，因为这个是在全国都属

于缺门的，各个地方网络安

全人才不足，都没有形成培

养的规模，如果这方面有战

略的话，360也愿意在这方面

帮助，我们跟谢校长会师，

我们明天发布联合建网络安

全学院，这个还不够。最后

应该像武汉，武汉搞网络安

全基地，对网络安全的培养

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直

接拿钱补贴，谁念网络安全

专业，考证等等激励一些年

轻人改专业。你要不形成人

才优势，未来贵州大数据的

名片，我觉得逐渐的会有问

题。

第二个标志性的东西，

大数据说全国领先，博览会已

经领先了，但是光靠一个会来

维持肯定是有问题的。在哪一

些大数据的工程也好，样板也

好，技术也好，他在全国是能

够形成标杆，全国在这个领域

里面的发展要看贵州，要向贵

州学习，而且能落地的学习，

来一个团一学，回去弄几个亿

的资金，一落地，本地区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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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水平就提高了。有一点这

么一些量化性的东西规划，

这样和全国其他地方，关于大

数据产业的发展，就拉开档

次了，形成特色了。再配合整

体生态链的建造，我觉得就可

以了。因为没有仔细看，我看

贵阳市的文件里面，关于贵阳

市大数据重点的一些项目，几

个大方向，我看规划很多了，

但是是不是按照哪些东西弄完

之后，就是全国第一；哪些东

西弄完了以后，北京市想追要

花5年时间。搞出这样的东西

来，才能形成引领，我就说这

些多。谢谢！

赵波代表：我也是代表

赵波院长来的。我跟贵州、大

数据也有很深的渊源，今天我

提几个建议。贵州综合试验区

是一个综合性的。综合性的我

觉得可能还是第一个要持之以

恒抓好初衷，要立足于应用，

产业的引进和应用，进一步拿

出应用的资源，继续做好应

用，在应用里面做出标杆来。

持续推效果、目的是要达到融

合，一个是跟当地的实体经济

的融合，再一个当地的民生和

社会以及城市建设融合。这是

对大数据。同时，第二个还要

有一个融合，跟其他的领域，

刚才讲的区块链，人工智能、

云计算，这些前沿，应该说大

数据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配

合的，将来的发展是逐渐走向

融合。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在发

展趋势上，要把握以大数据为

特色的引领的跟其他领域的融

合。既然贵州要建设成全国的

高地，融合里面应该以大数据

为特色来进行融合。

第三个要建数谷，数谷我

搞研究了这么多年，非常强的

体会，硅谷的发展，和我们中

国的软件园和高科技园区基地

的发展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条

件的限制，之前的基地园区的

发展，是以我们国内眼见的先

进技术为主题发展的，但是硅

谷是以科研来发展的。发展要

以科研引领，创新驱动，这就

是发展。实际上这一点确实是

一个规律，如果要建“谷”，

有科研才能吸引产业汇聚，才

能实质性吸引产业汇聚，有科

研才能建成真正的大数据。这

一块引进已经展开了，产业已

经建起来了，引进这些机制都

有了。现在应该要考虑立足于

贵州自己这方面怎么发展？我

觉得立足于贵州，可能要把这

些科研力量，一方面汇聚，一

方面也需要提上日程。目标已

经定了，既然有了目标了，目

标里面最关键的指标应该是科

研，围绕科研肯定就是人才之

类的融合。

第四个我的本行，现在

是标准化院，贵州也是标准化

试验的验证的示范区，我觉得

围绕标准化一手研究科研技术

开发，一手研究市场，围绕技

术发展和典型的应用，通过标

准化的手段，能够一方面创起

来，一方面促进来。通过验证

用标准化树立标杆，这一块跟

齐总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标杆的事要大家都要来

学，要看齐，要学习，要对

标，所以标杆正好有标准化的

规则和规范，给大家提供能够

推广的范例。就这么多。

薛惠锋代表：各位专家大

家下午好！我今天也是代薛惠

锋院长参加会议的，院长特别

想参加，但是头一天接到基地

的作用，所以今天我借次机会

向各位汇报一下。

我们薛院长是系统工程的

专家，主要从战略、战役、战

术上对贵州试验区的发展做建

设性。

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

的战略资源，国际竞争焦点将

从资本、土地资源的争夺转向

大数据的争夺，数据主权将成

为陆权、海权、空权的博弈的

领域。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

治局就深化大数据战略进行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

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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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国，他所描绘的数字中

国蓝图，我们可以归为三个

方面：一个是建，突出一个

“新”字，就是要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建设先进的数据

基础设施，形成天地一体、

万物互联。第二要从资源、

技术、产业、应用、安全

“五位一体”进行各方面的

运用。第三个是“安”，没

有安就没有发展，必须实现

大数据的自主权发展，发展

的越快越危险。习近平总书

记的战略思想是我们建设新

时代数字中国的最根本的准

则。我们作为钱学森智库，

我们最初的代号是710所，

我们后期五个政局单位合并

之后，我们成立航天局十二

研究院，我们成立钱学森智

库。我们认为当前大数据时

代还处在简单系统的初级时

代，没有做好系统完备性，

在数据的分机应用上没有很

好打造，虚拟空间不断涌现

出更高层次的虚拟，通过不

断的循环形成知识空间、智

能空间的逻辑。在这个T级结

构当中，底层空间决定着高

层空间，但是通过涌现高层

次的智慧空间反作用，控制

了低层次的物理空间，推动

数字嵌入智慧的跃升，是数

字中国飞跃的必由之路。让

大数据转化为大智慧，朝着

后数字时代不断迈进。作为

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贵州曾设立首个大数

据交易所，率先成立国属大

数据交易所，创造了大数据

领域多项国内第一，以大数

据为引领推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以大数据政用

带动商务、民用，一大批新

思想、新技术、新模态不断

涌现，推动了贵州乃至全国

数据产业迈向新高度，为进

一步推进国家大数据，贵州

综合实验区不断实现新发

展。

一、在战略上天空、地

海融合，推动大融合。地球是

人类的摇篮，人类必须要挣脱

引力的束缚，开创全球太空文

明，只是建立天机基础设施，

才能全方位感知数字资源。例

如在维护海洋权利中占据主

动，离不开天气摇杆的保障，

实现海域天气的掌控，在网络

信息主权中决胜网络，离不开

天机通讯的支撑。为保障网络

安全，维护数据主权，国家已

经把天空、地海一体化作为重

要的战略支撑。当前谷歌、脸

书等巨头，纷纷加入数据卫星

领域。我们必须构建天空、地

海联通的大数据感知和应用体

系，实现网络信息一体化，数

据分析智慧化，决策支持敏捷

化。

第二个在战役上，数据

驱动发展是一个开创复杂的系

统，打造人机结合，人网结

合，以人为主的智慧化系统。

这个可以把人类的行为优势和

机器的逻辑思维能力创造在一

起，实现1+1>2的效果，通过

全方位的感知，获得更好的效

果。

第三个在战术上，数据主

权的保障能够实现大安全。由

于互联网源自于美国的原因，

我国的核心技术、重要的产品

无法自主可控，面临数据跨境

监控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我国

数据主权面临重大的现实威胁

和潜在的挑战。一是数据受制

于人，目前唯一的主键服务器

都在少数的大国掌控，导致全

球数据对少数国家单向透明。

二、国外的路由器交换器的制

造商，在我国骨干的网节点。

三、数据的末梢神经广泛地渗

透，数据安全面临极大的威

胁。四是数据跨境监管制度的

滞后，跨国企业在不同的国家

分支机构的传输，海量的商业

数据，带来数据跨境流动的安

全问题。我国不少大型的互联

网企业均为外资控股，容易造

成互联网海量数据在无监控的

情况下出境。我们知道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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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关键技术、装备上培

育能与国外的八大金刚并列齐

驱的能力。

最后我代表薛院长对专

家委员会给予大力支持，也会

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做到积极参

与，贡献智慧。谢谢！

周 涛 ： 上 一 届 专 家 委

员会成立没有动静，我们怎

么样避免专家委员会成为花

瓶，我觉得有好的机制保证

我们实质性的参与。现有专

家委员会，在贵州特别是在

发展大数据的时候，涉及到

重大项目的评估，重要政策

的制订，还有关键性人才引

进等等。比如在成都，最近

成都专委会，实际上就是抽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里面抽五

个人，评估整个成都智慧信

息中心，类似于杭州的城市

大网。是在阿里、中电科、

子光集团里面遴选合作对

象。我们现在都是专委会

做，但是这么多专家不可能

经常来贵阳，这是客观的问

题，我们套一个的科技团。

这里面指订一到两个人，我

们每次抽，比如这一次七个

专家，抽到之后，这七个专

家能够来最好，来不了就选

择你指定的人，我们现在基

本上实现重大的招投标，涉

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都是

由专委会人来做，不像以前

挂虚名。通过机制保证这些

人实质性参与。

第二个是过程性参与。

我以前和四川合作，在决策咨

询委员会，它有时候给我大数

据产业规范，他问我有什么意

见。实际上这就是因为很多专

家最终都是拉过来，用来给政

府已有不太好的成果背书，其

实不起作用，因为不可能再说

“不”，其实整体都不行。

特别重要的一些大的政策的制

订，还有一些事，不能说已

经有了，你已经找了一家莫名

其妙的咨询公司做好了，然后

再叫我们过来评审。最好提前

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主要

的专家参与，这是过程性的参

与。

第三个建议在产业发展

方面，我觉得贵阳真的做很

牛，成都都喊大数据学贵阳，

以前没有什么东西学贵阳。但

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制约点，

一方面是刚才人才问题，另外

一方面整个贵阳在人工大数据

方面，靠总部引进过来，靠自

己培养独角兽起来的特别少。

像货车帮整体来说是互联网+

传统经济，是共享的模式，用

了大数据的工具和手段。真正

的大数据企业在贵阳生根，总

部和人才都在这里，都很少。

我觉得未来要发挥贵阳政务数

据公开共享，走在前列，以这

些数据为资本勾引企业，把总

部放在这边，培养一批企业，

做一批独角兽的企业，这样贵

阳的大数据才能持续发展。谢

谢！

郑纬民：很高兴成为委

员，这里面写的，我们不好好

干，要取消委员资格。我想

能做一点什么事，无非两个角

度，一个是梅宏主任和大数据

局，给我们布置任务，你倒是

给我几个作业题，我去做。

另外一个，我们主动提一点建

议，这两个事，我觉得都需

要。特别是我对贵阳的大数据

情况不太了解，更需要你给我

布置一点作业，我觉得这样会

好一点。我想大数据局的领导

在，国家应该定期或者不定期

地给我们这些委员，讲一讲贵

阳大数据的情况怎么样，有碰

到什么问题，我们做一些什么

事，需要我们出什么主意。

另外一个，咨询委员会

这个事要做好也很复杂，很多

事可以做。不做好，明年现在

什么也没有做，很多咨询委员

会都是这样的，基本上没有做

太多的事。今天我们在座的委

员，的确很忙，我可能很空闲

的了。来人都没有来，代表来

了，就开一次会。我觉得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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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开会的时候，你们要提前把

委员的时间弄好了，需要本人

来比较好。

我 不 是 贵 州 人 ， 大 数

据博览会我参加四次了，后

面这三次，我组织了一个论

坛。这个论坛三年做下来，

我还是请了一些很有世界水

平的人做这个事，要把它弄

好。但是每一次开完会回

去，人家问我，你到贵阳去

参加数博会了，贵阳数博会

有什么成果没有？说实话，

究竟这几年下来，成果究竟

有多少？这一本书，总结了

成果，这几年写了很多成

果，我很多都不知道，但是

有一些成果的写法我觉得可

以讨论的，这是大数据的成

果，还是云计算的成果，还

是人工智能的成果，还是一

般的互联网成果？你写了大

数据成果这么多，所有的跟

IT有关系的，跟互联网有关

系的，跟大数据、云计算有

关系的，都放到成果里面

了。大数据这个事，最近几

年有发展，但是产业化，要

把它赚钱，基本上不怎么

样，不止是贵阳，全世界都

是这样的。云计算开始赚钱

了，大数据没有呢？我们一

下子赚这么多钱了，以至于

我每次回来，我都说不出来

贵阳的大数据（成果），我

也不太了解。刚才齐向东、

周涛也说，不管怎么样，我

们给人感觉就是习近平总书

记发贺信了，马凯总理来参

加过了，感觉没有什么（成

果），了解的不够，这一次

我们宣传不够也有关系。我

们每年能不能明年的数博

会，专门有一个论坛来讲这

几年大数据究竟什么进展？

贵阳有什么进展？就讲大数

据贵阳什么进展，不要把别

的东西混在一起。不要讲十

个成果，人家都说不是大数

据的，这个没有关系，每年

要有具体的大数据成果十

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大数

据，这个成果究竟行不行？

就说这么多。

单志广：很荣幸参加专

家委员会，继续在梅宏院士下

工作。我谈几点，专家委员会

参加的比较多了，确实怎么做

好，需要下一点功夫。我觉得

核心要围绕贵州省示范区的建

设，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怎么样给工信委批复的八个任

务，专家委这方面要配合大数

据局把这个事搞好。咱们国家

当时批复是有明确任务的，但

是贵州非常积极，把八个领域

的任务都拉过来了，现在两年

一晃就过去了，到时候我们写

验收怎么弄？我认为现在需要

考虑这个问题了。这是专家委

需要做的一个事的领域。

国 家 的 专 家 委 分 产 业

组、应用组、安全组、资源

整合组，专家的领域不一

样，分成组更好展开工作，

我们还有顾问组。另外我想

也是刚才郑老师一个问题，

我也来开过三次了，我会听

到很多别的人士听别的事，

听贵州每年的成效，我觉得

获得感比较少。我也感觉会

办的就是一个平台，给全世

界在这里一起畅谈，包括区

块链。上午有一些领导说基

于大数据的区块链。区块联

本身来说不是基于大数据的

基础，这个不对。这个东西

既要给全世界搭建起来，更

重要的是贵州。在这个平台

上，所有的东西，就是在这

里开一个会，第二天一散，

没有跟贵州有关的东西，确

实这个会开的，我们的目的

没有达到。怎么能够未来专

家委开一个论坛？就是围绕

一年来帮贵州做的技术、应

用、产业的工作，做一个汇

报，大家做一个交流，就围

绕贵州的，可能这样更有体

验，而不是说论道，面向全

世界的技术而谈。怎么样突

出贵州+，贵州的特色，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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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世界+贵州。

第三个未来利用国家大

数据专家组委员会，跟贵阳联

合办一个。从机制上来说，

怎么有一个约束的机制。北京

市原来有一个机制，北京市

1000万以上的重大评审的论

证，必须要有专家委的委员来

当主任或者副主任。我们每年

搞的重大的论证，都会把自己

认识的专家凑过来，但是就是

要勺子买卖，评一次后就没有

联系了。我觉得能有比较固定

性的机制，另外结合贵州的发

展，给专家委的委员有一些调

研的机会。帮助大数据局出一

下综合区的发展报告。我认为

每一次主论坛上，特别花哨的

片没有必要，把一年的进展，

实打实弄一下，大家看一下非

常好的。特别花哨的，没有别

人看，大论坛之前十分钟就是

一年的重大进展。让很多人看

一下，一年贵州干了这么多的

事，这些都是很实的东西。我

建议专家委员会通过这些点，

可以真正掌握一些标志性的东

西。最后常务长来说你干什么

了？好像没有干什么了，这就

麻烦了。有一个报告，是梅院

士做主编，我们专家一起编

的，这不行。我觉得需要有一

些标志物。

景亚萍：感谢各位专家，

刚才梅宏院士代表我们专家

咨询委员会做了重要的汇

报。各位专家围绕如何推动

贵州大数据，如何建好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及如何

开好数博会发表了很多真知

灼见的意见。对我们很有启

发，特别是对大数据专家委

员会办公室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我们很受启发和鼓舞，

更受感动。各位专家都是围

绕如何把贵州大数据做好、

做强、做大提出很好的建设

性的意见。贵州大数据的发

展离不开各位专家的指导和

支持，我们将对各位专家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梳

理，而且认真研究，并且把

各位专家的意见抓好落实。

由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专家们聚会在一起，确实非

常的难得，能够像这样一次

和专家面对面听取各位专家

的意见和建议不多，前一次

专家委员会的成立没有开过

一次专家委员会，这对我们

来说也是难得的机遇，我们

也希望我们专家们回去能够

采取很多的方式，给我们提

出更多的建议。同时我们也

将去探索更多的形式，把专

家委员会作用发挥更好。对

大家提出的建议，我们一定

要认真吸纳，同时作为专家

委员会的办公室，我们也将

集成为各位专家提供服务，

包括提供各种信息，提供贵

州发展大数据的现状，希望

各位专家不断为我们贵州大

数据提供智力支持，今天的

会议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

位专家，谢谢！

梅宏：散会说一句话，贵

州的整体上上下下，对于大数

据内涵的认识和思维的转变，

比别的很多省要强很多。虽然

说技术成果可能不一定展现出

来，因为本身的基础在这儿，

但是在应用上已经开始展现。

这就是一个沃土，有一个概念

的沃土，应用做好了，后续就

可以做好。谢谢各位！

来源：ht tp : / / spec i a l .

chinadevelopmen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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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国际金融科技产业高峰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7日…13:30--18: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5

论坛简介：分享金融科技中国化的运用与创新、探讨中国式新金融的融合发展。

国际金融科技产业高峰论坛在贵阳举行

5月27日，2018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分论坛“国

际金融科技产业高峰论坛”在

贵阳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财

政司司长陈茂波，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晏，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中国支

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王素珍致

辞。

省金融办副主任任辉、

副市长王玉祥、中国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副行长孙涌出席

论坛。市政府秘书长刘本立参

加。

国际金融科技产业高峰论

坛由数博会组委会主办，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支付清

算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

牛津大学NIE金融大数据实验

室承办，旨在分享国际金融科

技发展的先进经验，探讨金融

科技的发展给金融监管带来的

挑战，寻找金融和科技的新平

衡点，更好地以金融科技引领

金融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陈茂波在致辞中介绍了香

港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情况。他

说，香港金融科技生态良好，

在金融科技创新、区域合作、

区块链应用、移动支付、网络

安全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大

数据分析和应用广泛深入，金

融行业利用大数据改变提升营

销策略和业务策略，为客户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有力

提升了香港金融科技产业的影

响力、竞争力。希望大家加强

与香港有关行业和部门的沟通

交流，共促技术创新，推动金

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更好地利

用金融科技服务经济、造福社

会。

陈晏在致辞中对各位嘉

宾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贵阳

的金融科技发展情况。他说，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金融

科技正以迅猛的势头重塑金融

产业生态，有力推动了金融业

的普惠化、精细化、智能化，

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

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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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第三届大数据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2018）

时　　间：2018年5月25日…09:00—17: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5

论坛简介：本次会议将汇聚“产学研用”各界资源，促进形成开发合作、协同发展技术、产

业和应用生态体系，促进走出“产学研”一体化的新路径。

第三届大数据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2018）大数据科学引领与创新

5月25日上午，第三届

大数据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

（2018）在贵阳举行，贵阳网

将为您全程进行图文直播

【主持人】：尊敬的张钹

院士、管晓宏院士、刘华鲁副

院长，程学旗秘书长，各位专

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

午好：

实支撑。贵阳市将用好此次论

坛的成果，加快推进以大数据

为引领的金融科技创新，进

一步强化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

的跨界融合发展，不断增强依

法管理和风险防控的能力和水

平，让金融的“血脉”更加通

畅、让现代经济的“血液”流

动顺畅，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王志勤在致辞中说，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将充分发挥桥

梁作用，持续增强信息通信技

术服务金融行业的能力，推动

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为金融行

业政策和标准制定提供有力支

撑，助力金融行业转型升级发

展。

王素珍在致辞中说，金

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给支付方

式带来根本性变化，形成了新

的业态模式和新的竞争优势。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将同大家一

道，共同推动金融科技加速发

展，加强支付领域安全监管，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安全

的支付方式。

论坛上，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

长何宝宏、联通大数据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越、汇丰银行数据

科学家佩德罗·拜兹等知名企

业嘉宾发表主旨演讲，牛津大

学NIE金融大数据实验室高级

研究员、数据科学家王宁分析

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与金融融

合发展的趋势并主持召开了圆

桌论坛。

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还发布了《监管科技前沿技

术与应用研究》。

国内外有关金融行业代

表、有关专家学者，市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记者…樊成

琼）

来源:……贵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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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谨代表大会热烈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多彩贵州、

爽爽的贵阳，参加2018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出席其

重磅学术活动--第三届大数据

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以国际

化的视野，共同探讨和共享我

国大数据发展的机遇、挑战以

及科学问题。在此，对关心和

支持此次大会的专家和领导表

示真诚的感谢。

第三届大数据科学与工

程国际会议由数博会组委会主

办，人民邮电出版社，中国

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

承办，通信传媒《大数据》

协办。本届会议重点关注行业

最热、争议最多，关注最高

的引领话题，以及大数据核心

技术攻关和理论创新，着力反

映全球大数据前沿研究和技术

创新的最新进展，以期推动学

术界和产业界达成共识和深度

融合。为大数据产业化应用提

供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会

议邀请了张钹院士、管晓宏院

士、熊辉教授、潘毅教授等国

内外大数据领域的顶级专家学

者做大会的特邀嘉宾，并做大

会的特邀报告。

【主持人】：下面向各位

隆重介绍今天上午论坛的演讲

嘉宾：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

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宏

人民邮电出版社副社长刘

华鲁

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

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程学旗

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

大学罗格斯商学院正教授… …熊

辉

美国亚特兰大乔治亚洲立

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正教授…潘

毅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本次

会议的支持

贵阳作为大数据的先行

者，在实体经济、新兴产业、

社会治理、服务民生、乡村

振兴融合等许多方面都走在前

头，实现了率先发展，在这里

和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大数据

的科学引领和创新这个话题，

我们认为是非常有意义、有价

值，下面留出宝贵的时间我们

来倾听各位专家的报告。

【刘华鲁】:作为数博会重

磅活动之一，大数据科学与工

程国际会议已经成功举办了两

届，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今年第三届大数据科学与工程

国际会议以“大数据科学引领

与创新”为主题，从大数据的

科学引领和创新、大数据管理

方面组织主论坛和主题论坛，

见微知著，展示全球大数据产

业的技术趋势和创新应用成

果，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使大数据技术真正应用于产

业，服务于社会。

… …最后，感谢各位嘉宾出

席本次大会，感谢支持我们的

专家和各界朋友，预祝本次大

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来源：贵阳网



435

数博会专题

论坛名称：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协同治理

时　　间：2018年5月27日…09：30--12：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舞阳河厅

论坛简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下称：实验室）拟定期在数

博会期间举办“数智治理”系列论坛。

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协同治理论坛举行

贵阳网讯… 5月27日，

“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协同

治理”论坛在贵阳举行。与会

嘉宾围绕共享经济发展、人才

共享、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

大数据助力共享经济可持续发

展与协同治理等论题展开研

讨，分享前沿经验。

近年来，共享经济风靡全

球，中国故事格外精彩。本次

论坛围绕共享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与协同治理论题，邀请了国

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分享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北

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崔

书峰，猪八戒网CEO朱明跃，

Airbnb爱彼迎中国区副总裁安

丽，美国ENFOS公司首席执

行官恩福斯克雷格·莫德希

特，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主

任雷吉承，分别以“中国共享

经济发展与治理创新”“共享

出行行业的协同治理与共享共

建”“集众智汇众力…构建人

才共享经济新生态——大数据

时代的人才共享”“推动共享

经济可持续发展”“大数据管

理促进生态环境的共享经济发

展”“大数据助力共享经济可

持续发展与协同治理”为主题

进行了演讲。

在“共享经济协同治理

圆桌对话”上，桂林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产业处处长杨国栋、

Airbnb爱彼迎中国区副总裁安

丽、摩拜单车副总裁崔书锋、

上海泽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张元刚就共享经济的协同

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

促进共享经济向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方向发展建言献策。（记者…

黄菊…游红）

2018年5月27日上午，在

贵阳数博会“共享经济可持续

发展与协同治理”论坛上，复

旦大学联合“提升政府治理能

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发布了《2018共享经济

协同治理“十大案例”推介》

（以下简称《案例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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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推介》由复旦大学

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出品，

是国内首个针对共享经济领域

政府部门、平台企业和社会组

织协同治理模式的案例推介报

告。途远共享农庄是在2017

年国家允许试点集体土地建设

租赁住房后，企业与政府合作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创新尝试。途远

共享农庄以农村的闲置土地为

核心，通过装配式建筑改善农

民居住条件的同时，将闲置房

屋租售给希望享受田园生活的

城市居民。政府在建设田园综

合体和美丽乡村等方面给予政

策支持与引导，用民间的力量

发掘并盘活农村现有资源，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多方共

赢。

来 源 ： 贵 阳 网…

h t t p : / / www . s o h u . c om /

a/233194312_436908

论坛名称：智领中国·创赢未来
——工业互联网视角下的大数据与智能制造高峰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7日…13:30--17: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C

论坛简介：探索以大数据为抓手振兴实体产业的方向与路径，促进大数据产业与制造业的交

流与合作，为振兴实体经济，为“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大数据驱动智能制造 助推制造企业转型

——智领中国·创赢未来—2017智能制造与

大数据国际高峰论坛在贵阳成功举办

2017年5月25日至28日，

国家级全球盛会——贵阳2017

国际大数据博览会隆重召开，

期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

文化发展中心承办的“智领

中国·创赢未来—2017智能

制造与大数据国际高峰论坛”

（以下简称“高峰论坛”）于

2017年5月27日在贵阳国际生

态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联盟理事长谭建荣，工业

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

主任罗民，泸州市委常委、副

市长王建翔，中国工程院制造

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工业和

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

任助理韩强，同济大学教授Ulf…

Henning…Richter…博士，浙江大

学教授Christoph…Schubert博

士，以及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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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董事长程宏亮等十几位

重要嘉宾出席了本次峰会并带

来精彩的主题分享。

高峰论坛现场

大数据做为智能制造发

展的基础和关键以及工业软实

力助力制造强国建设等议题成

为本次高峰论坛的讨论焦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

中心主任罗民指出“中国制造

2025”应该是“刚柔并济”的

中国版“工业4.0”，不仅要提

高产业规模、技术水平、材料

装备、制造能力等“硬实力”

指标，更要注重传承和弘扬优

秀工业文化等“软实力”建

设。泸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王

建翔从工业化国家加快布局、

中国制造差距、中国制造发展

方向三个角度，立足世界的宏

观视角、着眼中国国情，对全

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

向智能化转型给予高度概括和

精彩分享。中国工程院制造业

研究室主任屈贤明则从智能制

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主

攻方向、大数据是智能制造的

基础和关键两个维度发表了重

要主题演讲。屈主任表示，中

国已经渡过了智能制造的培育

期进入成长发展期，更针对我

国发展智能制造、工业大数据

的探索与实际应用所应注意的

问题和重点方向提出了富有建

设性的真知灼见。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联盟理事长谭建荣院士在高峰

论坛上针对智能制造与协同

设计发表了具有高度权威性

的演讲。两位来自德国的专

家学者——同济大学教授Ulf…

Henning…Richter…博士、浙江

大学教授Christoph…Schubert

博士以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深度

融合之德国工业4.0为立足点给

参会者带了具有国际领先理念

的精彩发言，让参会者大开眼

界，直呼精彩。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

发展中心主任罗民致辞

泸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王

建翔演讲

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

主任屈贤明发表主题演讲

同济大学教授Ulf…Henning…

Richter…博士

浙江大学教授Christoph…

Schubert博士

本次高峰论坛切实结合

当前形势，以“领域专注性、

观点前瞻性、听众高端性、形

式互动性”的特点，围绕“智

领中国·创赢未来”这一主

题，将政策管理层、学术界和

产业界人士汇聚一堂，交流新

思路、凝聚新共识、拓展新合

作，共创中国和全球智能制造

更美好的未来！

来源：http://www.sohu.

com/a/144031778_77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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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大数据标准化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时　　间：2018年5月27日…09:00--12: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1B

论坛简介：夯实国家大数据战略基础，提升数据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大数据产业应用落地。

大数据标准化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在贵阳成功举办

2018年5月27日，大数据

标准化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论坛在贵阳成功举办。贵州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鸣明，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

服务业司副司长李冠宇，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二部主

任戴红，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

准工作组组长、北京理工大学

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梅宏，以及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副院长孙文龙出席会

议并讲话。会议围绕国家大数

据战略，就“大数据标准化引

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展开

对话和交流，加快推进大数据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产

业创新发展。

陈鸣明副主任表示，经

过近几年的探索实践，贵州大

数据产业发展迅速，培育了良

好的政策环境和坚实的产业基

础，也为大数据标准化工作开

辟了一片沃土。他希望与会专

家和业界精英为大数据标准化

引领贵州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建言献策，通过标准化推动

贵州大数据技术创新发展，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实体经

济快速发展、提升政府治理现

代化水平做出新的贡献。

李冠宇副司长指出，当前

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

键时期，推进大数据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改造

传统产业培育新的动能，符合

我国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大数

据标准化工作要针对产业发展

现状，形成协调一致，布局合

理的标准体系；围绕我国实体

经济改革发展的需求，开展行

业应用领域的大数据标准研制

工作；加强大数据标准的宣传

推广；优先在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和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立标

准示范基地，开展标准应用示

范工作；加快我国大数据标准

的国际化步伐，加强与相关国

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

际话语权。

戴红主任强调，大数据标

准化工作要始终围绕推动数据

融合、打通数据壁垒、建立数

据资源共享体系等重点工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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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强化标准体系规划布局和

发展路线研究，发挥标准的规

范引领作用；要加强创新技术

与标准化、产业化的有效互动

和相互促进，及时凝练创新成

果，特别是在促进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提升大

数据标准化工作的先进性、科

学性和适用性；要充分利用我

国资源和市场优势，找准发力

点，推动我国大数据标准的国

际化进程，将创新成果融入国

际标准，推动提升我国大数据

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梅宏院士指出，随着大

数据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数据管理、安全和隐私保护、

共享开放等治理方法日益受到

关注。数据作为战略资源，其

归属、估值、交易和管理已纳

入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资产，在

法律层面明确数据的确权、流

通、交易、保护具有重要的基

础意义。对于当前大数据管理

面临的诸多问题，需统一标

准，建立完善的执行机制和灵

活的行业治理机制，为国家掌

握数据安全和维护用户权益提

供抓手。

孙文龙副院长表示，电

子标准院依托全国信标委大数

据标准工作组，在标准研制、

平台建设、标准化研究和标准

符合性测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

的进展和良好的成效。后续将

围绕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和标

准化工作改革方针，根据大数

据技术、应用发展的需求，积

极推动做好重点行业领域的标

准，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提供标准支

撑。

论坛上，联想集团副总

裁田日辉、阿里云首席科学家

闵万里、华为IT部部长吴建明

和腾讯云副总裁王龙，就大数

据标准化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城市治理、企业数据能力提升

等方面展开对话和交流，四位

专家独到的见解和针对产业发

展痛点的真知灼见，在与会嘉

宾中引起热烈反响。期间还颁

发了“第二届数据标准化及

治理奖”（详细获奖名单见文

后）。本次论坛由2018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主

办，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

作组和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承办，来自政产学研用的

200余位专家和企业代表出席

本次论坛。

数据标准化及治理领导力

奖：李健、薛武、许旭亮、吴

智贤

数据标准化及治理专家

奖：刘驰、刘超、孔庆贺、李

继红、叶劲松、马文、张叶、

李洪伟、刘宇峰、宾军志

数据标准化及治理实践

奖：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贵阳市信息产业发展

中心、浦发银行、汇丰环球客

户服务（广东）有限公司、国

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广东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中

国民生银行人力资源部、云南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山东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质检总

局信息中心、贵州省公安厅交

通管理局、中国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

来源:http://www.sohu.

com/a/235853558_3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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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云行智雨，只为美好生活
——云到边缘计算产业趋势分享会”论坛

时　　间：2018年5月27日…14:00--17: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综合厅B

论坛简介：如何在云计算到边缘计算的大趋势下，积极布局相关产业，将是政府相关决策者

面临的巨大挑战。

云到边缘计算产业趋势分享会顺利召开

主持人（李长华）：各

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

好！

欢迎大家参加“云行智

雨，只为美好生活”—云到边

缘计算产业趋势分享会，我是

Gartner高级高管合伙人李长

华，我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

今天的话题对大多数人

来讲应该是比较新的话题，同

时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话题，

我们今天下午的目的是让大家

在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中能够

了解一个新的技术，同时能够

理解这个新技术给我们生活会

带来什么。说一千道一万，技

术如果不能为生活服务，有什

么用呢？希望大家以轻松的心

情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

活动主要有两个环节，首先是

Gartner曾劭清先生的演讲，中

间会有20分钟休息，第二部分

是请嘉宾到台上讨论。

接下来掌声有请曾劭清先

生为我们分享云到边缘计算发

展趋势。

曾劭清：今天讲的是云

到边缘的分享趋势，边缘计

算在2017年度10大技术趋

势之一。大家可以先看一看

PPT，这是一个汽车，左边是

我们在2015年所做的一个调

研，当我们去问企业高管和

CIO，我们问他们，认为将来

的产品和服务数字化价值大

概是多少？2015年是30%，

2019年预计达到46%，这是

2015年12月份的一个预测。

右图可以看到以汽车作为例

子，汽车领域有各种各样新

的功能，比如自主停车、自

动驾驶、数字保险服务、数

字仪板等等，这样一些新功

能在上面。新产品有越来越

多的数字化功能。包括现在

欧洲新出来的汽车，基本上

都有两个数字化的模块，一

个是控制车内的核心功能，

比如车的刹车，还有辅助功

能，比如空调、在线娱乐。

汽车出厂都有两个API给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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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有很多新的数字化体

验可以开发出来。数字化体

验越来越高，这里会用到很

多边缘计算。

图上看到美国曼哈顿的

场景，时代广场，有多在这里

走路，有些人可能在找朋友，

有些人可能在找酒店，有些人

可能坐在自动驾驶汽车内，

等等。这里面的需求很复杂，

各种各样的一些需求。在这

里面代表各种各样真实场景需

求的多样性。首先看自动驾驶

汽车，如果一个自动驾驶汽车

在开放环境之下，会有很多突

发事件产生，这里面有很重要

的一点，汽车在行使过程中如

果监测到对面驶过来一辆车，

车与车之间怎么通信？使得驾

驶模块可以在相应的距离两个

汽车相互停住。因为汽车是重

型设备，里面可以有电脑，可

以有本地计算，不同的汽车有

不同的驾驶模块，牵涉到不同

厂家的自动驾驶模块，相关计

算协议的转换，特别是在车对

车的沟通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需要有一个本地场景来

做相关计算的换算，这是一方

面。另外还有相关的人，比如

说找酒店，根据相关物体找相

关的酒店也好、相关的餐馆也

好，也需要实时的响应，而不

是非实时的响应。从这个角度

来看，都需要把边缘场景得到

更多的满足，而不是有时延的

满足，更多是低时延的满足，

这时候就有边缘计算。

首先介绍边缘计算的概

念，这是边缘计算的一个定

义，大家可以看到边缘计算是

一个分布式的计算拓扑，所有

的计算都是发生在靠近数据的

产品或者数据被使用的位置进

行，这是定义。

可以看到图上，在真实

生活中是人和物、人和人、物

和物都会发生很多的连接，物

有可能是重型设备，比如像汽

车，有可能是一些轻型设备，

比如可穿戴设备非常轻型。重

型设备可以内制一个电脑，进

行本地计算，轻型设备不能依

靠电脑。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

边缘，边缘计算有一个很大的

特点，边缘的多样性，这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边缘计算跟物联网之间

的区别，刚才已经给出边缘计

算的定义，一个分布式计算的

结构，有信息的产生、信息加

工，还有计算，是靠近信息被

使用和信息被使用，这是计算

分布式的架构。物联网的设

备，更多是以可联网的物理设

备，在物理设备内内制很多科

技元素，比如传感器、软件，

相关的一些芯片，使得物联网

的设备可以倍数字化控制。所

以它们的定义不一样，一个更

多在设备上，一个更多在云计

算上，分布式的计算上，这是

它们之间的差异。

边缘计算在很大的场景下

都是支持在物联网场景之下，

物联网是边缘计算现在看到的

第一大应用场景。这个时候，

边缘计算能给物联网产生什么

样的价值呢？首先在数据搜

集，相关自动化授权，解决时

延问题，等等，这些是边缘计

算所带来立竿见影的价值。但

是也会派生另外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数据分析，因为数据产

生之后，能不能做到本地分

析？本地分析把一些有用的数

据传回企业数据中心或者云中

心，有一定的挑战。如果做本

地分析的话，一些物联网设备

里面没有内制电脑，怎么做本

质分析？所以需要边缘架构提

供计算资源。另外一个是安全

性，自动驾驶汽车在行使中，

如黑客黑掉，按照大家所说

的两种API，都是被黑客所控

制，这个时候带来一些灾难后

果，这个时候怎么防范物联网

安全？这也是一个。包括相关

的管理、互联方面，都是现在

看到边缘计算跟物联结合的挑

战。

时延的问题，如果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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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场景下，500毫秒的时延

会产生很多用户体验下降。在

自动驾驶场景下，刚才讲到车

和车的通讯，如果数据处理和

决策产生需要从汽车传到云中

心，或者企业的数据中心，这

个时候通常有100毫秒时延，

或者更大的时延。这个时候在

汽车行使过程中，如果343毫

秒，可能汽车已经往前行使35

英尺，需要把所有的决策下载

到近似于本地的区域，尽量减

少时延，来实时控制物联的设

备或者汽车。

比如在线零售，100毫秒

时延，减少零售额度1%。交

易平台，如果是高频交易的

话，时延影响更大。如果是

VR/AR技术，用新技术来做在

线零售，如果有很高的网络时

延，7毫秒的时延人就会产生

动晕症的感觉。因为时延问题

带来的挑战，会产生边缘计算

的应用场景。

刚才把边缘计算的概念

大概介绍了一下，下面讲第二

个概念，边缘计算和云计算之

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很多人认

为有了边缘计算，可能就不需

要云计算，因为边缘计算的风

格跟云计算基于中央的风格有

可能不一样。也有人认为云计

算的提供商，比如说阿里、

华为、腾讯，他们也把自己的

模块下沉，建立自己的边缘

节点，有了云计算提供商的平

台就不需要边缘计算，也有这

样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两者

是相互补充，边缘计算跟云计

算是相互补充、相互辅助。任

何的企业既需要边缘计算，也

需要云计算，这两部分合在一

起，作为整体云服务的战略和

IT战略，这是我们的观点。

边缘计算和云计算的差

异，边缘计算更多是去中心

化、分布式的架构，更多是靠

近场景发生的物理位置，把计

算资源下沉，靠近场景发生的

物理位置。很多创新服务，放

在靠近场景的物理位置，可以

提高用户的体验，提供相应创

新服务，去提高用户体验，这

是很重要的特点。边缘产生很

多的数据，大量边缘设备产生

的数据，可以通过边缘计算进

行采集，进行相关的分析，把

很多智能算法放到边缘，提高

用户响应的实时性。云计算，

更多是中心化，更多是大规

模的支持，还有相关的一些创

新，还有管理，它们是相辅相

成的作用。

对企业来讲既有传统的

数据中心，也可能有云数据中

心，但是现在大部分企业目

前来说还是没有边缘计算的部

署。在这个时候，我们看未

来企业的IT，基本上是混合IT

既有自己托管数据中心，也有

云数据中心在云上部署的IT，

同时还有边缘计算，比如边缘

服务器之类等等的IT，这是形

成混合的环境。对企业IT或者

CIO来讲，需要提前考虑到边

缘计算的计划，去支持将来的

业务计划。

刚才一直讲边缘计算跟

云计算的概念，可能有很多IT

高管或者CIO还是没有从架构

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下面

我们从架构角度给大家做更多

的阐述。设备没有太多的计算

资源，需要有一些网关计算设

备，来做一些信息的聚合、协

议的转换，或者过滤和转发。

网关设备可以说是企业的边界

路由器，在企业边缘的路由

器，也可以是一些智能手机作

为网关设备，也可以是一些特

殊设备，比如相关工业的控制

设备作为网关，等等，都是可

能的。我们抽象成网关设备，

网关有一定的计算功能，但并

不是非常强的计算能力，更多

是做简单过滤和分类，把相关

数据往回传到两个后台。这两

个后台可以说是云数据中心，

也可以说是企业的数据中心，

企业可以进行灵活选择。企业

数据中心或者云数据中心在这

里更多是综合分析、综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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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这是一种通用性的架构，

针对非低时延，我们叫做超低

时延的，这种架构就可以。如

果是另外一种，需要更多的计

算资源，这个时候除了刚才所

说的网关，还需要有边缘的服

务器，如果通常的场景下需要

的资源不是这么多，边缘服务

器可能是一台、两台，基于低

功耗服务器也行。如果有一些

类似自动驾驶的场景，需要多

个服务器组成一个群集，来处

理超低时延的应用场景，可能

这个时候就会用到微型数据中

心，部署在边缘，提供更多的

计算能力。后台还是像刚才那

样，可以是云数据中心，也可

以是企业内部数据中心，提供

综合管理和内部分析。

h t t p : / / s p e c i a l .

c h i n a d e v e l o p m e n t .

c o m . c n / 2 0 1 8 z t /

zxbd/2018/05/1276245.shtml

论坛名称：智能制造论坛
——数据驱动智造

时　　间：2018年5月26日…14:00--17:3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舞阳河厅

论坛简介：探讨驱动“智造”的技术实现路径，分享优秀成果和成熟经验，推动全国制造全

产业链的转型发展。

“数据驱动智造” —数博会智能制造论坛在贵阳成功举办

5月26日，…2018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智能制造

论坛——数据驱动智造”在贵

州省贵阳市成功举办。

本届数博会的年度主题

是：数化万物，智在融合。开

幕式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数博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日新月异，给各国经济社会发

展、国家管理、社会治理、人

民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把握好大数据发展的重要

机遇，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

展，处理好数据安全、网络空

间治理等方面的挑战，需要各

国加强交流互鉴、深化沟通合

作。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

重视大数据发展。我们秉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围绕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全

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助力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

量发展。希望各位代表和嘉宾

围绕“数化万物·智在融合”

的博览会主题，深入交流，集

思广益，共同推动大数据产业

创新发展，共创智慧生活，造

福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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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智

能制造论坛——数据驱动智

造”在贵州成功召开。

本届论坛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以及贵州省人民

政府作为论坛指导单位，并由

中国自动化学会主办，众诚智

库咨询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承办，贵州省自动化学会协

办。

论坛开幕式由贵州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李泽滔教授

主持，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玉海、中国工程院吴澄院士

分别致开幕词，中国工程院沈

昌祥院士、众诚智库咨询顾问

（北京）有限公司总裁杨帆、

中国自动化学会办公室副主任

赵学亮、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

中心主任助理韩强、中化能源

工业互联网负责人李希仁、无

极道控股董事长赵红梅、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冯翔教授等多位

专家在内的200余人出席了本

次论坛。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实现

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

的重要节点。

工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

加快，在这同时，挑战和机遇

并存，他指出智能制造是未来

工业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也

是现阶段工业企业实现节能降

耗、减排增效的重要实现路径

之一。

吴澄院士向与会嘉宾表

示了欢迎，他提出企业主体是

智能制造的实践者，更是引领

者，我们不能把颠覆性技术停

留在概念中、科研实验室里，

企业是产业化的有力推动者，

每一个制造企业都应实施智能

制造，从长远看，智能制造将

是提升企业效益的重要措施。

沈昌祥院士根据现阶段国

内信息安全现状作了《智能制

造安全生态圈》的报告，他强

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

全。他指出了现阶段我国网络

现状的“四个没有改变”。一

是，美国垄断网络空间霸权的

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二是，网

络空间敌强我弱的态势没有改

变；三是，敌对势力利用网络

绊倒中国的图谋没有改变；四

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没有改变。沈昌祥院士随后指

出，网络威胁是永远的主题，

按照国家等级保护的要求，按

照等级保护的要求，再到网关

介入，对应用环境来说有前置

处理，具体每一个节点都是可

信的，就能使安全健康的可信

的，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构

成智能的体系，构成智能的社

会。

随后，本次活动的承办单

位众诚智库咨询顾问（北京）

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杨帆总裁发

布并解读了《2018先进制造

产业发展白皮书》，杨帆总裁

表示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走访

调研，包括走访贵阳本地的的

单位，去采取他们在工业互联

网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的实践和

问题，以及也去借鉴的同类

支持平台的材料，整体做成白

皮书。这个白皮书截至2017

年末，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数

量已经超过150个，2020年中

国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可达到

1275亿美元，在制造业过程中

提前布局，能够掌握标准的主

动权。

同期杨帆先生还解读了：

1、全球工业互联网的特征和

趋势。2、发展先进制造业面

临的挑战。3、“互联网+”

带来的五大未来创新和改变。

4、未来的策略。

小米公司是中国互联网

界，同时也是制造界的中国制

造速度和品质的代表，从2010

年公司成立至今，仅仅8年时

间，小米在全球智能手机的份

额达到10%左右，小米科技首

席架构师，人工智能及云平台

副总裁崔宝秋先生进行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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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路线，AI是未来核心战

略》的报告。

报告中，他提到CBA并不

是大家打篮球这是中国男篮职

业联赛的标志，而是云计算、

大数据、AI，一直推动数据驱

动，小米就是一家大数据公

司。

他指出智能手机将会是人

工智能最大平台，各种技术都

可以在手机上落地。未来智能

手机+IOT，将为AI为人工智能

打造了无限的生态。

中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

业互联网负责人李希仁先生带

来了《能源炼化领域的物联网

平台搭建》的报告。报告中指

出中化能源科技将重点发展产

业一体化，从原油到贸易，到

炼厂，到销售再到加油站，把

链条整体实现产业互联。

李希仁表示，中化能源在

第一步先实现了互联，第二步

进行感知，第三步进行生产数

据，工业互联网平台，首先是

数据资源聚集和服务的中心，

是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是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生态，信息

智能的体系。

无极道控股董事长赵红

梅女士为与会代表带来了《区

块链+智能制造+金融=智融天

下》的主题发言，报告指出通

过区块链的技术，可以把工业

区块链与工业云有机的融合起

来，提升智能制造实体经济的

运营效率和促进制造业的转型

升级。

工业4.0已经提出了很多

年了，但是似乎近在眼前，却

遥遥无期。物联网专家、智能

制造专家许永硕先生在论坛期

间在工业4.0的基础上带来了

《中国制造业新起点：服务业

革命开启服务业文明》的报

告，他对工业4.0的概念进行了

放大和改进。他表示，未来所

有行业的物联网，未来所有行

业都会被物联网变革，智能制

造行业将借助物联网实现服务

业革命，开启服务业的文明。

IBM是世界商业巨头，在

工业、农业多个方面建立了庞

大的商业帝国。其中IBM在物

联网方面也有着先进的理念和

应用，…IBM大中华区watson物

联网总经理李国志先生在会议

期间做了《认知物联网——数

字经济时代发展新动力》的报

告。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技

术，任何一个传统行业改变的

时候，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数

据，行业知识和经验。所以最

终的未来是当各种设备联网，

把不同的数据信息能够整合在

一起，然后不断的人机交互过

程中增强智能，将变成行业性

的大脑。

报告的压轴环节是由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冯翔教授带来

的《工业无线物联网在钢铁节

能的应用》的报告，钢铁行业

是国家的重点行业之一，是非

常基础的行业。冯翔教授从企

业的运营为出发点，现阶段企

业在技术升级、节能减排方面

的现状，提出技术升级能够节

约大量运营成本与能源，通过

工业无线技术能够安全可靠低

成本的帮助企业管理和运营，

帮助企业减排增效。

我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大

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制造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仍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转型升

级是主旋律，党的十九大明确

要求“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

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我国加

快先进制造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

最后，工信部工业文化

发展中心主任助理韩强、中国

制冷学会副秘书长胡汪洋、众

诚智库高级副总裁李瑞斌、中

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业互

联网负责人李希仁、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冯翔教授针对“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以及行业标准、产学研合

作等方面同台论道，专家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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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表述了各自的研究领域与现

阶段政策、产业、技术、应

用、标准等多方面的内容，同

期，他们对中国智能制造发展

建言献策，专家们对未来行业

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为更好的推进落实《中国

制造2025》总体部署，发掘优

秀的智能制造企业、产品及解

决方案，促进智能制造技术应

用，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众诚智库咨询顾问（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展了2018智能制造

领域优秀企业、产品、解决方

案及项目案例的征集工作，并

在会议上公布了“智能制造年

度优秀企业”等奖项，其中：

新松机器人有限公司、中化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无极道控股

集团、IBM…watson物联网等数

十家单位获得奖项。

论坛期间专家、企业家

经过交流沟通、探索合作为行

业建言献策，产出了丰硕的成

果，智能制造论坛取得了圆满

的成功。

来源：中国自动化学会

论坛名称：2018全球区块链技术发展论坛
——“区块链与社会治理”专场

时　　间：2018年5月28日…9：00--18：0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楼综合厅C

论坛简介：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聚集全球顶尖的技术专家和行业专家进行深入

的碰撞，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契机，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动能。

2018全球区块链技术发展论坛“区块链与社会治理”专场举行

2018全球区块链技术发

展论坛“区块链与社会治理”

专场28日在贵阳举行。论坛由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组委会主办，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可信区块链联盟、人

民网联合主办，以“共建、共

智、共享”为主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正在萌发，信息技

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

段。区块链掀起了用技术重构

生产关系的革命，本质上提供

信任创造平台，有望成为重构

商业逻辑、形成商业新业态的

颠覆技术，将有效降低社会摩

擦成本、商业交易成本，成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

能、打造数字孪生社会的新机

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

引擎。

近两年来，区块链技术越

来越受到政府机关和国际组织

的重视。2016年12月，国务院

印发的《“十三五”国家信息

化规划》中，区块链技术首次

被列入其中。区块链技术日益

站上风口，大量区块链新项目

涌入，众多机构投资者跑步入

场，互联网巨头纷纷排队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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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区块链应用高峰论坛暨Demo Day

时　　间：2018年5月28日…14:00--17:50

地　　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5

论坛简介：此次活动旨在搭建一个全球区块链技术发展交流的平台，聚焦区块链发展过程中

的关键技术问题。

清华经管学院罗玫教授在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区块链应用高峰论坛暨DemoDay”上发表演讲

2018年5月28日，2018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

下简称数博会）举办，在数博

会“区块链应用高峰论坛暨

DemoDay”上，清华经管学

院会计系副教授罗玫以“加密

数字货币的基本面”为主题进

行了演讲。

罗玫教授在演讲中指出，

各种数字货币的价格波动非常

巨大，牛市和熊市的转换速度

非常快，比传统股票市场快速

很多。传统股票投资者会关

注三类影响价格的因素：盈

利等基本面状况、宏观因素

和盘面流动性等市场信息。面

对没有监管的加密数字货币市

场，投资者应该谨慎了解区块

链项目的基本面即技术社区，

技术社区的活跃度是支撑数字

货币价格的重要因素。同时，

区块链，技术创新与应用探索

日益活跃，孕育着巨大的创新

机遇。

作为2018数博会区块链版

块的专业论坛，“区块链与社

会治理”专场重点讨论区块链

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解决方案、

应用场景的落地，推动区块链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聚集国

内外区块链领域专家进行深入

碰撞，共同探讨区块链技术发

展的最新话题，推动技术在贵

阳等区块链领先城市寻求发展

契机，从而进一步发挥数字经

济的动能。

论坛邀请了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

及美国华裔科学家，斯坦福大

学等来自政产学研的重磅嘉宾

围绕“共建，区块链——创新

治理方式，构建诚信社会”…、

“共智，区块链——建设智慧

城市，助力实体经济”、“共

享，区块链——软件定义世

界，智能引领未来”进行主题

演讲。

此外，众多行业精英和

专家学者围绕区块链在社会治

理场景的落地与应用、区块链

技术的迭代等话题进行圆桌对

话。同时，中国信通院云计算

与大数据研究所发布了《全球

区块链十大趋势（2018）》。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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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需要读懂白本书，不仅

仔细判断技术的前瞻性和可行

性，还需要谨慎考察提及的投

资团队、技术团队和顾问团队

是否可靠。罗玫教授还指出独

立事件显著影响加密数字货币

的价格，例如今年3月初时，

由于德国宣布了比特币支付可

以免收税的利好政策，使币价

上扬。罗玫教授最后总结，现

在区块链的经济体中，技术层

面处于开发阶段，但是在这个

经济体中，货币价格的支撑因

素，税收、财务、交易过程的

监管规范等各方面需要顶尖人

才对此做出研究，为区块链技

术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这也

是大学里研究中心应该关注的

重点之一。

数博会已经成为全球大数

据发展的风向标和业界具有权

威性的国际性平台，本次博览

会以“数化万物…智在融合”为

年度主题。（供稿：沟通办…责

编：时曼琳）

来源：h t t p : / / w ww .

sem.tsinghua.edu.cn/news/

xyywcn/11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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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源：贵州新闻联播（20180527）

网址：http://tv.cntv.cn/video/C10245/d94

d1fa421e43de3f09d70d30a4e5c44?fromvsog

ou=1报道时段：23:54~24:40

2、来源：贵阳网

网址：http://zb.gywb.cn/283/index.html

报道内容：国家大数据综合（贵州）综合试

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委员

会成立仪式暨第一次会议全程直播。

3、来源：贵阳日报（A03版特别报道）

报道时间：2017年05月27日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本报讯5月26日，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为我省大数据发展“保驾护航”。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综合考虑专家的业务特长、

在大数据领域的影响力和业务成效等因素，将27

名专家吸纳进专家咨询委员会。这些专家中，既

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

等两院院士，也有来自咨询机构、高等院校、大

数据协会、大数据知名企业的学者精英。他们将

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发展提供决策咨询。

会上，专家围绕怎样更好地推动贵州大数据

发展、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实验区、持

续办好数博会等积极建言献策。（本报记者蔡婕

游红）

4、来源：多彩贵州网

转自：贵阳网-贵阳日报

网 址 ： h t t p : / / n e w s . g o g . c n /

system/2018/05/27/016607470.shtml

报道题名：【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国家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媒体报道及相关评论

【导读】贵阳在大数据产业风起云涌之际，依托特色资源及产业优势大胆探索先行先

试，立法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开放，优先开放民生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政府数据。展示了贵阳

以数据富民，新型传统产业互相促进的新风貌和“真抓实干走前列”、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产

业的决心。本栏目对2018年5月的数博会相关的的媒体报道及相关评论做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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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贵阳网讯5月26日，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为我省大数据发展“保驾护航”。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综合考虑专家的业务特长、

在大数据领域的影响力和业务成效等因素，将27

名专家吸纳进专家咨询委员会。这些专家中，既

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

等两院院士，也有来自咨询机构、高等院校、大

数据协会、大数据知名企业的学者精英。他们将

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发展提供决策咨询。

会上，专家围绕怎样更好地推动贵州大数据发

展、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实验区、持续办

好数博会等积极建言献策。（记者蔡婕游红）

5、来源：新华网

报道时间：2018-05-2617:21:13

网址：ht t p : / /www.x i nhuane t . c om /

fortune/2018-05/26/c_1122892437.htm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新华社贵阳5月26日电（记者汪

磊、向定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26

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

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2名副主任委员、

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6、来源：中国发展网

网址：http://special.chinadevelopment.

com.cn /2018z t / zhd t /2018 /05 /1276128 .

shtml?from=singlemessasi

报道时间：2018-05-27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暨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仪式

报道内容：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

立仪式暨第一次全体会议

7、来源：贵州日报（政务简报板块）

报道时间：2018年05月27日

网址：http://szb.gzrbs.com.cn/gzrb/gzrb/

rb/20180527/Articel03006JQ.htm

报道内容：5月26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李再勇出席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暨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仪

式并致辞；同日，李再勇会见美国微软公司全球

副总裁王永东一行。

8、来源：多彩贵州网

转自：贵州日报

网 址 ： h t t p : / / n e w s . g o g . c n /

system/2018/05/27/016607878.shtml

报道题名：李再勇出席国家大数据(贵州)综

合试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

委员会成立仪式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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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内容：简报：5月26日，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李再勇出席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

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成立仪式并致辞；同日，李再勇会见美国微软公

司全球副总裁王永东一行。编辑：汤成伟

9、来源：新浪财经

报道时间：2018年05月26日17:43

网址： h t t p : / / f i n a n c e . s i n a . c o m .

cn/7x24/2018-05-26/doc-ihcaqueu5165494.

shtml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

区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家大数据（贵州）综

合试验区26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

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2名副

主任委员、24名委员。专家咨询委员会旨在充

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新华社）

10、来源：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网站

报道时间：2018-05-3014:59

网址：http://www.gzdsj.gov.cn/xwzx/

gzdt/201805/t20180530_3042963.html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

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成立

报道内容：5月26日下午，国家大数据(贵

州)综合试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家

咨询委员会成立仪式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

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再勇出席活动并致

辞，为各位专家颁发聘书。

成立仪式上，来自高等院校、研究咨询机

构、行业协会、知名企业的27位在大数据领域具

有较高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家学者受聘为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

工大学副校长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吴曼青，省政协原副主席、贵州师范大学

副校长谢晓尧担任。

成立仪式后，专家咨询委员会召开了第一

次全体会议，梅宏代表专家咨询委员会讲话，与

会各位委员进行了建言献策。与会专家认为，近

年来贵州准确把握全球信息化发展变革带来的机

遇，在全国率先实施省级大数据战略，抢得大数

据发展先机，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从加快推

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各项试验任务、

继续办好数博会、推动大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

合、加强大数据人才教育培训、强化大数据安全

保障、更好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作用等方面提出

了意见建议。

11、来源：科技锐观察（新浪微博）

报道日期：5月26日18:02

网址：https://weibo.com/1601870603/

GisjN2edB?sudaref=www.baidu.com&display=

0&retcode=6102&type=comment

报道内容：【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

区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家大数据（贵州）综

合试验区26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

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2名副

主任委员、24名委员。专家咨询委员会旨在充

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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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来源：贵阳网

报道时间：2018-05-2708:36:01

网 址 ： h t t p : / / w w w . g y w b . c n /

content/2018-05/27/content_5722037.htm

报道题名：【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贵阳网讯5月26日，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为我省大数据发展“保驾护航”。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组委会综合考虑专家的业务特长、

在大数据领域的影响力和业务成效等因素，将27

名专家吸纳进专家咨询委员会。这些专家中，既

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

等两院院士，也有来自咨询机构、高等院校、大

数据协会、大数据知名企业的学者精英。他们将

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发展提供决策咨询。

会上，专家围绕怎样更好地推动贵州大数据发

展、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实验区、持续办

好数博会等积极建言献策。（记者蔡婕游红）

13、来源：光明网-百家号

转自：新华网

报道时间：05-2618:06

网址：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1

520673197335365&wfr=spider&for=pc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新华社贵阳5月26日电（记者汪

磊、向定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26

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

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２名副主任委员、

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14、来源：搜狐网

报道时间：2018-05-2617:48

网 址 ： h t t p : / / w w w . s o h u . c o m /

a/232996729_267106

h t t p : / / w w w . s o h u . c o m /

a/232997845_428290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成

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新华社贵阳5月26日电（记者汪

磊、向定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26

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

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2名副主任委员、

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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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7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15、来源：同花顺财经

转自：新华网

报道时间：2018-05-2618:42:41

网址：h t t p : / / n e w s . 1 0 j q k a . c o m .

cn/20180526/c604692270.shtml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新华社贵阳5月26日电（记者汪

磊、向定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26

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

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２名副主任委员、

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16、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转自：新华网

报道时间：2018-05-2620:13:33

网址：h t t p : / /www . c q n . c om . c n / c j /

content/2018-05/26/content_5838277.htm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新华社贵阳5月26日电（记者汪

磊、向定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26

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

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２名副主任委员、

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17、来源：央视网新闻

转自：新华网

报道时间：2018年05月26日17:36

网址：http://news.cctv.com/2018/05/26/

ARTIwsQZggN1Fa9vGL4AHUJl180526.shtml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新华社贵阳5月26日电（记者汪

磊、向定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26

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

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２名副主任委员、

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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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18、来源：东方财经网

转自：新华网

报道时间：2018年05月27日14:13

网址：http://f inance.eastmoney.com/

news/1355，20180527878149851.html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26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

学院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２名副主任委

员、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19、来源：中国江苏网

转自：新华网

报道时间：2018-05-2617:24:19

网址：http://economy.jschina.com.cn/

gdxw/201805/t20180526_1633106.shtml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新华社贵阳5月26日电（记者汪

磊、向定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26

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

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２名副主任委员、

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20、来源：手机人民网

转自：新华网

报道时间：2018-05-2709:20

网址：http://m.people.cn/n4/2018/0527/

c141-11047299.html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新华社贵阳5月26日电（记者汪

磊、向定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26

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

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２名副主任委员、

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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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21、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

报道时间：2018年05月26日17:46

网址：h t t p : / / n ews . x i n h u a 0 8 . c om /

a/20180526/1762261.shtml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中国金融信息网讯(记者汪磊、向

定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26日在贵阳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担

任主任委员，另设２名副主任委员、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22、来源：创头条

转自：新华网

报道时间：05-2714:27

网址：http://www.ctoutiao.com/705988.

html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26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

学院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２名副主任委

员、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23、来源：商道

转自：新华网

报道时间：2018/5/270:00:00

网址：h t t p : / /www . 3-d a o . c om . c n /

news__1320687/

报道题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报道内容：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26日在贵阳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中国科

学院院士梅宏担任主任委员，另设２名副主任委

员、24名委员。

记者在成立仪式上了解到，专家咨询委员会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咨询作用，为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自2016年2月获得批复后，贵州围绕数

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

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

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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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英国励讯集团（RELX）全球副总裁，律商联讯（LexisNexis）首席运营官Flavio 

Villanustre先生出席并参与了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据观记者在数博会期间对

Flavio Villanustre先生进行了专访。

2015年从“励德·爱思唯尔集团”（Reed…

Elsevier）更名为“励讯集团”（RELX…Group）

堪为不折不扣的全球出版巨头：百余年的历史，

每年超过100亿美元的营收，遍及科技、医药卫

生、法律、税收及商业领域的专业出版业务……

目前的励讯集团已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

医学、法律、商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之一，在全

球拥有超过3万名员工（其中约7000名为技术人

员），遍布6大洲的34个国家和地区，为180多个

国家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其位列《金融时报》

世界500强企业，英国富时指数排名第20。

… 应数博会组委会邀请，英国励讯集团

（RELX）全球副总裁，律商联讯（LexisNexis）

首席运营官Flavio…Villanustre先生出席并参与了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据观记者在

数博会期间对Flavio…Villanustre先生进行了专访。

以下是访谈实录。

【数据观】…Flavio教授，感谢您接受数据观

的采访。作为一家全球范围内专业和商业客户信

息和分析服务提供商，励讯集团是如何处理繁复

庞大的数据呢？怎样保护这些数据免于“安全问

题”？

【Flavio】…励讯集团目前使用着15年前自主

研发的大数据平台（HPCC-高性能计算集成），

并在数据和系统中使用了安全控制体系，一方面

确保数据的安全，另一方面又保护其他人的信息

隐私。我们在数据系统中有许多安全控制组件和

功能，特别是LexID的数据标签技术，对个人信

数据观专访英国励讯集团（RELX）全球副总裁Flavio 
Villanustre：数据没有百分百的安全 只能做百分百的防御

英国励讯集团（RELX）全球副总裁Flavio Villanus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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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验证和标识。HPCC还提供了足够多的数

据资产监控以确保如果一旦存在潜在危害，我们

就可以知道这是一种攻击行为并对此采取相应的

措施。当然，整个HPCC和Lex… ID系统为了保护

数据，减少数据和个人隐私的泄露，从数据收集

和产生之初就开始运转，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内

延续。

【数据观】…众所周知，美国马克·扎克伯

格——全球最大社交网站Facebook的创始人，今

年早前几个月因为用户信息泄露的丑闻跌入人生

的谷底，此后全球很多政府、企业都采取了相应

的行动来防止重蹈覆辙，RELX对此是否有相关

新动作呢？

【Flavio】…显然数据泄露是每个行业的弊

病，毕竟当下数据如同连城之璧。业内人士分

析，数据即是新石油，它会带来更多的财富，更

有甚时直接等同货币。所以，这样的“错误”一

旦发生，就会有越来越多“首个……”的捣鬼。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试图攻击的入侵者越来越多，

而且其方式和技术手段越来越高超，因为某种意

义上他们可以投入更多资金来获取数据。正如我

之前说过的那样，励讯集团通过全面，专业的数

据治理来保护数据，来确保证数据信息是百分之

百安全的。

然而，即使你的信息今天确实相当安全，

如果你没有进行持续监督，不去看所谓的威胁情

报，不知道威胁区域或者破坏者正筹划什么阴

谋，再加上如果你不积极地做风险威胁模型构

建，究其根源设身处地分析和查找问题，那你根

本百分之百的确保数据的安全。所以，要把业务

中的每个环节和数据情况预放到研究开发的情境

下，尝试着去思考破坏者如何设计有破坏力的

“入侵”，这些“入侵”持续地且有足够仪器监

控你的“反控制”，以掌握数据安全保护系统随

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一直有效。

你我可能懂得这样的道理，这就像生活中的

很多物品一样，如果你不积极地维护它们，时间

长了它们就会变得百无一用。所以你需要让这些

“管控”一直运转着，始终确保这些安全治理控

件的有效性，很多时候，我们会周期性地做“管

控”测试和审计。我再强调一次，于数据信息而

言，没有完全的保证，更没有没有百分之百的安

全。但是，你可以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这将使

破坏者们很难跨越数据访问来获取记录。

【数据观】…我们赞同“数据是新石油”的

说法，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勤于采取行动来

保障数据安全。我们注意到，作为RELX的全

球副总裁，您也兼任LexisNexis首席运营官，

LexisNexis是RELX的一部分，它为保险行业提供

了各种数据和分析服务，这部分的年收入超过了

1亿美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您愿意分享

一下LexisNexis是如何使用大数据技术为保险客

户服务的吗?…你们如何做出精准的解决方案或风

险预测?

【Flavio】…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好。遗憾的是

答案很长，因为我要深入地谈到励讯集团保险行

业解决方案。在保险整个周期中有很多环节，都

是围绕保险业务全流程的需求设计和提供的，同

时还要清楚哪些顾客。励讯集团是依据大数据、

数据关联和分析，以及对保险行业的深度认知来

提供针对每个保险环节的解决方案。从而有效地

帮助保险公司获客，提高保险公司的收益、制定

有效的保险业务策略和防范保险欺诈。

…当然，保险业有一个有趣现象，至少在美国

是这样，在全世界也都相当普遍：保险公司现在

处在非常艰难的时期，因为他们有大量的线上竞

争者。现如今，消费者并不一定会直接与自己所

在城镇的保险代理人建立联系，他们随便上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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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得到至少50家保险公司的报价。所以这对

保险公司来说非常关键——知道风险所在并加以

正确引用，因为如果叫价太高，客户就会选择另

一家保险公司。然而如果叫价太便宜，他们则会

赔钱，因为保单太冒险了。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大数据平台上建立了大

量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我们称之为HPCC系统开

源平台的模式，我们使用这个平台来整合庞大而

繁复的数据，通过平台集成数以万计的数据源。

对于保险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提供了具体的解

决方案，例如，从一开始围绕市场营销的解决方

案。

因此，他们可以更好地为潜在客户在最短的

时间，提供合适的报价。客户通过填写表格来要

求保险公司报价，我们为保险行业提供保单预填

的解决方案，使他们能够更快更准的获客。这种

服务不需要客户全部手动输入信息，他们只需输

入2到3个关键词，其余信息则会自动显示出来。

随着技术和公司业务的发展，为了提高我

们评估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励讯集团建立了机器

学习（AI）模型，用模型统计来确定特定保单损

失和获客可能性，这样可以帮助保险公司评估特

定保险单的合适价格，也可以用来检验是否存在

保险欺诈行为，损失追溯。例如，有人说他出了

车祸，确实是投保人发生了事故。保险公司赔偿

损失后，是否还有可能追溯赔偿的损失吗?商务

实践中确实有这样的例子：某些心怀不轨的人会

制造事故来牟利，而他们不是真正的受保者。因

此，我们所做的就是——确保保险公司能够依靠

足够多的正确信息来做出判断，决定是否赔偿，

这是关键。几年前我们就使用机器学习从非常大

的非结构化数据池中提取信息并进行分析，创建

图表并预测欺诈事件。这项工作让我们在过去的

三十年里有了长足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信

息服务提供商。

【数据观】…感谢您如此精道的阐述，我们

豁然开朗。业内有一个说法是“强大的系统必然

使公司强大”，想必数据处理是RELX的关键日

常，您能为中国读者分享一下你们强大的引擎(数

据处理系统)吗？。

【Flavion】…我乐意至极。这个问题可以追

溯到2000年，大数据技术还没有被称为“Big…

Data”的时候，我们为满足自身使用而开发并建

立了一个HPCC系统的大数据平台，该系统用于

大数据开源处理和分析、大规模并行处理的计算

平台。HPCC是我们整个集团一直在使用的核心

技术的一部分，我们的每一个产品，每一项服务

都建立在这个平台之上。在处理复杂模型，并需

要扩展，以应用于大规模数据和多样化的数据集

（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时，这一平台给我们带来

了优势。在HPCC平台之上，我们以域专用语言

的形式设计了自己的域专用抽象语言，例如复杂

的记录链接工具——“可扩展自动链接技术”，

以及将图像分析与机器学习能力相结合的“知识

工程语言”。

在2011年，我们将整个大数据平台推出，

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的资源平台供其他人使用，目

的是通过在其背后聚集一个更大的开源社区，继

续发展、壮大、延续这种血脉。这让我们在整个

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创新。再者，从2011年，也

就是七年前开始，其他平台都实行免费制，开放

源码是许可或者完全许可的。你也许会问：任何

人都可以使用它吗?任何人都能开发吗?答案是肯

定的。这个平台为企业提供大数据处理能力，利

用可叠加计算集成组及公共云对大数据进行复杂

的处理，或者像我们一样集成所有数据。某种程

度上，这是难以在一个跨集群的机器环境中实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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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核心流程，适用于整个业务范

围——数据清洗与关联。包括所有的保险业务，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需要成千上万的数据

源，我们整合，利用所有的数据建立围绕单个个

体的单一数据源，这些数据来自不同的源头。很

多时候，不同的数据集不一致，也许你会发现一

些数据记录某个你认识的人居然成了别人，或者

他生活在一个与你认知不同的地址，我们可以通

过这种方式来识别和区分事实查缺补漏。那些自

动丢失的倒置是关键点，我们谈论的是数万亿的

数据集，数千亿的数据记录。

这样做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机器学习。这是

主要的机器学习算法，是基于概率数据推理的人

工智能，它从数据中获取信息并试图计算出某些

事物间相似的可能性。从本质上说，如果你获得

了两个数据记录，它们都给你同一个姓和名，那

么这两个记录指的是同一个人。通过经验判断，

你知道答案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姓和名都非常独

特，但是给出的姓名记录却很常见，那么它很有

可能是错误的。

因此，在HPCC系统平台上运行的很多程序

都能识别这种可能性并确定最终结果。以至于后

来那些保单上的人对于赔偿的疑虑，最后都通过

实体定义可以得知哪些情况符合保单协议里的属

性，通过社交架构关联实体和属性来完成。

这给了我们一种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同时

也能提出问题。现在你可以说，这又回到了我们

的汽车事故的例子: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发生事故，

事故起因不同，而投保的人也不一样。但是针对

欺诈案，如果你能把那些日期放在社交架构上，

你可能会发现每一个事故都和其他的线索联系在

一起，就整个家族来说，这些人都是有亲戚关系

的人，这就为你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要么

是这个家族运气够倒霉，每一次都有事故发生，

要么就是他们为了从保险公司获利而欺诈。

我们使用机器学习来描述企业和个人的整个

网络，以识别诈骗团伙，该技术还可以用来评估

和预测信用和保险风险，识别医疗保健相关交易

中的欺诈，并帮助抓到犯罪分子。机器学习是我

们所做的一切的核心。

【数据观】…您的回复令人印象深刻，即便我

不是专业读者，我也想说您的这套系统真真是棒

极了。时下，AI技术风靡全球，RELX是否在做相

关研究或者开发了嵌入式应用程序呢？AI对于您

这样的公司而言会形成一种威胁吗？

【Flavio】…是的，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还算

活跃，详谈前，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定义下AI的

概念。AI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未来人工智能，

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机器学习或全民学习；另

外一种叫AGI（人工总体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这是一种简单的机器，这就像

《终结者》，尽管很多组织都在积极研究探索

AGI，但我们暂无涉足。

我们尚处在一个初期阶段，所以讨论AGI这

种能够独立思考的机器还为时尚早。但是AI作为

一种实用的智能，它能给你的智能语音赋能，使

你的自动翻译系统、世界搜索引擎或其他设备变

得人性化。这是我们正在积极使用的，同时我们

也研究了一些最基本的算法，也就是众所周知的

关系金原子，我们利用它们来建立自己的风险预

测系统。

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违约的风险是什

么，这个司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多少?我们可

以用它来做一些我们称之为“行为”的事情。作

为保险服务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让

司机在手机上使用一个APP为他们的“行为”做

准备。基于此，他们可以证明自己是安全的司机

以得到更优惠的保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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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只适用于当前驾驶人为你自己

的状态。但是当你坐上朋友开的车情况又会如何

呢?所以这个系统会计算出你的驾驶画像，它会

判断出你现在是在公共汽车、小轿车、出租或者

在火车上，那就不是你而是别人在驾驶。所有这

一切的人工智能现在更趋于传统回归模型，就像

我一直强调的深度学习那样利用各种技术想努力

达成，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模拟大脑皮层的工作

方式，通过构建人工神经元网络来进行运算。

为了更高效地学习特定的东西，在AI的传统

算法和机器学习中，你通常有样本或标签数据，

从本质上讲，过去的事情都有结果。如果你正在

尝试训练一种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模型，你可以

用你过去事故信息来训练模型。

在每一个案例中，所有的数据都附加了事

实，通过来自过去的数据即知晓这些人确实发生

了事故，这些人有共同特征，并与各种保险事故

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机器学习系统可以反映出来

的东西，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用来最终创建一

个不在我标签数据里的新客户的风险预测。

机器学习改变了一切，让计算机提取这些事

实，并通过基于统计方程的模型来表示现实。这

极大地节省了域专家的时间，使他们能够使用人

类采用其他方法很难处理的数据集。所得到的计

算机程序更简洁，更易于实施，更高效。

深度学习允许你用更少的标记数据的样本构

建模型。你可以建立相当有效的模型。我们只有

很少的标签数据样本，但这非常有用，它们还可

以帮助你更容易地识别数据结构。当你试图进行

欺诈分析和异常检测时，它的作用就大了。

我们还与世界各地的大学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因为这个平台是开源的，它可以帮助开发一

些模型拓宽领域。当然，任何开发出来的东西都

是重新开放的，因此人们可以从中受益，它帮助

我们突破极限，变得越来越好。

【数据观】…从刚才的谈话中我们获得了三个

概念——“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机器

学习”，某些时候人们会有所混淆，您能给出者

三者之间的简要区别吗？

【Flavio】…没关系，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机器学习相当简单，有两种方法来定义机器学

习。其一是在传统的算法和传统的程序中，程

序员通过手工定义每一个身份。在机器学习中，

你给机器数据让它们从数据中学习，这听起来很

复杂，但事实上没有那么难懂。这是一个线性模

型，只是机器学习技术中的一种。

想象一下，我给你一个房子或公寓的价格，

你可以去看所有的报纸，然后拿到过去10年里

你所在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你只需要看一个

变量，那就是公寓的大小，如果有一套一百平方

米的公寓，它值一个价钱，而我有一套200平方

米的公寓，也是这个价钱，你把这些数据画到一

张纸上，X轴代表公寓的面积，Y轴代表价格。

很快你就会发现这套更大的公寓在价格上具有优

势。现在你可以在你的曲线上取号查询，给出一

个大概价格来做估算和预测，这是最基本的机器

学习，更多的机器能做出更惊人的统计和概率计

算。对于你不确定的情况，它通过接收过去的信

息，应用统计学计算出概率，这就是所谓的引导

性学习。

在机器学习之前，通过算法进行建模时，要

求人们了解特定的问题域，从现有数据中提取事

实，并编写大的“启发式”程序，使用条件规则

对输入数据不同的可能结果进行建模。这些早期

的系统需要专家筛选数据以理解现实，并通过计

算机可以理解的条件语句来描述它。这是非常乏

味、辛苦的工作，最好留给计算机去做。

当我们谈到深度学习的时候，这和程序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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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区别是一样的，不再只是基本算法，它们

与神经元的工作方式更密切相关，这些神经元有

许多输入和一个输出单元，输出是所有输入的函

数。

举个例子，如果所有输入不是悲伤就是哀

愁，那么输出的不是贪婪就是怨恨。如果在某种

程度上对输入进行减法，输出1或者零输入，我

们就不会自寻烦恼了。如果你把这些毫无连接的

神经元用相同方式连接起来，就有可能建立起

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可以从数据中进行自我学

习，就像你在公寓面积和价格上使用的那个小算

法一样，现在我们在很多维度中都有学习。

这就是所谓的监督学习。你给它数据，它给

你数据结构的提示，一旦你得到结果，可以在这

里做标签。如果我给你看这张照片，它是什么?

你也许会说，这是一个小男孩，那如果我再给你

看这张照片，它其实就是一个手机。如果我用机

器来做回答，机器会告诉我这张图片的类别，一

类或二类。加上标签，我可以说一加一是男孩，

一加二是手机。就像你教婴儿说话一样，你也

可以教机器。今天市场上的语音助手中，诸如谷

歌一类的性能都不错，这些大多利用了人工智能

系统，还可以进行自动翻译或引擎搜索，更有甚

者借助这样的系统在互联网上寻猫，它们深受欢

迎。但它更像是未来。在学习中仍有很多积极的

研究，某种意义上说，将来必会成为流行趋势并

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最大的挑战目标。就像我给你

们的第一个，关系模型，很简单，让你们可以很

容易地解释。如果我问你，这个房子哪里值得我

花钱，在你能解释之前我又没见过，我就出两千

美元。但是由于那幅涵盖房子的面积和价格的曲

线轴，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估测价格。

在深度学习网络中，这是很难做到的。管道

网络又称自然随机性，意味着它们的不确定性。

当你从头开始建立一个网络时，如果你把所有的

神经元都放在一个基准零点，现在你想要击退

它，那你就什么都学不到。它学习的唯一方法是

给随机物体的神经元发出第一个随机噪声，完全

随机意味着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追溯。这是当今

最大的挑战之一，需要一段时间来达到成熟。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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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大数据的核心话题是如何利用好大数据，数据的崛起代表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已

步入新阶段，从软件时代、互联网时代到今天的大数据时代，信息文明已进入高质高阶状态。

本栏目汇集了大数据专家对大数据的应用和发展方面的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供参考学习。

2018数博会名家论道：大数据如何助力精准扶贫

2018年5月27日，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下简

称数博会）大数据与精准扶贫

高端论坛隆重召开。

此次论坛立足于大数据

的先导力量和驱动作用，探讨

国家大数据战略与国家脱贫

攻坚主战场精准扶贫的有机融

合，推进大数据技术在扶贫开

发领域的全面应用，探索全球

网络扶贫公益行动，为国际国

内社会各界人士搭建交流合作

平台，共商共建共享“大数据

+大扶贫”发展机遇和有效方

案，凝聚全社会力量，加快国

家精准脱贫步伐，着力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

云：扶贫、脱贫和致富是三个

不同的东西。扶贫给人以鱼，

脱贫授人以渔，而致富是给大

家造鱼池、鱼塘，这是三件完

全不同的事情。贫穷不是我们

农民不努力，而是我们的农业

文明和商业文明没有完美的结

合。贫困县不是贫困县不努

力，而是我们的发展模式没有

跟上，我们真正要消灭的不是

穷人，我们要消灭的是贫困，

而贫困在根源上有很多的问

题，特别是教育的不平衡、医

疗健康资源的不充分。

大数据、互联网要解决

土地上种出来的东西卖给谁的

问题，如何让土地增值，因为

只有让土地增值，只有农民觉

得土地有利益和图，农民才会

回到土地。贵阳大力发展高科

技、大力发展数据产业，这实

际上保护了绿水青山，同时给

我们贫困的地区看到了无限的

希望。慈善是给别人东西，而

公益是给自己益处，只有让

自己越好，别人才会慢慢好起

来，慈善改变的别人，而公益

更多是改善自己。

我相信贵州和贵阳是未来

中国最有意义，最富有的地方

之一，因为他们懂得未来，他

们有畅言，他们愿意去努力，

他们敢于挑战别人不敢做的事

情，这也是脱贫和扶贫最大的

希望之在，脱贫是给人以希

望，而不仅仅是给人以钱财。

人大数据将继续践行大数

据+消费扶贫的创新模式，在

大数据和互联网+的背景下，

用大数据的手段，以销定产的

方式，建立大数据脱贫攻坚消

费平台，线上线下一起发力，

帮助贵州省加快大数据基础人

才建设，更好的服务于贵州的

大数据产业发展，服务于贵州

的精准脱贫事业。

来源：https://mp.weixin.

qq.c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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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大核心竞争力为立足之本
科大国创致力构建产业生态

5月26—29日，2018中国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

盛大开幕，来自全球的专家学

者和行业精英共赴盛会。在此

期间，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大国创)总裁

杨杨作为公司代表参加了贵阳

数博会。

据杨杨介绍，科大国创于

2000年在合肥成立，是一家面

向国民经济各领域提供软件、

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

产品和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

业。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科大

国创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大业务

板块。一是做运营商服务，为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

通提供OSS(运营支撑系统)的

产品和运营服务；二是在智慧

城市的建设和运营，包括智慧

政务、智慧民生和智慧产业这

三大类应用；三是为国际客户

提供软件和技术服务的国际业

务。

杨杨认为，现在的企业

不再是单点竞争，而是生态的

竞争，科大国创就是通过这三

大业务板块来构建企业生态体

系，争做“行业软件的领导

者、大数据的大应用者、人工

智能的护航者、万物互联的使

能者”。

而这些愿景和定位需要强

大的企业实力来作为支撑。对

此，杨杨还介绍了科大国创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具有强大的科研背

景。科大国创是源自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拥有中科大的研发

资源以及中科大的技术人才储

备，产学研用在科大国创的平

台上得以汇聚。

二是拥有人才的成本优

势。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是

高科技人才的聚集地，但人才

成本偏高。相比之下，科大国

创所在的合肥市具备一定的优

势，但据杨杨介绍：“合肥的

人才通用供给量还不错，拥有

明显的人才成本优势。”

三是具备上市公司的驱动

力。据了解，科大国创于2016

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因

此，科大国创拥有良好的资本

平台，这对构建整个生态系统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四是积累了稳定的客户

基础。作为信息领域集技术研

究、产品开发、行业咨询、整

体解决方案于一体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科大国创跟客户的

联系比较紧密，因此能贴近客

户需求提供服务。杨杨说：

“我们离客户很近，所以我们

知道客户的需求，知道客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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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什么。”

杨杨表示，这些优势就是

科大国创创建生态体系的内在

引擎，并为其推动企业未来战

略布局提供动力。

在今后的发展中，据杨杨

透露，科大国创将继续坚持以

应用为王。他认为：“目前，

全社会智能化的应用在爆发式

的增长，各个领域的智能化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业务方面，科大国创的

核心战略将聚焦在智慧城市领

域。在杨杨看来，很多智慧城

市的投入很高，但难以变现，

只有通过城市的整体运营才是

可迭代的，而可迭代的才会具

有生命力，才能持久。他说：

“我们要做智慧城市的建设

者，建设完成之后更要做智慧

城市的运营者。”

另外，杨杨补充道，未

来，科大国创还将利用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布局扩展到物联

网领域，并结合科大国创的行

业软件实力，做到“软硬兼

施”，用软件去定义硬件。

在采访的最后，杨杨介

绍，他参加了2018数博会的开

幕式和部分专业论坛，并表示

在数博会期间来到贵阳，感受

到了贵阳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蓬

勃动力和无限潜力。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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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 杨冰之：大数据与组织赋能

一、什么是数据

（一）数据利用能力：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

标志

大数据的核心话题是如何利用好大数据，数

据的崛起代表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已步入新阶段，

从软件时代、互联网时代到今天的大数据时代，

信息文明已进入高质高阶状态。

数据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集合体。人

们把数据比喻为“钻石矿”，但它不是像煤矿一

样简简单单的存在，它还是一个生产工具，依托

“数据”生产“数据”。数据利用能力标志着人

类社会利用资源的能力达到极致。

我们看到，从原始社会、工业社会到当前的

信息社会，资源发生了一场剧变：①过去资源利

用都是有形的，而数据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

的东西。②过去的资源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如树上的果实、水中的鱼、地上跑的野兽，今天

我们更多依靠于智慧、知识和数据折算的东西。

③人类在原始社会用的是自然资源，农业社会主

要是种养资源，工业社会主要是采掘资源，到信

息社会变成了虚拟资源。所以我们今天形成了一

个崭新的资源观，数据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

要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各种要素和运营规则产

生了重要挑战，各种制度和文化要适应这种新趋

势。

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大量新旧资源的替代，

知识、数据正替代物资和能源、改造过去的生产

方式、优化业务和工作环境，因为数据，也出现

了大量的新业务、服务和产品。

（二）数据：嵌入人类进化进程的新变量

“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年间都在讲“民主”

与“科学”，因为“民主”与“科学”是工业社

会的两大价值理念。信息社会、大数据这样的新

事务、新资源、新空间，对人类社会发展会产生

什么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影响方式是什么，

现在都还是未知数。

数据已改变和推动人类的进化方式，作为一

个新变量、新资源、新力量嵌入原有系统、打破

规则，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数据这一

新变量在打破现有生态体系，对每个人都产生了

重要冲击。因此我们需要有数据思维。什么是数

据思维？就是在考虑任何决策和工作时，思维方

式和要素选择等都要加入数据变量、数据维度，

看看能否用数据、互联网把工作变得更好。

数据崛起，使时代发展的思路也发生了剧

变。信息化主要是把业务搬到网上、把代码规划

到传统系统里，从过去以业务为主导到今天以数

据为主导，我们要遵循数据逻辑，而不是遵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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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务。数据正在重塑当今时代资源观，数据资

源价值日益凸显，人类世界已由过去物理世界加

入“数据世界”（或者是信息世界），数据正推

动人类文明范式跃迁、发展方式转型、形成新的

社会发展模式。

（三）数据如水造万物

数据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数据如水造万物。

“造”不仅是创造万物，也可以改造万物。数据

与水在形态、来源、存在方式、质量、用途、使

用方式方面都有多种特性。

数据像水一样普通，与万事万物相结合，值

得我们深入研究。比如几乎每个人每天每时都在

用手机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大厅里的讲话录音

和摄像、外面的摄像头、各种传感器等都在产生

大量数据。但数据和水也有本质性的差异，因为

水是物质性的东西，数据属于数据的本质东西。

水是万物之源，滴滴珍贵、越用越少、越用越

脏，而数据恰恰相反，每条数据都是无价的，重

要的差距是数据越用越多，也越用越好。

所以，我们希望也鼓励大家多用数据，用

数据就是在改变数据，我们几千年文明有个非常

重要的价值观念——“上善若水”，道教文化里

面讲的“上善若水”指与万事万物不争，非常柔

软，也非常有力量。数据是至善的，最好的东西

是数据。

二、美好生活=生态文明+智慧社会，核心

是数据能力

十九大提出美好生活要搞好生态文明、建

设智慧社会。这些靠什么呢？我想核心是数据能

力。不管是建立美好社会，还是建立生态文明、

智慧社会，没有数据能力的提高是不可能的，因

为生态文明和信息文明都是人类当前重要的发展

主题，生态文明是保证发展质量，信息文明是发

展的核心动力；生态文明奠定了“美”的基础，

信息文明是方向、包含“好”的内涵。美好生

活，就是环境美、生活好。

美好生活需要加快建设智慧社会…智慧社会包

括五个基本特征：

（1）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环境下，物尽其

用、人尽其才。智慧社会首先要把人的价值、物

的价值充分发挥。互联网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

把物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通过有效感知，使每

个社会、器件将其价值发挥到极致。智慧社会重

要是人，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能把人的价值、潜

力充分挖掘出来，人与社会要和谐相处。（2）

数据红利充分挖掘。大数据带来大数据红利，智

慧城市、小镇、乡村基本建成。（3）数据和能

源、材料一样成为人类发展三大基本资源。数据

是最重要的资源，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

以GDP为例，起码要1/3或更大。（4）数据驱动

整个社会运行，数据无处不在，就像信号一样触

手可及，还要做到人人可用，即每个人都有利用

数据的能力。（5）要达到智慧社会，信息文明

进入到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要做到物质极大

丰富，而智慧社会就是想用的数据几乎都可以用

得到。

智慧社会是数据基础和数据依赖。数据是

智慧社会体系流动的血液，是智慧生产生活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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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原材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①数据无处

不在。地球时刻在生产、加工、消费数据，数据

弥漫于各种产品与服务中。②无数据不运行。每

一个组织、个体，甚至每台设备都是数据的生产

者、传递者和消费者。③无数据无未来。社会进

化为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信息系统为主要载体、

以数据流动为主要特征的新型运行模式。

三、大数据与组织赋能

（一）两个新闻的启示

讲到组织赋能，我们先看年前的两个新

闻：①一年前百年汽车巨头丰田正式宣布自己

不再是汽车厂，其竞争对手是Google、苹果或

Facebook，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②一年

前的今天，菜鸟网络与顺丰速运的高层来京就双

方关闭互通数据接口问题来进行沟通，这两家的

CEO一个是马云一个是马化腾，两家打得不可开

交。

从以上两个新闻可以分析：①问题一“你

是谁？你的敌人是谁？你的朋友是谁”，现在说

不清楚。丰田不再认为传统企业是其敌人，而可

能是其朋友，Facebook才是竞争对手。②问题

二“企业最要命的是什么？比钱还值钱的是什

么”，是数据。马化腾、马云都是非常有钱的

人，两家其实打得很厉害、互相关闭数据，对这

两家企业来说，凡能通过钱搞定的都不是问题，

而数据问题是通过钱无法搞定的，这也说明数据

都是他们的生命线，没有数据这两家快递企业就

没法存在。

（二）不确定性时代五个确定性判断

第一，互联网仍在加速进化，DI时代已经到

来。一个是数据时代、一个是人工智能。数据智

能时代已来临，各种新东西层出不穷，新技术、

新应用、新产品，所以这样的博览会全国每天可

能都在开，但还是有很多人来看；每个城市都在

开围绕大数据、互联网、智慧城市的会议；每个

年轻人都想进入这个行业，其他行业在快速衰

退，而这个行业不断地有人才加入。

第二，商业生态系统不断演化，一切业务数

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社会生态系统复杂化、

开放化、非结构化、人性化，引发商业生态系统

的数据化、品牌化、虚拟化。

第三，组织架构正在重构，数据治理能力越

来越重要。我们不但要管人、管财、管物，还要

管数据。传统企业“层级制、中心化、金字塔结

构”与互联网“扁平化、去中心化、倒金字塔的

组织结构”激烈博弈。

第四，实物资产在变虚，虚拟资产在做实。

门店、网点、现场、资金、厂房、机器等重要性

在下降。

第五，成本高度透明。现在竞争越来越激

烈、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产品价格要越来越低。

（三）关于新时代下的组织命运“五问”

1、信息革命、互联网浪潮、大数据洪流究

竟要革谁的命？是你去革人家的命还是你被人家

革命。

2、大数据给企业带来的危和机？到底哪些

是危险的问题、哪些是机遇。

3、未来的组织形态是什么样？什么样的组

织形态符合今天的形态。

4、数据的力量和数据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数据如何解剖和重构组织，使组织的灵魂和基因

得到巨大的改造。

5、数据如何驱动创新、服务、管理、决

策？企业如何升维？行业如何融合？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都代表未来的心理量，开

始主动改造传统的东西。

（四）数据赋能商业模式与组织创新

数据应用正加速向传统领域拓展渗透，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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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与组织创新。如商业模式B2C向C2B变

迁，如果不了解用户就没法找到自身价值，做好

生产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基于新的基础设施，以

定制创造独特价值，形成大规模的事实化、社会

化的网络结构体系。

1、组织的四个维度划分

组织按维度划分有四类：一维企业为物质驱

动的传统产业，现在很多企业都还是依靠物质和

能源为其价值来源；二维企业是以信息驱动连接

的互联网企业，三维企业是数据驱动的云计算大

数据企业，四维企业是数据关系自我驱动的人工

智能和区块链企业。企业的新维度是对数据的意

义，只有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数，才能把数据

变成有价值的服务。

2、数据：为组织赋能五步曲

通过数据的赋能实现组织数据管理赋权、

数据应用赋能、数据资产赋值，首先做好“采存

管用”四个环节，即数据找得到、拿得来、管

得好、用得起来；第二是内外混合双打法，数据

来源、数据运用不够（互联网一样需要其他的数

据，数据永远是不够的），要把外部数据拿过来

和内部数据进行创新；第三是前中后、上下左右

进行关联；第四是形成数据资产清单和增值体

系，实现数据资产化；第五是数据组织体系改造

和全员赋能策略。

3、数据为企业全面赋能

未来企业的特征，是基于数据的生产、管

理、运维服务和决策开展，产生数据、分享数

据、管理数据、决策服务，如果一个岗位不能产

生、管理数据是没意义的。赋能方式是文化、制

度、流程、业务、日常管理和全方位开展，从数

据主体部门开始、以数据体系为主要任务，推动

信息资源的高度融合，实现数据渗透。

数据赋能带来的流程改造，现在是初步的，

我们要强调以数据的流动为逻辑，而非业务逻

辑。

（五）数据治理的宗旨：认识数据价值与运

行条件

理解数据有三个关键词，包括数据体系、

数据治理和数据服务：①数据体系是构建数据架

构、理解数据关联，提升数据整理能力，包括

数据库、数据表、信息项、数据元、目录、标准

等；②数据治理是角色与职责，流程与规则，质

量和数量，核心是数据流动性；③数据服务，数

据只有用起来才有价值，怎样保障数据的流动性

很重要。

数据治理包括分享数据红利，减少数据风

险，促进数据流动，发挥数据价值，明确参与方

的权责利。提高数据流动性是政府数据共享、开

放的持久追求目标。大数据关键不在于大，而在

于流动性，数据流动才能产生价值，促进物质、

能源、资金等流动性的优化、组合和创新，表明

数据更深入、彻底地参与社会运行，数据在流动

中不是衰减，而是在增值。因此数据的流动性很

重要，要确保数据能有效按需流动。

这里我们讲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数据

喂养的新物种。不要把人工智能当成一个新产品

或新应用。这个物种不是生命学上的物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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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培养的一个非生命新物种。人工智能现在主要

讲机器智能，我们希望将来能做到人机智能、混

合式协作型智能。人的智商大多为一百多，去年

AlphaGo打败了柯洁，说明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

的智商应该会超过人的智商。未来智商最高的是

混合式协作型系统，即人和机器连在一起产生新

的智能形态，可能不是一百多、二百多的智商，

可能是一千多的智商。未来要做政务智能，需要

通过数据流动来实现，使政务数据能进行自动化

处理，当然更高层面的是城市智能。

（六）政府数据治理：通向治理能力与治理

体系现代化必由之路

政府是最复杂、最多层级、涉及面最高、

事务最多样、人员规模最大、消耗社会资源最多

的社会管理组织。当前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数

据治理相互交织、融合发展，政府数据治理是通

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

当前政务大数据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包括网络

混杂、系统庞杂、数据混杂及数据量少、格式规

范乱、质量差、数据流动性死等，亟待建立规范

统一、运行高效、服务有力、保障到位的信息体

系。

国脉数据基因为重塑数据体系而生，是按

照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通过政务数据元、元

数据标准化和数据模板化实现数据规范编辑、

智能管理、关联应用和共享开放，以提升全域或

行业数据资源活化和管理能级。是是解决（大）

数据混杂、提升数据质量、促进数据创新应用的

前提，也是集成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交换体系和

开放体系三合一的管理平台，为优化政务数据体

系、探索数据关系、驱动数据服务奠定基础。是

城市和行业数据中心的必备管理工具，实现从管

网络、系统到管用数据的跃迁。截至目前，数据

基因政务大数据综合管理系统已应用于浙江最多

跑一次、海南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采集云等项目，

成为各省市开展政务信息资源梳理、编目、标准

化建设以及共享共用的核心平台。

最后，AI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

者亡。云生智起，才知天高路漫，数据横流，方

显智慧力量。国脉互联期待为行业大数据平台发

展赋能赋势贡献力量。愿各位有能力、有信心、

有思路、有作为成为大数据时代的领导者、创新

者和服务者。勇立潮头，无愧于时代。谢谢大

家！

文章链接：www . d a t a b a n k e r . c n /

thrilling/218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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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奇平：大数据时代，中国仍可能落后挨打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因为开发利用数

据的能力差异，各国有可能形成新的数据鸿沟。

中国要警惕因为大数据方面的落后，重新拉大与

发达国家的距离。我认为要正视以下四种数据鸿

沟：

首先是观念上的数据鸿沟。中国在涉及先进

生产力、科技创新的重大潮流方面，总是被动地

跟在美国后面。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从计算机、

互联网、云计算……一直到物联网，回回如此。

为什么中国没能引领一回世界潮流？根本原因是

中国在现代化观念上，已落后美国一个时代。

大数据其实是托夫勒在1980年《第三次浪

潮》中早就预言的，“如果说IBM的主机拉开了

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

的华彩乐章”。从信息高速公路到大数据，都

是以“第三次浪潮”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然

而，中国时下的观念水平还停留在第一次现代化

上，只对第二次浪潮的东西（如包括高铁在内的

“铁公基”之类）产生灵光。这是我们步步赶不

上趟的深层原因。这个问题不是在科技创新层面

能解决的。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是跳出就事论

事的追赶，形成以信息生产力为基础发展新文明

的观念。

其次是战略上的数据鸿沟。美国高度重视

大数据，奥巴马政府2012年3月29日发布了《大

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提出要收集庞大而复杂

的数字资料，并从中获得知识和洞见，以提升能

力。而中国在大数据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顶层想

法，在战略上又落后于美国一筹。

大数据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对蕴含意义

的数据的专业化处理，获得意义控制权。在世界

史上，人类在第一次浪潮争夺对胃的控制权，

靠把功能专业化，实现生存主动权；第二次浪潮

则争夺对钱包的控制权，靠把价值专业化，实现

发展主动权；第三次浪潮是在争夺对大脑的控制

权，靠把数据专业化，实现意义满足（所谓“满

意”）的主导权。

从战略生态链上说，意义管价值，价值管

功能。美国的思路很明显，就是用第三次浪潮，

把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拍死在沙滩上。中国

人对此尚未完全察觉，还在热衷忙活胃和“铁公

基”这些GDP上的事。然而，中国在1820年时

就曾是GDP世界第一，结果仍被英国打败，即便

中国重回GDP世界第一，不越过战略上的数据鸿

沟，还会被动挨打。

第三是产业上的数据鸿沟。大数据听起来很

技术化，但大数据的关键并不在数据原料的多，

而在于数据加工能力上的高，这才是大数据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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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在即将到来的大数据时代，中国如果只

用山西煤老板的眼光看大数据，钻到数据采矿业

这个低端，而不能控制数据加工业，就会成为大

数据上的中东、非洲，成为低端的原料和自然资

源生产国，错失上万亿美元的高端发展机遇。

如果中国陷入群龙无首、无头苍蝇式的大数

据狂潮，大干快上大存储、大数据中心、大产业

园，这样的大数据产业可能只是肥了投机房地产

或钻税收优惠空子的人，仍然避免不了落入数据

鸿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产业文章做在数

据加工增值上，不光要“收集庞大而复杂的数字

资料”，更要着力“从中获得知识和洞见以提升

能力”。美国这一思路值得借鉴学习。

第四是民生上的数据鸿沟。从国际竞争角度

讲，对大数据制高点的争夺，实质是在控制未来

全球网络大脑的意念，左右老百姓对意义的解释

权，针对的就是“上兵伐谋”中的“谋”，它关

系到一国国民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满意不

满意的解读权、裁判权。

美国专家深知操纵数据来影响人们的意念，

并用这个原理操纵选举，通过把调查或选票上的

问题，从“你认为这个候选人真的很好吗”变成

“你认为这个候选人真的很坏吗”，来改变中间

选民的意见流向。大数据一旦广泛应用于社会生

活，这个问题就会从个例，蔓延成全面影响。中

国必须重视这个问题，才不会落入民生上的数据

鸿沟。

文章链接：http://www.databanker.cn/

thrilling/75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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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栋：数字经济各要素的重构和演变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做本次交流。我2010

年加入证券分析师的队伍，15年离开，也算资本

市场的老人了，今天跟老朋友见面交流，感到非

常亲切。接下来我将以“数字经济各要素的重构

和演变”为题，就最近几年对产业的看法给大家

做一个完整的汇报。

我们感觉目前处在特别大的时代，我常常

说“历史在翻页，时代在转折”，什么意思呢？

“历史在翻页”，意味着过去那页翻过去了，

新的一页马上会到来，“转折”就是一个大的拐

弯，意味着很多过去的方法现在可能不灵了，过

去大家通行思考认识的一些方法论在现在失去了

它的指导意义。在这个时候怎么看待大潮的发展

呢？

我们观察产业发展，有的产业很繁荣，发展

很快，有的产业很慢，有的产业被打压，有的产

业被鼓励。我们观察科技，现在区块链火的，好

像不谈区块链都没办法开会，不谈区块链就要落

后于这个时代了。但是这些东西跟产业有什么关

系呢？我们观察金融，金融的概念也很多，互联

网金融、科技金融，一堆概念，但留下了什么？

它对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有什么帮助？它是怎么

跟科技、跟产业融合的？这些东西合在一起以后

怎么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让它有效运转呢？这些

问题都急需我们回答。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内容，事实上我们讲

的都是趋势，我们认为产业的趋势是什么、科技

的趋势是什么、金融的趋势是什么？它们之间共

同构成的东西，我们叫数字生态。具体数字生态

怎么建、怎么运营，这些内容我们邀请了企业家

来给大家讲：薛素文会跟大家讲猪的生态怎么发

展壮大；李姜元鸿跟大家讲怎么用体系的方式、

数据的方式服务上市公司成长；赵敏晖老师讲怎

么还原农业生态本来的面目，怎么固本清源提升

农业的产量。赵老师有一个绝招，就是一亩地产

量在他的方法之下不改变种植结构和养殖结构，

收入提高四倍。我就负责讲大逻辑，讲为什么会

出现这个状态，资本市场上怎么看这个事情，我

们怎么做投资，怎么帮企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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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跟天风进行这个合作呢？天风

证券在资本市场上跟大家都很熟了，是最具实力

的研究所，新财富第一名里边一半都是天风证券

的，他们也面临转型。我们怎么在研究领域继续

引领资本市场潮流的问题，光有理论是不行的，

我们还得有方法服务于上市公司，让上市公司在

我们的服务之下赋能再增长，这是天风证券所追

求的东西。这个理念跟联盟非常契合，我们一拍

即合，就有了今天的这个会议。

我们现在把产业里边最大的要素提出来看，

就是互联网的变化。这个图反映了互联网跟实体

经济影响的总的趋势图。在这个图里面大家看，

一个是纵轴，一个是水平轴，反映了两个变化趋

势，在纵轴上看到连接的关系是越来越强，在水

平轴上服务的属性越来越重。在这两个交叉之后

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不同公司的发展

逻辑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最早的时候谷歌、微

软等以美国为代表的大的企业，他们的连接越来

越强，最早谷歌没有连接，亚马逊有商业地址的

连接，到了facebook社交网络的连接，微软这个

层面是工作的连接。中国公司也在做一些事情，

百度、阿里、腾讯也在做这些工作。

在纵轴上看到服务变重，交叉之后发现什么

趋势呢？纵轴有一个小红旗，小红旗的左侧是消

费，消费类的，吃穿住行，小红旗的右侧是实体

经济，工业、农业这部分，越在左侧的时候连接

的作用更强，连接具有主导地位，服务基于从属

地位。但越往横轴右侧靠的时候，服务占主导地

位，连接是次要地位。

这时候看到此消彼长的变化，谁能够率先

越过消费跟产业之间的大墙到产业互联网这个地

方来呢？谁能在这个领域里面独占鳌头呢？我们

认为在右侧的产业空间可能比左侧的空间要大十

倍。我们看到左侧的空间里已经相当拥挤了，出

现了很多大型的公司，格局已定。但是右侧是一

片空白，现在有一家公司越过去了，虽然规模比

较小，但已经开始了第一步，这就是农信互联。

在这个趋势之下，未来定义数字经济，改

变经济版图的力量就在右侧这部分，只有互联网

和实体经济融合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投资机遇，

Tenbagger公司就会在这里产生。在这个领域，

美国也没有领先的经验，美国的经验都集中在右

侧，所以只能看我们中国企业自己的实践在做什

么。我们一定要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行人

所为行，赢人所为赢。

每个领域要整合成一个产业生态，那么形

态会是什么？过去消费端以京东为代表是横向扩

张，原来只做家电做电器，后来横向打通很多品

类，变成全品类。我们认为未来不是这样的，未

来每一个行业都会把生产、流通、交易、消费进

行垂直的融合，形成一个新的生态，从生产端开

始对接互联网，形成一个供给的优势，进而整合

流通、交易等要素，这是未来称王的办法，这是

我们认为这个时代产业发展的根本趋势。

我经常跟团队交流、跟合作伙伴交流，问他

们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时代最大的投资机遇是

什么？是不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种技

术跟实体经济融合？如果是，我们怎么办？我们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这两个图的理解决定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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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实业、做投资的方法和选择。这是我们对产

业的认知。

我们来看技术，怎么理解技术的变化？在这

里梳理出几个脉络来看，我们分了三部分跟大家

讲，第一个，技术趋势，第二个，主要特征，第

三个，应用场景在什么地方？这都是新的变化，

我们把原点放在了1946年，那个地方开始之后，

不同路径的演化。

最下面这条线是大的时代的划分，从大型

主机、微机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到万物互联这

个时代，一个连接的主线。第二个线是通讯的变

化，这个变化从模拟通讯、2G、3G到4G、5G

了。

第三是计算的方式，过去是计算中心的建

设，主机中心，后来微机的时候是分散式的计

算，一个微机就是一个计算中心，现在变成云计

算，目前又到了分布式计算，分布式计算是特别

火的区块链来谈的，区块链在我看来是解决社会

计算的方式，我们把计算中心、云计算、分布式

计算、区块链计算代表一个新的模式，称之为社

会计算。未来既有分布式的计算，也会有中心化

的计算，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这些是计算模式

的变化。

最后我们看分离的趋势，开始是软硬一体

化，后来软件、硬件分开了，现在是软件跟数据

又开始分离，数据有单独的数据公司，软件有单

独的软件公司，这也是演变的趋势，当这些趋势

交叉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新的模式在产生，下一代

互联网的类型，我取个代号叫“数联网”，万物

互联之后数据之间的联网。

这跟过去有几个鲜明的地方不一样，我画

在这里了，从底往上，终端泛化，你看到的东

西都是终端，这个笔可能也是有芯片可以采集

数据的，麦克风、摄像头都可以，都变成智能

的终端了，很小的终端都很智能，完成很大的

功能，终端的泛化。第二个是介质的融合，传

输介质融合在一起了，实际上光纤之间也会有

一个融合。

“设备自组织”跟“场景的自适应”这两

个特征相当于是下一代互联网的根本特征。什

么叫“设备自组织”呢？比如无人机的集群就

是设备自组织的雏形，一个无人机是单独的，

合在一起组成各种图案，跟你说新年快乐，这

是设备之间在通信、在交互，当然包括地面上

的控制中心，这只是智能设备组织的雏形，未

来是设备之间自组织自变化。到这时候可以看

到一个很可怕的场景就会出现了，很多设备会

自发的完成一件事儿，这就是未来很大一个场

景的变化，我们的数联网或者下一代互联网能

不能支撑这样的东西？“场景的自适应”是指

设备根据这些场景的变化自动来产生行为，这

是我认为技术的特征。在这个演变之下，我们

认为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比如社会计算的代

表，我认为是比特币，我看比特币跟所有人都

不一样，我认为这种新型的数字货币或者代币

看成新型的社会动员的力量，我们有空再展开

这个话题，这是属于创新组织的问题。

技术演变一定要跟产业融合一起才能发挥最

大的价值，单独看一个技术，是无助于产业发展

的。技术发展再快，它的体量目前还小，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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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旦跟实体经济大体量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迸

发出来的能量是不可限量的，改变世界的力量的

起点就在这里。

有些人在鼓吹新时代的科技经济学，我觉得

说的有道理，可以简单类比这几句话，简单的来

参考一下：大数据是生产资料，区块链固化了生

产关系，云计算是我们的生产工具，人工智能是

生产力，5G、物联网是自然环境，最终算法定义

生产方式。这是鼓吹科技经济学的人谈的话题，

不能狭隘的理解，但确实能反映出来一些问题。

但这些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合在一起怎么

发挥作用呢？我们提出的是平台生态的运营平台

EOP。未来产业不是生态吗？什么支撑这个生态

发展呢？就是EOP来支撑，这是我们认为的技术

的大趋势。

我们再看看金融，看看怎么理解这个变化。

金融从两个角度来去解构这个事儿，一个是政治

层面上、一个是技术层面上，政治层面发生了很

多事情，我们都很高兴，特别符合我们的预期。

有了金稳会，据说三会合一之后还会成立金监

局。我们看到打击“财阀”，安徽的被双规了。

为什么说过去很多玩法行不通了呢？要看这些机

构是不是把金融最重要的血液融入到实体经济中

去了，是空转还是套利？如果是后者，在现在时

代就是处在最危险的境地，就是受到打击的时

候。

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说上市公司领导跳

楼了，2018年像下饺子一样，我们说有那么可

怕吗？他说是，如果不这样的话，怎么完成转型

呢？怎么在资本市场上出清呢？政府通过高压，

把杠杆、套利的方式真的通过资本力量挤压掉，

只有这样方式变化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把资本跟

实体经济融合到一起去。

所以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重构秩序”，金

融里面这个“重构秩序”，大家对这个理解不深

刻的话，就会重蹈那些覆辙，过去很多行之有效

的玩法都可能受到一些波及跟影响。我们也跟他

们说，这个挺好的，挺符合我们的预期，政府就

是打扫屋子给我们在座的诸位入驻的，屋子打扫

干净之后我们好去吃饭啊。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个变化，这几年迅速演

变的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互联网金融，第二

种形态是科技金融，金融科技，第三种形态是现

在现取的一个名字叫生态金融。为什么这么说这

个事情呢？过去有几个不同，在互联网金融的时

候，大家特别强调互联网跟金融的融合，指的是

去中介，那时候代表火起来的就是P2P，这个技

术应用而起，很多公司一下转成P2P公司了，这

个发展很有意义，余额宝、支付宝在这个时代发

展起来了，这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初步阶段。

前几年金融科技特别火，都在讲价值互联

网、讲信任这些东西的重构。这些东西是不是这

个金融的本质呢？我觉得可能未必，这东西只是

在技术层面、工具层面来谈金融，到底金融跟实

体经济关系是什么？金融的本质应该是什么？我

们认为是生态金融能够体现这个事情，金融像水

一样在生态里边流转，不要有任何的阻滞，完全

的服务于生态、完全的服务于产业。

我记得薛素文说过一句话，实体经济像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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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样，金融像车一样，金融在这个轨道上跑，

我觉得这个比方很对。生态金融有五个特征，

第一个，生态金融融合了产业和技术，生态金融

离开了生态无法生存，在生态中紧密共生的。第

二个，很重要，生态里面一般的产品，一个主产

品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在这个理念下，数字货

币更往前推进了一步，我们没有必要说专门发一

个数字货币来做货币，来做货币的代号，在一个

生态里面就拿生态主产品作为一个货币也是可以

的，从这个意义来讲，货币就是计账的、结算用

的，仅此而已。

在猪生态里边猪可以当货币用啊，饲料跟

它相关，买卖跟它相关，交易跟它相关，消费跟

它相关，为什么不能在这个生态充当一般等价物

呢？过去很难，很难看到一个猪跑来跑去，现在

可以了，猪被数字化了，一个猪被数字交易下来

了，甚至能为分割使用了，在物理世界里面猪还

是活生生的，数字世界里面猪变成好多货币，能

够流转。所以这个时候看到一般等价物在生态金

融里面是泛化的。

第三个，在金融里面货币形成循环的，有了

货币的循环，这个经济体又开放又封闭，有很多

的力量来产生。第四个，理论上不会存在通胀、

也不会发生通缩，经营的时候会通缩，埋地里去

了，藏底下去了，不敢花，自然而然造成通缩

了，如果说在一个猪生态里边，我们用猪作为货

币的时候，这个实体经济的生产跟经济的流转完

全同步的，就不会有通胀、也不会有通缩。

第五个，我们认为金融就是实体，实体由于

金融，只是理念上的一个变化来做这个事情。这

种特征称为生态金融，产业到了这样的程度，生

态金融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根本之

道，这也离不开产业生态构建、技术的发展，没

有技术做不到这种地步。

这是我们运营的问题，为什么说现在讲运

营，而不是管理？从趋势上来看这个变化，围绕

产业的变化分了五个阶段，过去讲战略的时候，

也会讲这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能在最初级战

略的时候经营一家企业，这个企业该如何发展，

企业该如何成长，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

段，结构的改良，区域性的结构改良，这个城市

里边产业之间怎么整合整合，怎么合纵连横做一

做，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跟第一个阶段

有本质的区别，到了第二阶段有股权的转移了，

跟资本市场就有关系了。

第三个阶段，涉及到放眼全国甚至放眼全球

产业的重组事情，整个产业怎么做。产业重组的

时候，现在见到很多耳熟能详的例子都是在产业

重组里边发生的，中国整合着通讯业，一会儿三

家运营商，一会儿六家运营商，一会儿又整出第

四个运营商来，都是用行政的力量做产业重组的

工作，老外用资本的力量做产业重组。我们现在

是综合运用，也有行政力量来做，也有资本力量

来做。

第四个阶段，又多了一个方式，重组的方式

多了一种，在第二、第三层次的时候，产业整合

的时候都伴随着股权转移，要不是你的，要不是

我的，不管行政命令是你的也好还是用资本的方

式成我的也好，在生态运营这个阶段又回到最初

那个时候，没有股权转移，只有业务上的联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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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又多了一种重组产业的方式，用数字来重组

产业，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产业的对象是什么呢？

不再是一个产业了，而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联合运

营。所以讲一产、二产、三产之间的联合运营的

问题，我们的视野和格局又放大了，跨行业做这

个事情。

后面来讲的几个企业家都是在这个层次上的

企业家，都是谈产业运营层面的事情，整个生态

运营方面的事情。生态运营再往下一步是复合生

态的问题，不同的生态之间怎么样整合重组，发

挥效能的问题，这是我们认为未来这样。这个时

候看到管理跟运营哪个更重要呢？在这个里边让

整个体系运转更重要，支持是服务、是运营，而

不是管理、不是控制，这个变化。

在这三个层次变化的时候，我们视野也好、

格局也好，都在放大，一家公司同地域、同行

业，资本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到了这个级别

的时候，综合运用产业、数据、科技、资本的力

量形成这样一种模式。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也提高

了，对我们的认识也提高了，我们把这个称之为

什么？到了这种经营理念的时候，达到这种哲学

境界，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功而成弗居，夫唯弗聚，是以不去。所以说我们

说它是企业站在顶级思维，也是行业的必然方

向。………

我们刚才讲了产业的趋势、科技的趋势、金

融的趋势，它们交集是什么？它们碰撞在一起的

时候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们讲的数字生态，它们

的交集形成了数字生态，对数字生态的理解从三

个层次，产业怎么理解？科技怎么理解？金融怎

么理解？所以这种生态未来形成的模式，我们认

为有几个特征，大规模的提升了生产效率，全要

素生产效率，大幅度降低成本，经济增长根本之

道。

我们之前经常抨击互联网公司，说这些公

司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解决劳动生产率的

问题，他们提高了消费的效率，但没有提高劳动

的生产效率，没有让农业增产，也没有让工业增

产。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劳动，如果说

互联网公司在这个方面缺席的话，怎么做出伟大

的变革呢？真正在生产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是

我们一贯的观点。

刚才我们看到，产业科技金融碰撞之后是

数字生态，数字生态的要素是什么？下面我们叫

产业生态，今天来的上市公司也比较多，每个公

司都会形成下面一个结构，以你为中心，你的上

游、下游伙伴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称

之为产业生态。你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核心企业。

什么叫核心企业呢？你掌握整个生态的数

据你就是核心企业，如果没有掌握这个生态的数

据，你可能还称不上核心企业，只能叫龙头企

业，龙头企业跟核心企业的差别，就是我能不能

掌握这个生态中的所有数据？如果你没有，你是

龙头，如果有就变成核心企业了，核心企业的价

值带动整个生态的升级，通过中间这一层技术、

科技，把上面服务业跟这个生态有机融合在一起

了，把金融、通讯、物流、市场跟生态融合在一

起形成一个整体，我们称之为数字生态，这就是

未来主要的结构。

这里面画的虚线，没有边界，互相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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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取了一个名叫EOP（生态运营平台），大

数据、互联网、区块链写在中间，在我看来都是

科技，孤立的、零散的科技做不成什么，整合成

系统的时候真正对生态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所以

我们说谁在建这个生态，谁在建这生态的运营平

台，谁就是未来那个最大机遇的捕获者，我们就

是跟这些企业为伍，我们主要投资这些企业，利

用所有的资源帮助这些企业成长，这些企业会在

资本市场上获得非常高的溢价。

我们再放大了看，怎么理解数字生态的意

义？这是一个社会系统，社会系统里面分了很多

的层级，左边的技术，技术高一个层级的是产

品，产品从属于业务，业务从属于公司，公司上

面我们认为是数字生态，数字生态再往上是经

济，经济、政治、国家博弈、全球治理。

数字生态的定位在哪里呢？就在这儿，中间

这个位置上是数字生态，我们怎么认识数字生态

的意义，放在整个数字经济的框架下我们来看它

的结论，上一层的系统是经济，今天讲的主题数

字经济，数字经济构成的最小单位是什么？还是

一个个的公司吗？

我们在农业的时候，农业基本单位很简单，

工业也很简单，到了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最小单

元是什么？怎么管理数字经济？最本质的问题没

有回答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理论都是没用的，

我看了所有数字经济的书没看到一个管用的，最

后我发现了什么管用呢，《毛选》管用，那个里

面告诉大家怎么去做。

我们发现数字生态起来之后，数字经济的价

值或者数字经济的落地的点在哪里，它就是数字

经济的最小单元，抓数字经济就是抓数字生态的

建设。我们有一次跟一个建行的大领导聊建行怎

么超过工行。我说你看工行，宇宙第一大行，有

800家大客户，成就了第一大行的地位，建行建

800个生态就能超越工行了，这是基于数字经济

的判断得出这个结论，未来数字经济就是一个个

数字生态构成的，数字治理都要以此为基础来展

开，离开这个什么都办不了，生活、工作都依托

于数字生态的。

公司层面来看，产业升级的方向在哪里？我

们都知道是融合。融合之后形成的组织形式是什

么？是数字生态。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称之为产业

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企业战略的顶级思维，从

此我们把数字生态定义为中观的产业发展理论，

不是宏观的理论也不是围观的企业经营理论，这

是时代到这一步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这个理论

不是编的，不是一拍脑门出来的，我们是根据公

司的实践总结提炼出来的。我发现农信互联在养

猪的行业里面做得特别全面，我根据他们的实践

提炼出这个特征，进而归纳出数字生态论这个理

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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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十九大报告说，“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

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

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

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

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

争力。”

这段话说得特别好，字字珠玑。我们其实

也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做了初步的探索，在

数字生态论中，市场机制高度有效（价格信

号实时生成），微观主体都会增长发展（劳

动生产率提高了），宏观调控有度（数字都

在我们这里，谁干什么一目了然）。我们

《数字生态论》那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

说这个事儿的，数字生态就是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互联网、大数据跟人工智能之后，形成

的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数字生态也是实体

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

发展的承载单元，它同时强化了市场机制，

激发了微观主体的活力，确保了宏观调控有

度，将会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

力。所以这就是时代的理论，根植于我们本

土的实践产生的东西。

从此我就不去硅谷了，两年都没去了，我觉

得越来越没兴趣，在美国已经产生不了这样的生

态结构了，他们的技术还很先进，但是他们的技

术在我看来，是我们生态上的一个个插件，有了

这个框架之后，可以把先进的技术插到这个生态

里边去，发挥价值的作用。

刚才一个图讲了单一生态，放大了之后，

不同的生态合在一起就是复合生态，复合生态

里面谁唱主角了呢？金融、物流、交易市场、

通信，服务性的公司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核

心是数据。在单一生态里边核心企业居于控制

地位，在复合生态里面谁能够掌握更多的数

据，掌握不同生态的数据融合，谁就具有控制

地位。

一个个复合的数字生态构成了数字经济

的全貌。接下来我就这幅图，说一说国家战

略的事儿。联盟跟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承担

了一个课题，关于国家大数据战略如何落地

的课题研究，我们试图解释什么是国家大数

据战略、什么是数字中国，事实上在这里我

们看到了答案，我们抓一个个的数字生态就

好了，我们把数字生态看成经济单元，也看

成社会治理的单元，同时也看成数字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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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做这个事情。因为整个的数字中国分成

三个相互支撑、相互依托的领域，数字经

济、数字治理和数字安全，离开安全经济发

展已经无从起步了。

比如说无人机。无人机如果没有安全体系

保障的话，大家会很担心，飞机在会场里飞来

飞去，我们是担心呢还是不担心呀？如果是天

风证券的，我们就不用担心了，肯定用来报道

的，如果是别家的可能觉得是刺探情报的，这

个时候就会考虑考虑了让不让它飞，如果不知

道这个东西是谁的，那就很担心了。所以在万

物互联的时候，这个万物没有标识，我们没办

法确保整个体系安全的时候，产业也没有办法

发展。所以在数字中国里面，数字安全是首当

其冲的。

数字治理也是这样，你们数据都在网上，

一方面隐私被大规模的泄露，另一方面你还在

大规模贡献隐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如果不

这样的话你得不到服务。这应该是常态吗？也

不应该。数字治理怎么开展？把一个个黑箱的

数字生态打开，公共数据开放，那可能是一条

路。

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整个数字中国的总体

框架，我们今天讲的数字生态论就是我们在三

个框架里边讲的数字经济的国家理论创新一部

分，这刚开始，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譬

如说数据确权的问题，数字属于谁呢？到现在

也没人说这数据属于我的、属于他的，属于谁

的都不太合适，到底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怎

么保证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还能保证企业发

展的长远前景呢？这是国家考虑的事情，我们

正在联手在做。

总而言之，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趋势，我们确

实越来越安全、规范和开放，这是不变的。

所以到这个时代，我们该怎么办呢？投资主

旋律是什么？主战场在哪里？我们投什么企业？

我们扶植什么企业？我们的投资理念：第一步基

于数字生态的思想首先就投生态的核心企业。第

二步，与核心企业共同设立产业基金，帮他整合

行业，服务于这个行业。第四步，我们投资能与

生态对接的技术，要不然看到所有的技术能够服

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够融合的，跟它去做投资

做对接。比如我们去年投的农信互联，今年开始

共同设立“X联网”基金了，包括猪、牛、羊等

等。我们一起干成一个农业的愿景，这是我们的

目标。这个投资理念跟过去不太一样，都是新的

做法，换代的一些做法。

对于整体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有什么机

制服务于这个事儿呢？我们要建立起围绕公司上

市的综合服务体系，我们称之为生态投行。比如

说，上市公司、准上市公司形成一个生态体系，

帮它把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公关

公司、投资机构，这些能服务他的这些机构组织

在一起，帮助他加快上市的进程，帮助他投资并

购的进程，在生态理念的引领之下，让他尽快的

成长，变成核心企业，这是体系化的工作。

今天沈局来到现场，就是为这个事情而来

的，我们会在金融局的领导之下做这个事情。过

去很多都有组织，零零散散的组织，有FA做财务

顾问，有咨询、公关公司，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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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方向呢？是不是有人组织起来，帮你推荐资

源呀？是不是能获得政府的帮助呀？你能不能成

为独角兽享受绿色通道呢？所以我们中关村大数

据联盟就在干这个事情，我们会建立这个综合的

服务体系，我们取了一个名字叫“生态投行”。

跟过去投行的区别是，我们不做通道型的业务，

而是做价值型的业务。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内容，产业、科技、

金融、运营不是孤立的，不能割裂的看。把他们

当成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看的时候，我们应该采

取的立场是什么？做法是什么？我们怎么做投

资、我们怎么看未来？具体内容请关注后面的演

讲嘉宾。

天元神农赵老师讲的4倍农业，实现了种养

合一，是现代农业的返璞归真。农信互联薛素

文，做农业运营商，变成了数字生态的标杆企

业。李姜元鸿是因果树的创始人，讲企业关系

谱，致力于发掘企业潜在联系、发现产业潜在规

律。

文章链接：http://www.databanker.cn/

thrilling/210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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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贺铨：大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转型的“金钥匙”

4月18日，…“2018大数据产业峰会”在京隆

重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发言时表示，

未来10年工业大数据的增速将是其它大数据领域

的两倍，现今，传统制造企业纷纷进行数字化转

型，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对于大数据的应用

和处理则是转型的关键。

邬贺铨指出，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大数据呈现

出四大特点：

一是准确性。在一般的商业领域，如果预测

准确率达到90%已经是很高，但在工业领域很

多应用场景中，对准确率要求达到99.9%甚至更

高，比如交通领域。

二是碎片化。工业制造的大数据有很多传感

器收集的数据，有颗粒性很小的，也有颗粒性很

大的，而且是不断在产生的。

三是实时性。工业数据的处理必须要当时快

速的反应，过一段时间没多大价值。消费数据可

以累计很长时间。

四是行业性。工业大数据的挖掘要对生产过

程有透彻的理解。

大数据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关键

现今，传统制造企业纷纷进行数字化转型，

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对于大数据的应用和处

理则是转型的关键，邬贺铨通过以下例子分析了

大数据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

苏州协鑫公司专注光伏切片，利用阿里开发

的ET大脑分析0.2毫米厚度的硅片长期积累的数

据，从上千个生产参数中找出有60个关键参数，

通过优化生产流程，良品率提升1%，实现每年

上亿利润；杭州中策公司是全球排名第三的橡胶

轮胎生产商，引入阿里的ET大脑分析所有参数，

提炼橡胶合格率提升3%-5%，利润增加千万。

大数据在产品质量的应用。清华大学与英

业达集团共建电子制造大数据平台。英业达做电

路板，工艺过程很多。通过大数据能判定哪一个

板的质量好，哪一个板不行，有效的检测率超过

99%。每条PCB板生产线投入后，每年减少人工

分析处理30万，误判漏判获得的效益180万。50

条生产线使得英业达一年的效益达到九千万。

大数据在生物制药中的应用。生物制药的

过程比机械加工更加复杂，涉及到的参数更多。

基因工程的细胞来做疫苗、激素和血液，有200

多个变量，每次不容易准确控制，成品率变化很

大。生物制药公司应用大数据分析上下游的工艺

参数，找出最关键的影响参数。一年之内，疫苗

的产量提升50%，单一产品一年增加接近1000万

美元。

大数据在生产个性化的应用。青岛红领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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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2000多种版式，顾客自己可以修改，确认

后7天就把产品交到顾客手上。过去还需要顾客

去量尺寸。现在只需拿手机穿个紧身一点的衣服

对正面和侧面拍一下，标身高，一件贴身的衣服

可以寄到你手里。

通过工业云帮助企业服务升级。沈阳鼓风机

厂建立了云服务平台，全国有很多客户通过实时

监控能够了解，并且把监控的信息结合沈阳鼓风

机厂形成年度报告，可以实时把状态报告给实际

的业主方，很好地提升服务能力。比如石油化工

厂的富气压缩机由沈鼓提供，2014年5月份停电

一次，检测找不到毛病。但停了三次有两天的时

间损失有六百万，利用沈鼓的云平台对所有数据

分析发现主要是汽轮机的前端有摩擦。后来没有

修前端，而是通过润滑油的办法改进，使其正常

工作。沈鼓有全国有1600台机组，利用云服务每

年可以减少0.3次非计划的停机，减少直接损失

4.8亿元，能耗减少6.3亿元。

通过零售云平台提升门店销售效率。波司登

建立零售云平台，实时监控全国3000多家门店的

库存和销售数据，库存中心的智能补货系统有效

减少缺货损失21%，售謦率同比增长10%，会员

复购率达到20%以上；联想集团利用其全球数据

中心掌握的数据，与宝钢合作建立钢铁销量预测

系统，通过机器学习和图谱分析找出关联，预测

钢铁市场需求，预测精度92.2%，库存周期缩短

20%，客户采购的资金节约上亿元。

大数据挖掘社会贡献大

邬贺铨指出，运营商有很多用户数据，运

营商不能直接把用户数据拿出，但可以对数据进

行挖掘，屏蔽掉用户的隐私和涉及国家安全隐患

的事项，可以集成提升很多服务。比如大众汽车

找中国联通，希望中国联通分享什么年龄段的人

希望买什么汽车，对汽车的装饰、价值及配置有

什么要求等，中国联通形成咨询报告交给大众汽

车。类似的服务对运营商可以很好的增加收入，

为社会和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邬贺铨表示，企业经营决策重要的是企业

利润及利润最大化，实现生产环节成本分析和精

准化，但前提是要有准确的价值分析模型。分析

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产品、企业资源、技

术和员工等层面，对财务准则下细化损益表到单

品层面，产品生命周期下的细化损益表到单品层

面，产品生命周期下的单品层面的损益表都分解

的很细，很容易找出哪一个环节是财务的薄弱环

节，准确地为生产决策起支撑作用。

大数据不仅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生

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节约资源消耗、保障生

产安全、优化销售服务。还与人工智能、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及物联网等技术协同发展，并将深

度融合到实体经济中，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引

擎。

文章链接：http://www.databanker.cn/

thrilling/209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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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峰：工信部将通过四方面布局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

在日前召开的“2018大数据产业峰会”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党组成员张峰表示，

工信部将深入贯彻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大

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重点，切实抓好大数

据产业发展，通过四方面的布局，全面提升我国

大数据技术支撑能力与价值挖掘能力，有力支撑

制造强国与网络强国建设。

一是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统筹大数据产业

集聚区和国家新型工业化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建

设，进一步优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中心区

域布局，夯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引导区域

大数据发展布局，促进基于大数据的创新创业，

培育一批大数据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形

成多层次梯队化的创新主体和合理产业布局，繁

荣大数据生态。

二是强化产品创新。促进大数据存储管理，

分析挖掘，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和产

业化，突破大数据共性关键技术，推动产品和解

决方案。不断创新技术和服务模式，形成技术先

进、生产完备的技术产品体系。

三是深化行业融合应用，利用大数据改造提

升传统的产业，特别是促进工业互联网、工业大

数据、工业云协同发展，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大，应用

需求旺的优势，以国家战略引领需要市场需求为

牵引，加快大数据技术产品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应

用，促进跨行业、跨领域大数据应用，形成供需

对接，良性互动的产业发展格局。

四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工信部将会同相关

部委进一步推进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也将加快大

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安全保障能力，营造产

业发展生态。加强人才培养，推进国际开放与合

作。

来源：ht t p : / /www . d a t a b a n k e r . c n /

thrilling/2097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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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一平：业务系统的数据资产管理为什么这么难？

如果你做过BI或大数据，一定会接触数据资

产管理的一些概念，比如元数据，数据字典，血

统分析等等，但你会发现，要做好大数据平台的

数据资产管理并不容易，比如数据字典的维护，

为什么？

我们可以有一堆的理由，比如战略问题、业

务问题、流程问题、机制问题、平台问题，人力

资源问题等等，但假如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是否

意味着你的数据字典就可用了呢？

也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大数据平台的数据来自于各个外部业务

系统（上游系统），其数据字典的质量是受到上

游系统约束的，而一般业务系统的数据资产变更

规范性是比较差的，比如没有专门的数据管理系

统来进行管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管理难度高，很多企业业务系统会比较

多，各类系统的开发流程很多还不一样，比如来自

于各个合作伙伴，要统一数据资产管理的标准非常

困难，流程的复杂性导致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

门槛也很高，商用的数据管理平台（比如元数据管

理）大多是无法适应这种复杂的场景的，而大数据

平台天然的集约型使得数据管理更可能成功。

二是驱动力不够，业务系统在开始建设的时

候，关注的是功能的快速实现，很少有人能预见

到诸如数据资产管理这种非功能性的需求，而要

对已经建成的业务系统再重新梳理数据资产进行

管理，则显得困难重重。

三是效益不明显，虽然大家都开始认识到数

据资产管理的重要性，但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总

是很难提上日程，短期内数据资产管理的规范性

跟开发的灵活性一定程度上还是冲突的，似乎从

线下文档或开发人员口中获取信息也不是难事，

但这个隐性的管理成本其实很高，等到系统要重

构或大版本升级的时候会发现系统变得好陌生。

那么，业务系统的数据资产要不要系统化的

自动管理呢？

答案是不一定，这个依赖当前业务系统的规

模和成熟度，一个判定标准是当企业的IT要考虑

中台战略的时候，也许数据资产管理也要提上日

程，因为中台意味着沉淀和复用，而数据知识非

常需要沉淀。

对于拥有大数据的企业来讲，高效使用数据

的一个前提是理解数据资产的准确含义，比如背

景、命名、释义及枚举值等等，而业务系统是数据

产生的源头，理应承担起数据资产管理的重任，比

如确保数据资产的质量，数据资产变更能自动提醒

等等，其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更应站在企业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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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这也符合第一性原理，下游

系统的数据资产管理管的再好，巧妇也难为无米之

炊，上游垃圾进，下游也是垃圾出。

那么，业务系统的数据资产管理要怎么做呢？

除了传统的元数据管理那套理论，这里再给

出三点建议：

首先，在策略层面，需要业务系统对于数据

资产管理能有足够的重视，这是第一要务，大家

会问投入那么大的代价去搞这个体系到底有没有

价值？

的确在前期看不清的情况下，没必要毕其功

于一役，因此需要找到好的场景切入点，比如存

量中找个核心的系统进行试点，也可以只针对新

增系统进行尝试。

其次，在方法层面，不建议采取后向的方

式，比如事后补录数据字典，这种方式往往导致

与生产系统的严重不一致，最终积重难返，要从

数据资产产生的源头进行管控，即需要从数据库

接入、开发到上线的整个流程进行管控，对于流

程中涉及的任何数据资产管理的操作进行规范，

比如数据库新建、建表，变更等等。

数据资产管理需要跟企业的整个数据产生流

程无缝衔接，比如不按照规范进行数据资产录入

变更，业务系统就不能上线，要有这种壮志断腕

的决心，否则就不建议做。

下面笔者列出了业务系统数据资产管理流程

的一个示意，这里涉及四个关键角色：

1、资产接入责任方：负责及时对数据源进

行管理，比如新增数据库和用户，并将其接入到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2、资产开发责任方：依托数据资产管理平

台按照资产管理的规范进行建表等操作，确保数

据资产的质量，比如对表，字段解释清楚含义

3、资产维护责任方：负责资产上线发布管

理，对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与生产系统的资产进行

比对，督促资产开发责任方进行资产修复

4、资产总体管理责任人方：负责整个企业

数据资产的管理，包括数据资产管理平台的建

设，数据资产管理规范的建立，数据资产的跟踪

及质量通报、跨专业协调解决等。

最后，在系统层面，要打破专业、上下游

系统的边界，构建一个企业级的数据资产管理平

台，实现对各类业务系统、大数据平台及相关BI

系统的数据资产的统一管理，其不仅要包括传统

的元数据管理等功能，更要包括开发管理、流程

管理等众多功能，从而适应企业特定的数据资产

管理规范要求，一般来讲，不要奢望让企业的业

务流程去适应系统，数据资产管理系统一定要与

时俱进。

业务系统的数据资产管理能力一旦形成，下

游系统的数据资产管理效率就能自然提升，无论

是资产的自动发现，比对或是稽核，下游系统不

再需要靠大量的线下确认工作去疲于应付上游系

统的变更，原来的被动资产管理模式将向着更主

动的方向演进。

来源：ht t p : / /www . d a t a b a n k e r . c n /

thrilling/212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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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Data发布新战略布局，以开放连接促数据智能

6月28日，国内领先的数据智能服务商

TalkingData在北京举办了以“始于初心，重塑

未来”为主题的产品及战略发布会，正式宣布了

2018年最新战略布局，以“开放、连接、安全、

智能”为核心，着力探索中国大数据行业的发展

新路径。

在国家战略政策利好下，大数据的理念普

及已完成，更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真正从数据中形

成智能，提升商业决策与人类生活，这也是所有

大数据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TalkingData创始

人兼CEO崔晓波在发布会上强调，数据的核心不

是拥有而是连接，TalkingData将突破传统的数

据源公司、数据软件公司、咨询公司模式，探索

创新发展路径，以“数据智能服务商”为定位，

基于开放连接的理念构建整合数据产业链各方资

源的平台生态，这样才能集产业之力，真正实现

“数据改变企业决策、数据改善人类生活”——

TalkingData自成立以来一直坚守的初心和愿景。

为此，TalkingData从战略层面对平台能力

进行了全面升级，以SmartDP数据智能平台和

SDMK数据智能市场作为双核心驱动，在安全合

规的前提下，一方面接入各渠道数据源，打破各

企业间的数据孤岛；另一方面基于强大的平台能

力，为各方开放提供面向业务场景的数据智能应

用与服务。

安全合规是TalkingData非常重视的基础。目

前，TalkingData按照国内法规、甚至GDPR的要

求，将数据安全作为全局考量，纳入所有业务和

产品的设计与落地中，并在数据保护技术方面持

续进行大量探索和实践。

崔晓波表示，“开放、连接、安全、智能”

将成为TalkingData继续领跑行业的差异化优势与

竞争力。

零售、营销、金融和智慧城市是TalkingData

重点聚焦的数据智能应用领域。此次发布会上，

TalkingData同时公开了针对这四大领域的重量级

产品。

TalkingData特别邀请到腾讯云大数据应用产

品总经理聂晶，正式介绍了TalkingData联手腾讯

云发布的面向线下品牌商的数据智能产品——智

选。智选有机整合了海量数据与机器学习技术，

旨在解决实体门店的选址、商圈经营等场景问

题，为智慧零售及多元化线下产业提供帮助。

此外，杭州决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冯江

也受邀在此次发布会介绍了旗下大数据风控、资

产交易咨询、零售信贷业务咨询等产品，分享如

何与TalkingData联手运用金融科技解决行业数字

化转型所面临的痛点，助力行业链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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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与国家统计局在人口统计方面长期合

作所积累的经验，TalkingData此次正式推出了

以准确、动态、及时、多维度为优势的移动大数

据人口统计应用——“统计魔方”。同时，以

TalkingDataBrandGrowth品牌广告价值分析平台

为代表的TalkingData营销领域产品和数据服务，

也在此次发布会上宣布了重要升级。

据悉，这是TalkingData成立以来的首次战略

发布会，也凸显了此次全新战略布局的里程碑意

义。TalkingData希望更多与合作伙伴携起手来，

共建开放连接的数据产业生态，让大数据真正对

人类有所裨益。

来源：ht t p : / /www . d a t a b a n k e r . c n /

point/221416.html



489

文献传递

大数据背景下金融企业风险分析

中文文献：

【摘要】众所周知，伴随

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科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已经进

入到了数据化时代，当今社会

也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网络化与

数字化的特点。诸多金融企业

也面临着严峻的改革形势，其

在享受大数据带来的更多发展

机遇的同时，也需要面对更多

的金融风险。大数据金融模式

一直都处于亟待创新与优化的

状态之中。本文将就大数据背

景下的金融企业风险进行深入

的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

企业；…风险；…安全；…探究；…

【分类号】F832

【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

Rural…Economy…and…Science-

Technology…2018年16期…

【ISSN】1007-7103

周… 京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导读】通过CNKI等数据库，收集最新的大数据金融相关的学术论文、外文数据库搜

索最新的较有学术价值的大数据相关的期刊文献，热搜大数据相关的新书进行推荐，提供给

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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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大数据金融下小微企业融资模式研究

——基于蚂蚁金服与京东金融的比较

【摘要】2018年两会期

间，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问题再一次成为各

方关注的焦点，而电商大数据

金融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提供了一个契机。本文在对电

商大数据金融发展历程及其服

务小微企业融资的优势进行深

入阐述的基础上，重点比较了

蚂蚁金服与京东金融两大电商

大数据平台的运营模式，并分

析了大数据金融对以银行为代

表的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比

较了大数据电商金融平台与传

统银行的异同，进而立足我国

大数据时代背景，提出电商大

数据金融发展存在的障碍及其

未来发展建议。

【关键词】电商大数据；…

大数据金融；…电商金融；…蚂蚁

金服；…京东金融；…小微企业融

资；…金融排斥；…产业链金融；…

大数据风控；…大数据征信；…普

惠金融；…

【分类号】F 2 7 6 . 3；

F724.6；F832

【 期 刊 】 西 南 金 融…

Southwest…Finance…2018年07

期…

【ISSN】1009-4350

张璐昱… 王永茂

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知识图谱技术在金融微筹中的应用展望

【摘要】知识图谱是将实

体与关系存储按照一定的逻辑

结构进行存储的一种方式，在

运用过程中能够充分表示数据

关系，有利于建立关系型数据

存储方式。在金融微筹中建立

知识图谱技术与传统的存储方

式相比具有很大的关联查询优

势，为此在金融微筹推进过程

中可以建立社群大数据金融知

识图谱，对于大数据进行基于

金融知识的深度整合，本文对

此进行了探析，并提出了知识

图谱技术在金融微筹中的应用

展望。…

【基金】江苏省政策引

导类计划前瞻性联合研究项

目“语义We b技术在社群

微筹金融信息服务中的应用

研究”项目赞助； … 项目编

号:BY2016065-05；…

【关键词】知识图谱技

术；…金融微筹；…应用展望；…

【分类号】F832

【 期 刊 】 知 识 经 济…

Knowledge…Economy…2018年

14期…

田… 明… 尤正宏

盐城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江苏微推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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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数据金融的发展趋势

大数据金融，这个“跨界整合”会带来什么

【摘要】大数据金融是

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突破、革

新，并发展传统金融理论、金

融技术和金融模式的一种全球

性趋势。在当代社会，其既有

机遇，又有挑战，总体呈现出

跨界发展、服务多样化、服务

专业化三大发展趋势。…

【关键词】大数据；…金

融；…发展趋势；…

【分类号】F831

【期刊】经济研究导刊……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2018年18期…

【ISSN】1673-291X

【摘要】"新且多元"的大

数据，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改变

了金融行业的从业生态和重塑

了金融研究的实践思维。大数

据及其衍生技术在最近几年时

间里成为了一门被市场和大众

热烈追捧的"新概念"和"新课题

"。各种关于大数据的研讨及其

应用层出不穷:"大数据风控"、"

大数据扶贫"、"大数据城镇"等

种种新词汇在各类媒体平台上

不断刷洗着读者的眼球，同时

也激发了人们对大数据所代表

的某种"无所不能"。…

【分类号】F832

【 期 刊 】 金 融 经 济…

Finance…Economy…2018年11期…

【ISSN】1007-0753

卢小松

黑龙江工商学院经济系

张博辉… 吴海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金融科技与社会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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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大数据金融发展策略研究

大数据金融与Fintech发展的技术基础

【摘要】21世纪随着网络

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我国商业银行也迎来了新的时

代变革，在大数据的发展背景

下，给我国的金融服务带来

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

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促进商业

银行金融业务的改革，成为当

下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本文

以此为研究背景，深入探究，

大数据背景下给我国商业银行

金融业务所面临的挑战，并基

于此，对于新时代下商业银行

的金融发展提出科学的发展策

略，从而可以更好的实现行业

的转型升级，提升管理水平。…

【关键词】商业银行；…大

数据；…金融发展；…策略研究；…

【期刊】中国战略新兴产

业…China…Strategic…Emerging…

Industry…

【ISSN】2095-6657

【摘要】大数据是金融与

科技相结合最为广泛、成熟的

技术门类。通过对数据资源的

收集、存储、清洗、计算、分

析等环节，将有用数据资源的

商业价值发挥出来，通过数据

发现规律，驱动业务增长。Fin…

Tech不仅单纯地做"互联网金

融"，它基于大数据与云计算等

先进技术来提升产品服务的效

率，推动新一轮的创新。本文

简单介绍了金融科技的发展背

景，并具体论述了Fin…Tech发

展过程中1.0时代与2.0时代的

技术基础。…更多还原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

金融科技；…技术基础；…

【分类号】F832

【 期 刊 】 现 代 商 业…

Modern…Business…2018年13期…

【ISSN】1673-5889

胡文睿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吴之悦… 顾诚嘉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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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能否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产品需求分析

【摘要】中小企业融资问

题一直是阻碍我国中小企业发

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传统的融

资方式青睐于国有大企业和大

型民营企业，对于中小企业并

不友好。而如今，在"互联网+"

异军突起的时代，互联网金融

是否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

资问题?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之上，通过分析互联网金融对

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认为互

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

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更多还

原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

资约束；…互联网金融；…

【分类号】F 2 7 6 . 3；

F724.6；F832.4

【期刊】中国市场…China…

Market…2018年13期…

【ISSN】1005-6432

【摘要】近年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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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温州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摘要】互联网金融包

含多种模式并具有普惠金融特

点。由于不同模式服务实体经

济的共性基础存在差异，金融

服务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本

文针对不同模式共性基础的差

异比较，寻找形成金融服务效

果差异的原因，从而辩证地对

待不同互联网金融模式服务实

体经济的效果，形成差异化监

管，并逐步完善监管对策，发

挥出其普惠金融的作用，推进

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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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 M. Coyne , (School of Information,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Jose State, California, USA)

Abstract: Big Dat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multiple facets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but 

accountants have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eps necessary to convert Big Data into useful information. This 

limited understanding creates a gap between what accountants can do and what accountants should do to assist 

in Big Data information governance. The study aims to bridge this gap in two ways.

First, the study introduces a model of the Big Data life cycle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Big Data into 

information. Knowledge of this life cycle is a first step toward enabling accountants to engage in Big Data information 

governance. Second, it highlights informational and control risks inherent to this life cycle, and identifies information 

governance activities and agents that can minimize these risks.

Because accountants have a strong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informational and control need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cision-makers, they shoul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Big Datainformation governance.

This model of the Big Data life cycle and information governance provides a first attempt to formalize 

knowledge that accountants need in a new field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Keywords:Big data, Information governance, Information life cycle

Emily M. Coyne, Joshua G. Coyne, Kenton B. Walker, (2018) "Big Data information governance by 

accounta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Vol. 26 Issue: 1, pp.153-170,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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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o La Torre , (Department of Economic Studies, University “G. d’Annunzio” of

Chieti-Pescara, Pescara, Italy)

Abstract: Reflecting on Big Data’s assumed benefits,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f data security  underpinning Big Data’s socio-economic value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IC).

The study reviews academic literature, professional documents and public information to provide insights, 

critique and projections for IC and Big Data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voracity” for data represents a further “V” of Big Data, which results in a continuous hunt 

for data beyond legal and ethical boundaries. Cybercrimes, data security breaches and privacy violations reflect 

voracity and represent the dark side of the Big Data ecosystem. Losing the confidentiality, integrity or availability 

of data because of a data security breach poses threat to IC and value creation. Thus, cyberthreats compromise the 

social value of Big Data, impacting on stakeholders’ and society’s interests.

Because of the interpretative nature of this study, other researchers may not draw the same conclusions from 

the evidence provided. It leaves some open questions for a wide research agenda about the societal, eth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Big Dat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isks of data security and the challenges of Big Data to stimulate new research paths 

for IC and accounting research.

Keywords:Big Data, Privacy, Intellectual capital, Data security, Data breach, Cyber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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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ig Data security", Meditari Accountancy Research, Vol. 26 Issue: 3, pp.463-482, https://doi.org/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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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deep Lamba,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tudies,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lhi, New Delhi, Indi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ify and analyse the interactions among various enablers which 

are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big data initiatives in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SCM).

Fourteen enablers of big data in OSCM have been selected from literature and consequent deliberations with 

experts from industry. Three different multi criteria decision-making (MCDM) techniques, namely,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fuzzy total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fuzzy-TISM) and 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 have been used to identify driving enablers. Further, common enablers from each 

technique, their hierarchie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 enabler modelings using ISM, Fuzzy-TISM and DEMATEL shows that the top management commitm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big data initiatives, big data/data science skill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hange 

management program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driving enablers. Across all three different techniques, these five 

different enabler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the most promising ones to implement big data in OSCM. On the other hand, 

interpretability of analysis, big data quality management, data capture and storage and datasecurity and privacy have 

been commonly identified across all three different modeling techniques as the most dependent big data enablers for 

OSCM.

The MCDM models of big data enablers have been formulated based on the inputs from few domain experts and 

may not reflect the opinion of whole practitioners community.

The findings enable the decision makers to appropriately choose the desired and drop undesired 

enablers in implementing the big data initiative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OSCM. The most common 

driving big data enablers can be given high priority over others and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OSCM.

MCDM-based hierarchical models and causal diagram for big data enablers depicting contextual inter-

relationships has been proposed which is a new effort for implementation of big data in OSCM.

Keywords:India, Decision-making, Modelling, DEMATEL, Big data,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ling, Management research,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SCM), Fuzzy-TISM, Enab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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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ique Slade Shantz ,Book/Volume: 57 Editor(s): Leopold Ringel , Petra Hiller , Char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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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is key to many of the most successful recent business models. These 

models rely on individuals outside of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as their product, content providers, and 

customers. The topic of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is central to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nd these models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permeability of these new forms’ boundaries. Herein I elaborate on data-based business 

models,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that has emerged around data governance issues, and the institutions that have 

formed around it at different stages, by various actors. I also explore the interplay of institutional field a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to identify how field-level issues influence the permeability of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Keywords: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emergent institutional fields, data-based business models, big 

data, boundary permeability, data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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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o La Torre , (Department of Economic Studies, University “G. d’Annunzio” of

Chieti-Pescara, Pescara, Italy)

Abstract: As Big Data is creating new underpinnings for organisations’ intellectual capital (IC)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se the implications of Big Data for IC accounting to provide new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about the future of IC accounting.

Based 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formed by decision science theory, the authors explain the factors 

supporting Big Data’s value and review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evidence to analyse the implications 

of Big Data for IC accounting.

In reflecting on Big Data’s ability to supply a new value for IC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C accounting, 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Big Data represents a new IC asset, and this represents a rationale for a renewed wave of 

interest in IC accounting. IC accounting can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 the determinants of Big Data’s value, such 

as data quality, security and privacy issues, data visualisation and users’ interaction. In doing so, IC 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auditing need to keep focusing on how human capital and organisational and technical processes 

(structural capital) can unlock or even obstruct Big Data’s value for IC.

The topic of Big Data in IC and accounting research is in its infancy; therefore, this paper acts at a normative 

level. While this represents a research limitation of the study, it is also a call for future empirical studies.

Once again,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need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avoiding the trap of IC 

accountingisation to make IC accounting relevant for the Big Data revolution. Within the euphoric and utopian 

views of the Big Data revolu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enriching awareness about the practical factors 

underpinning Big Data’s value for IC and foster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ural dynamic between data, IC 

information and user interaction.

The paper is relevant to prepares, users and auditor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is paper aims to instill a novel debate on Big Data into IC accounting research by providing new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Big Data, Intellectual capital, Data quality, Privacy, Visualisation, Data security, Intellectual capital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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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数字生态论》提出了全新的

智能经济组织形式——数字生态，为数字赋能实

体经济提供了方法论，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提供了路线图；《数字生

态论》是国家大数据战略落地之作，是传统产业

参与数字经济、实现转型创新的一把钥匙。重新

定义了产业生态，为传统产业和投资搭建了全新

路径。

本书通篇以农信互联的“猪联网”为例来阐

述数字生态论的基本观点，揭示农信互联如何破

局“小、散、乱、弱”，实现转型创新，成为传

统产业变革的新标杆、独角兽。未来一定属于数

字生态平台，也一定属于跨行业联营者。

【作者简介】赵国栋，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

盟秘书长，著有中国大数据专著《大数据时代的

历史机遇》，其他著作包括《产业互联网》《区

块链世界》《区块链与大数据：打造智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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