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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0日，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在贵州财经大学正式挂牌，这是贵阳市政 

府与贵州财经大学开展政校合作、携手推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大数据金融发展，展

现出贵阳大数据特别是大数据金融“快赶路”的一种新姿态。目前，贵州正大力实施

大数据战略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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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的建

设，贵州财经大学紧盯大数据、互联网+及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战略方向，在大数据平

台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探索、全力推进。为促进学校大数据金融方

向的研究与实践，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作为学校信息资源的中心，在信息保障，服务

支持方面责无旁贷。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的编纂，通过收集

整理大数据及大数据金融发展的最新趋势、大数据相关业界动态、大数据相关的技术

和专业知识等内容的信息资源，为我校大数据金融领域的教学科研提供强有力的文献

信息保障。

   是为记！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 杨帆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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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数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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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贵州省颁布的大数据产业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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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2019.06）

◎4月22，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人

民银行批复的《贵州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

融合发展试点省实施方案》，根据国家和省委省

政府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安排和部署，加

快推进贵州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省人民政府

同意，近日，贵州发改委印发了《贵州建设社会

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合发展试点省2019年工作

要点》，并要求各单位结合国家、省《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部署要

求，认真贯彻实施，抓好落实。

◎4月25，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印发

《贵州省大数据战略行动2019年工作要点》，

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践行“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推动大数据

战略行动向纵深发展。《工作要点》提出深入实

施数字治理攻坚战、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攻坚战、

深入实施数字民生攻坚战等七大项主要大数据行

动战略工作要点，加快推动大数据与各领域深度

融合。

◎5月9日，《黔南州大数据战略行动2019

年工作要点》印发，工作要点提出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按照贵州省委“一个坚定

不移、四个强化、四个融合”要求，落实“一云

一网一平台”及省三级“云长制”工作部署，做

好“融合”的文章，加快 “智慧黔南”建设步

伐，持续推动大数据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

◎4月13日，广东省茂名市下起暴雨，一名

男孩在茂南区骑单车过桥时，被急流冲走不幸溺

亡。事发前1小时，贵州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东方世纪”）的山洪快速预警系统

就对该区域给出特大洪水预测以及“极危”等级

预警。“如果通过东方世纪的山洪快速预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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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管理部门及时向将会出现洪水灾害的区域，

包括学校、施工单位以及沿河单位等重点保护对

象进行预警通报，就会在灾害发生之前做好应对

安排，提前预防。”东方世纪总经理余林梅对数

据观记者说到。

◎4月10日，记者在揭牌仪式现场看到，贵

医大附院远程医学中心利用中国移动的5G通信网

络，联合长顺县人民医院及中日医院完成了首次

5G远程多学科会诊。此次远程会诊的病人是长顺

县人民医院一例脑卒中患者。基于5G网络，会诊

实现了电子病历、放射影像等近2GB大宗医疗数

据的实时传输和同步调阅。“5G网络的低时延、

高速率的特性，为我们的远程会诊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体验效果。通过这次远程多学科会诊，我们

为该例患者进行影像诊断，并为下一步制定治疗

计划提供了金标准。

◎4月22日，全国首个融媒体数据安全实验

室在贵阳揭牌，标志着贵阳市在大数据应用、媒

体融合发展方面又一创新成果的落地。

◎4月24日，贵阳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先发

优势，把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农业农村广泛应

用，为乡村植入“互联网”、“大数据”基

因，以智慧乡村助力乡村振兴，这既是美好愿

景，更是行动方向。农业与大数据的融合发

展，有助于破解乡村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

和不足，推动两者在融合中发生聚变，加快经

济提质增速，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贵阳

市通过建设“大数据精准帮扶平台”，全面整

合了扶贫、民政、卫计、人社、教育等各领域

数据，目前已汇聚数据906万条，形成了大数

据动态扶贫全景图，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大数

据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对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4月24，贵阳公交云卡“刷脸乘车”功

能，是贵阳移动金融发展有限公司继NFC、二维

码乘车支付方式后推出的第三种虚拟支付方式。

“刷脸乘车”功能上线后，贵阳公交云卡成为全

国首创同时支持NFC、二维码、刷脸三种乘车方

式的虚拟交通云卡。

◎4月29日，据组委会初步预计，2019数博

会参会参展人数将超过10万人，其中核心嘉宾、

重要嘉宾2000人左右，参展单位和企业超过400

家。可以预见，5月26日至29日，众多大数据行

业顶尖人才将齐聚多彩贵州、爽爽贵阳，深度探

讨大数据发展趋势、应用难点、需求痛点及解决

方案等。

◎4月28日，贵州省省长谌贻琴到贵州联

通5G应用创新联合实验室调研，并通过联通网

络，打通了首个5G电话。谌贻琴省长强调：要

牢牢把握5G时代机遇，充分发挥贵州大数据产

业优势，大力发展5G应用新业态，让5G为贵州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插上更快腾飞的翅

膀。

◎5月5日，一部手机“智游”全城 ——贵

阳运用大数据推进智慧旅游建设.“目前，贵阳市

整合全行业系统数据，初步打造了以‘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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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窗、一网络、三体系’为架构的智慧旅游综

合服务体系。”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赵帆说，智慧旅游综合服务体系促进了贵阳市旅

游产业的发展升级。

◎5月6日，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

贵州、福建、广东、江苏四省大数据管理部门签

署《跨省域大数据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四省将共同推进政府部门间跨省域数据共享和业

务协同，实现省域间政务服务“漫游”，推进四

省政务数据开放平台互联互通，联合推出一批涵

盖多省数据的开放数据集。

◎5月7日上午，贵阳市修文县六屯镇独山村

村医周婷在完成了对村民的例行健康普查后，将

信息录入“贵阳市人口健康信息云平台”，完成

了对村民健康档案的收集和储存。通过手机APP

就能完成村民健康档案的上传，不仅方便上级部

门调取，也方便人们查阅，大数据让村医的工作

更加便捷。

◎5月10日，交通运输厅将与交通运输部

“出行云”联席会议办公室合作，共同推出贵

州省的“出行云”服务，加快推进综合交通出

行服务。据悉，“出行云”平台是由交通运输

部采用政企合作模式建设的、基于公共云服务

的综合交通出行服务数据开放、管理与应用平

台。

◎5月10日，位于乌当区的贵州省大健康医

药产业智汇云锦孵化基地的医目数康产业园，

将全面打造全省化药研发孵化生产核心区、互

联网+健康医疗全省示范区、中高端制造和中

高端消费品全省先行区、医疗器械孵化生产全

省引领区。力争今年实现产值五亿元，2025年

实现百亿级产业园目标，2030年迈向千亿级产

业园。

◎5月10日，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党组书

记、主任黄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市政务服务中心

将继续以大数据为引领，扎实推进“放管服”改

革，全面优化政务服务水平，提高企业和群众的

办事效率，为贵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

◎ 5 月 1 8 日 ， 前 从 省 政 府 新 闻 办 召 开 的

《2018年贵州省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状况》白皮

书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首

次突破1万件，达到10099件，其中，大数据领域

有效发明专利1046件，占总量的10.36%。

◎5月19，贵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贵阳还

在不断加强示范区的工作，计划到2020年，实现

引进100家大数据安全企业、大数据安全产值突

破百亿的“双百”目标，形成大数据安全软件、

硬件、服务、应用4大产业集群，争取向千亿级

产业目标迈进。

◎5月20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促进会（简

称“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贵阳市召

开，全省90多家大数据行业企业参加了会议。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韩少波副局长、贵州

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勋出席会

议。贵阳市企业开办“一网通”通过流程再



4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造、并联审批、数据共享等改革创新举措，为

企业、群众带来公平办事、高效服务和过程顺

畅的办事体验，真正做到最大程度方便市民和

企业办事。

◎5月24日，人民网、中国日报网、数据观

在内的全国家40多家网络媒体记者齐聚“中国数

谷”，共同出席“大数据融合发展看贵州”网络

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大数据融合发展看贵

州”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是在中央网信办传播局的

指导下，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网信办主办共同

主办。数十家媒体将会围绕建国70周年的重大发

展节点，全面展现贵州大数据发展创新举措与探

索成果。

◎5月24日，在贵安 新 区 东 盟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开 幕 ， 将 于 2 9 日 闭 幕 ， 开 幕 后 接 着 举

办 了 以 “ 构 建 I D C 产 业 生 态 · 赋 能 数 字 化

转 型 ” 为 主 题 的 贵 安 分 会 场 主 论 坛 活 动 ，

后 续 还 将 举 办 7 个 专 业 论 坛 ， 公 安 部 主 办 的

“ 中 国 - 东 盟 及 周 边 国 家 大 数 据 警 务 国 际 交

流 合 作 论 坛 ” “ 2 0 1 9 贵 阳 中 国 大 数 据 安 全

高 峰 论 坛 ”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主 办 的 “ ‘ 智

税·2019’大数据竞赛”，国家统计局主办

的“数据驱动的行业智能应用”，同时还有贵

州白山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数据宝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举办的。本届数博会期

间，新区将签约31个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

716.41亿元，其中大数据项目25个，大健康

项目5个，物流项目1个；今天在现场将集中

签约《贵安“中国体育云”大数据产业项目》

《贵州广电智慧广电大数据产业园》《贵安康

养文旅国际城大健康产业项目》等20个项目。

◎5月24日，由中央网信办传播局指导，贵

州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主办，贵阳市委宣传

部、市委网信办、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贵阳网承

办，贵阳经开区协办的“大数据融合发展看贵

州”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贵阳启动。

◎5月26日，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将开幕，这是数博会举办的第5周年。此届数

博会在贵阳高新区共有10个观摩点，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5G应用创新联合

实验室、筑民生、朗玛信息……每个观摩点都是

贵阳大数据发展的亮点展示。如果你参加了今年

的数博会，这些观摩点你一定不能错过。

◎5月26日，2019数博会“大数据与全球减

贫”高端对话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来

自全球各地的嘉宾围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为全球贫困治理贡

献中国智慧等话题进行探讨。

◎5月27日，2019数博会贵州省智能制造产

业对接会签约仪式在贵阳举行。当天，我市10个

项目签约，涉及大数据核心产业、工业生产智能

化、智能制造三大类，投资总额48.9亿元。

◎5月27日举行的2019数博会“综合智慧服

务共生创造未来”高峰论坛上，贵阳市政府与中

国通服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将共同把“数博大道”建设成数字中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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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跑道。

◎6月17日，数博大道科技人才小镇项目开

工仪式在贵阳高新区沙文园区举行。科技人才

小镇位于数博大道北部、贵州科学城南部，总

占地面积约342亩，建筑面积约90万m2，总投资

约50亿元。项目围绕数字孪生与智慧城市的理

念定位，通过“人才”、“乐居”“产业”、

“科技”、“大数据”、“创新”“智慧” “智

能”、“体验”、“服务”等十大理念，将建设

高级人才公寓、人才幼儿园、高端人才住房、企

业总部基地、人才孵化中心、人才政策兑现大

厅、人才小学、国家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等设

施，全力打造一个全新的现代化“人才主题”示

范基地。

◎日前，2019政府信息化大会在贵阳举行，

“贵州信用云”荣获“2019中国政府信息化管

理创新奖”，标志着贵州省运用信用大数据保障

和改善民生，有效拓展民生服务新途径取得新成

效。

◎6月25日，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依托实施大数据战略

行动的优势，充分发掘大数据手段在党建工作中

的潜力，加快推进党建信息化向智慧化转型。

来源：数据观及网络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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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部署，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

＜贵州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合发展试

点省实施方案＞的复函》（发改财金〔2017〕

1914号）、《贵州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黔府发〔2014〕25号）

等文件要求，以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合

发展试点省为契机，重点落实国家各项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量化指标，助力“放管服”和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

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推进“诚信贵州”建设，经

省人民政府同意，近日，省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

行贵阳中心支行制定印发《贵州建设社会信用体

系与大数据融合发展试点省2019年工作要点》

（以下简称《工作要点》），要求省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省有关部门、各市

州（贵安新区）、县市区认真贯彻实施，抓好落

实。

贵州大数据产业政策

《贵州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合发展试点

省2019年工作要点》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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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

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有关部门，省

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贵州省大数据战

略行动2019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

好贯彻落实。

附件：贵州省大数据战略行动2019年工作要点

　　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

2019年3月8日

牢 固 树 立 “ 四 个 意 识 ” 、 坚 定 “ 四 个 自

信”、践行“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推动大数据

战略行动向纵深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构

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运用大数据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等关于实施国家大数

据战略的重要论述，增强利用大数据推进各项工

作的本领。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加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要精神，增强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持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2018数博会贺信精

神，做到深刻领会、学以致用。

2019年全省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的总体

要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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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习近平总书

记在贵州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

奋进，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按照

“一个坚定不移、四个强化、四个加快融合”，

扎实推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

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民生、数字

设施、数字安全五大攻坚战，加快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加快建设“数字贵州”，持续

推动大数据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

来源：数据观

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贵州省大数据战略行动2019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黔数据领〔201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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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睿数据：突破技术革新，实现产业升级

美国时间3月25-28日，全球著名的大数

据会议Strata Data Conference在美国旧金山

Moscone中心召开，柏睿数据隆重展示全内

存分布式数据库RapidsDB v4.0、内存流数

据库Rapids StreamDB、大数据存储Rapids 

Hadoop、库内人工智能并行算法库Rap ids 

Para l le lR四款产品，其中全内存分布式数据

RapidsDB v4.0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据悉，这是一款由中国完全自主研发且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TB级分析型数据库软件产品。此

产品最大的亮点是支持TB级数据毫秒级响应，实

现1秒内在3000亿条数据中匹配唯一的1行记录，

将国际主流数据库（Oracle/IBM DB2）执行效率

提升上百倍；同时，数据与内存空间的占用比例

为1:1.4，远低于国际主流数据库（Oracle/SAP）

内存空间1:4的占用比，可为客户节省60%以上

的内存采购成本。

众所周知，数据库作为基础软件三大核心壁

垒之一，我国在数据库的开发上苦下功夫，对于

研制有一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B级分析数据

库软件产品，且性能已经赶超国外主流数据库产

品，需要的扎实的研发与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

实现中国科技的重大突破。

“我们创业团队底层的基因是一个纯技术团

队，对于数据库核心在内的所有组件（执行引擎

和存储引擎）及整体架构均是自主设计和自主研

发可控：即从数据应用层、解析层、优化层、执

行层到存储引擎的五层均是完全自主，在代码编

写和数据保护层面都具有完全自主可控权。”柏

睿数据董事长兼CTO刘睿民强调。

他表示，能够实现国产数据库自主研发离不

开柏睿数据核心团队在这个领域的深耕与探索，

并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服务经验。柏睿数据的技

术团队来源于惠普实验室，其核心技术架构师均

师从数据库鼻祖图灵奖获得者Jim Gray。未来，

【导读】全球著名的大数据会议Strata Data Conference在美国旧金山Moscone中心召开。

2019中国大数据教育大会在郑州召开，众多专家围绕大数据教育领域进行了探讨和交流。作

为全球首个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数博会自201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4届。博鳌亚

洲论坛2019年年会《金融“突围”》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如何促使金融回归实体、打好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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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能够带领柏睿数据走向世界，成为一个响

当当的有核心技术、靠技术驱动的企业级数据库

服务商。

核心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命门’，一

直制约着各行业生产力的驱动，加快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创新，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

在大数据领域，尤其是数据仓库领域必须要有革

命性的变化，否则整个大数据行业就无法发生根

本性的突破。

刘睿民认为，传统大数据分析解决数据孤

岛问题的做法更多用到的是数据迁移，在数据分

析前先将所用到的数据同步到新建的数据仓库

或者数据湖当中，这样的做法不仅不便于管理而

且耗时大。柏睿数据跨源异构查询连接器Rapids 

Federation像管道一样，联合多种数据源，实现

不同类型的数据统一连接，方便政府或企业用户

随时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统一查询、更新、关联

分析及深度挖掘，帮助用户打破因部门多、数据

存储分散带来的信息孤岛问题，完成多源异构数

据的汇聚融合。

大数据实时分析不如自动驾驶汽车或其他外

重在形式表现的人工智能酷炫，却是充分利用大

数据，实现数据价值变现，辅助科学决策的关键

技术，是信息技术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对于企业而言，大数据实时分析的作用则主要体

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对业务的改进优化；二是帮

助业务第一时间发现机会；三是创造新的商业价

值。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大数据公司大部分是数

据应用，更多偏向于行业的应用及提供相应的解

决方案，对于底层数据库的研发较少涉足，其主

要原因也是底层基础软件的技术壁垒较高，研发

周期长，研发投入大，投资回报交慢等因素。

柏睿数据的大数据实时分析平台Rapids Data 

Platform可以让各种规模的企业从数据中获取更

多的价值，尤其是RapidsDB v4.0拥有超高的性

能，通过Rapids Federation可以将多源异构数据

的统一接入，并避免连接时可能带来的风险。

比如，政府有民政、司法、审计、税务、农业等

多个部门不同的数据库的数据源，Rapids Data 

Platform都能即时对各个数据源进行查询，无需

要数据迁移，更不会改变用户原有的数据库架

构，带来极大的适用性和便利性。

与此同时为了保持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柏

睿数据先后成立了人民大学统计实验室、国家信

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数据库研究实

验室，形成了以国内顶尖的统计与数据建模能力

研究为抓手，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共享

研究成果，助力政府机构和企业实现智能计算和

知识服务。

来源：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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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郑州6月15日电（张毅力、慎志远）

15日上午，2019中国大数据教育大会在郑州召

开，众多专家围绕大数据教育领域进行了探讨和

交流。

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主任、信息技术新工

科产学研联盟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

学院外籍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梅宏，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教授陈钟，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秘书

长、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程学旗，CCF

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常委、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数据学院创院院长周傲英，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副

校长刘雪梅，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常委、华中

科技大学服务计算技术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金海，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常委、信息技

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大数据与智能计算工作委员

会主任、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大数据研究院院

长王元卓，河南省教育厅、大数据局、郑州市相

关领导及多位省内外知名高校专家学者出席本次

大会。

梅宏代表会议主办方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

及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发表致辞。梅宏指

出，此次大会由大数据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

会发展成为中国大数据教育大会，具有里程碑意

义。一直以来，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不断组织

编写和优化完善由系统化、规范化的“1+3+X”

体系教材丛书，组织中国大数据教育大会搭建广

泛化、国际化、专业化交流平台，对国家大数据

战略和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建设而言都极具重要

意义。

郑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王鹏在致辞中

说，期待本次中国大数据教育大会为郑州创新大

数据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大数据人才培养水平，

最大程度为郑州带来大数据人才储备提供更多的

提供更多机会和智力支持。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副校长刘雪梅教授指出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将大力支持教育大数据的发展，

为郑州乃至全国大数据的发展助力。

在大会报告环节，梅宏院士作了《大数据发

展-现状及思考》的报告，围绕大数据产业发展

回顾、大数据产业生态发展及重点变迁、大数据

在数据库管理、处理及应用方面的主要技术挑战

多角度总结和回顾了大数据领域发展。

梅宏提出了大数据是信息化的新阶段，数据

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资产、数字经济正处于成型

2019中国大数据教育大会在郑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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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期、互联网革命进入下半场、大数据理论与

技术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等重要论断及鲜明观

点。最后，梅宏从大数据研究型、应用型人才，

大数据专业建设入口专业、出口专业等多角度对

大数据教育进行了探讨。

周傲英教授用题为《立足新时代，发展新

工科 —— 数据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的报告

分享了其团队从2013年开始的数据专业建设过

程中的认识，介绍了CST路线图，即培养计划

（Curriculum）、教学大纲（Syllabus）、教材

（Textbook）建设。陈钟教授作了《新工科背景

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发展现状与趋

势》的报告中论述了信息社会数字经济发展、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发展及贯彻《计算机类

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推动大数据人才培养

方案的创新。

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郑州联通智慧建设首

席科学家、郑州市人大代表刘会永博士结合自身

工作，作了《基于数据治理的大数据行业应用实

践》的报告。

刘 会 永 认 为 ， 大 数 据 战 略 如 果 要 发 展 的

好，政、产、学、研都要参与，而最重要的是

“用”，一定要找到“用”的环境。

“我们在郑州正在聚焦建设一系列的‘5G

智慧社会’全国样板，包括智慧未来街道、智慧

二七、智慧高新等。这些‘用’的环境，都是促

进大数据发展的很好的练兵场。”刘会永说。

此外，王元卓教授《大数据专业建设与人才

培养方案》的报告，着重介绍信息技术领域新工

科联盟成立了大数据与智能计算工作委员会在大

数据教材体系建设、专业体系建设、创新型学院

建设、创新型基地建设和评价与竞赛等方面开展

的一系列工作。河南科技大学教授张志勇教授结

合当前热点，作了《人工智能在社交行为大数据

分析中的研究与应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

机学院院长崔江涛教授通过《大数据专业产出导

向教学模式建设探索》的报告介绍其团队在工程

教育认证核心理念方面的实践。中国大数据应用

联盟人工智能专家委员会主任刘鹏教授详细论述

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途径》；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华为云使能专业服务部王南暑用《数

据云引领未来，使能教育数字化转型》介绍了华

为数字化智慧校园等重要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主会还特设“大数据教材系

列丛书发布”及“大数据教材系列丛书签名送书

活动”。《大数据导论》主编梅宏院士、《大数

据处理》主编金海教授、《大数据分析》主编程

学旗研究员出席了丛书发布活动，并为现场参会

人员发放限量签名送书，活动现场氛围高涨，秩

序井然。

本次大会不仅于15日配置高水准、多角度

的特邀报告外，还将于16日设置大数据系列教材

建设、大数据人才培养、大数据专业建设、大数

据产教融合、基于大数据的新商科建设、基于大

数据的新工科建设、高职大数据教育探索7场论

坛，全方位多角度解读大数据教育。

据悉，2019中国大数据教育大会由CCF大

数据专家委员会和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主

办，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大数据与智能计

算工作委员会、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承办，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大数据

研究院和DataFountain平台协办。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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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上午，以“应用驱动、融创发展”

为主题的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铜仁分

会场在铜仁市大剧院隆重开幕。

市委书记陈昌旭致辞并宣布开幕，国家信

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家

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杜平，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

局长韩少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国别主任万

扬，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全球副总裁

柯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政企云副总裁王彤分别

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少荣主持开幕式。国

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单志广，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陈达新，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

卓越中心骨干、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视觉专委

会秘书长王亮，德国IkaraVisionSystems公司董

事约翰尼斯·维茨通，德国AdvisoryAlliesGbR公

司合伙人玛蒂娜·维扎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

所党委书记、研究员李思经，湖北省恩施州、湖

南省湘西州有关州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在铜

班子成员出席开幕式。

国家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杜平致辞

杜平说，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已经到来。铜

仁市委、市政府围绕大数据应用驱动做文章，从

政府治理难点、企业发展难点来推动大数据产业

发展，符合铜仁实际。实践证明，铜仁大数据产

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希望参会的投资者、

企业家积极参与进来，推动铜仁以应用驱动为导

向的数字经济越做越优。

韩少波说，近年来，贵州坚定不移实施大数

据战略行动，着力打好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

字民生、数字设施、数字安全五大攻坚战，大数

据产业已经成为了贵州发展的亮丽名片。铜仁结

合自身实际，创新发展，探索走出了一条应用驱

动的大数据发展铜仁路径。希望铜仁把握机遇，

趁势而上，不断开拓大数据发展新局面。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铜仁分会场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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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扬说，大数据产业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努

力，无论是扶贫工作，还是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

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通过运用大数

据技术和手段，打造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各方

与我们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支持中国各地实现可

持续发展。

柯谋说，贵州已经成为了中国和世界大数据

的代名词，近年来，我们与铜仁市不断深化交流

合作，建立铜仁NIIT大数据与软件服务外包实训

基地，在大数据人才培训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我们将以此次数博会为契机，充分发挥 NIIT各方

面优势，为铜仁培养更多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工程

师，让他们成为未来的数字开发者和制造者。

王彤说，我们与铜仁在发展大数据产业方面

的思路和想法不谋而合，华为愿意与铜仁市进一

步加强交流合作，希望在信息产业、数字经济、

大数据、文旅方面找到合作切入点，努力在专业

化人才培训、信息化产业发展、IT企业引进等方

面加强合作，共同打造各类场景大数据、行业大

数据、城市大数据的应用，共创高质量发展的智

慧铜仁，实现互利共赢。

陈昌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

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铜仁发

展的国家部委、省直部门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

心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数据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抢抓贵州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历史机遇，

坚持深耕数据蓝海、创新数据应用、强化数据融

合，大数据产业越做越大、场景越做越优、活力

越来越强，为加快实现“一区五地”奋斗目标注

入了强劲动力和无限活力，开辟了广阔空间、提

供了新的动能。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吸收

好、转化好本次会议成果，进一步夯实基础、优

化环境。期待与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朋友真诚

合作，共同挖掘大数据“钻石矿”、拥抱数字经

济“新蓝海”，奋力谱写“数字中国”建设铜仁

新篇章。

会议还举行了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开展

了动漫大赛获奖作品展演和大会报告等活动，与

会人员参观了大数据展示馆。

上海市、苏州市、徐州市有关单位负责人，

国内外大数据领域有关专家、学者、企业负责

人，武陵山片区市（州）有关区、县政府代表，

各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

市大数据企业代表，国内新闻媒体，行业协会和

咨询机构代表参加开幕式。（ 陈林 罗旭 杨阳

萌 杨钰苇 杨红 代旭东）                             

来源：铜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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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广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技术、新应用，2019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于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浓重开幕，科大讯飞作

为应邀嘉宾出席此次大会，个性化学习手册荣获

2019领先科技成果“优秀项目”奖!

数博会是国家级博览会，自2015年创办以

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全球首个大数据

主题博览会，数博会凭借国际化、专业化、市场

化领先优势，成为全球大数据发展的风向标和业

界最具国际性和权威性的成果交流平台。

此次大会吸引了55个国家及地区的近2.5万

名嘉宾参会，汇聚展览了全球最前沿的科技。

大会共安排9场高端对话和53场专业论坛，49项

“黑科技”“新技术”“新产品”“商业模式”

领先科技成果也将在展会期间发布，基于大数据

的个性化学习手册便是其中之一。

个性化学习手册将学生的纸质作业习惯与大

数据技术深入融合，通过精准分析学生薄弱知识

点，对学生学情进行诊断、分析，为每位学生定

制专属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这套学习方案不仅包括每次考试的错题、分

析错题原因，最重要的是能为学生推荐个性化优

质学习资源，变式题的推荐练习帮助学生实现错

题的举一反三，助力学生及时巩固薄弱知识点。

与此同时，个性化的作业和课后学习内容也大幅

减少了学生重复练习的时间和课业负担。

如今，个性化学习手册已经在全国各个学校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合肥市第六中学，高

一年级部通过对个性化学习手册的常态化应用，

2018年6月的期末考试中，班级数学学科及格率

从上学期的76.4%上升到82.4%，相较从未使用

过的班级，数学学科及格率提升了7.5倍。

在芜湖市第二中学，以高一年级的数学学科

为例，个性化学习手册应用之前，在每次的期中

联考与期末统考中，芜湖二中成绩一直徘徊在芜

湖市同批次学校的第五名左右，手册应用一个学

期后，数学成绩已经上升至全市同批次学校的第

二名，且与第一名相差无几。

近些年来，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产品覆盖了多个消费者端，此

次获得领先科技成果“优秀项目”奖的个性化学

习手册还在全国1000多所学校中得到了应用，并

获得了学生、家长和老师的一致好评!

来源：快资讯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

科大讯飞出席大会并获奖



15

大数据会议集锦

新华网杭州5月8日电（毛嘉炜）数据是工

业互联网最重要的一种要素，随着新工业革命的

深入进行，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智能革命正在工业

领域迅猛发展，大数据也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

为全面推动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完善

工业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5月7日，“2019（第

四届）中国工业大数据大会·钱塘峰会”于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目前，互联网创新发展与新工业革命正处于

历史交汇期，互联网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从

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快速延伸，工业经济由数字

化向网络化、智能化深度拓展，工业互联网驱动

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已成

社会普遍共识。

然而，工业大数据在运用上仍存在产品数据

格式不统一、标准化不统一、互通融合困难、集

成贯通困难以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问题。以

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摆在每

一家企业、组织乃至政府部门面前的关键议题。

杭州萧山作为浙江的工业大区、强区，拥

有万向、恒逸、传化等大批优秀制造业企业，当

下，以萧山科技城为核心的工业大数据产业基地

逐渐被打造成型，为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了更加

丰富的应用场景。2016年，萧山成功举办全国首

个工业大数据大会，此后每年举办一届，为自身

乃至更大区域的工业革命提供“思想之光”。

会上，中国（杭州）工业互联网产业园正

式亮相，并将在萧山启动共建。据悉，中国（杭

州）工业互联网产业园总占地57亩、建筑17万

方，紧邻杭州地铁1号线、5号线，聚焦工业互联

网连接、平台、安全和服务四大核心产业，聚合

研发-测试-转化-投资-孵化-加速六大业态，面

向全球集聚工业互联网领军企业、创业创新企业

和专业人才，构建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创新生

态和人才生态，将成为杭州图灵小镇和萧山“两

带两廊”建设的中央创新区，形成立足萧山、辐

射全国、国际一流的工业互联网先进产业高地。

2019中国工业大数据大会·钱塘峰会在杭州启

幕。

来源：新华网

2019中国工业大数据大会·钱塘峰会在杭州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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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贵阳2月28日电 （记者 张伟）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人工智能全球大赛28日在贵阳正

式启动。

大赛分别在中国、德国、以色列设置六大分

赛区，半决赛和总决赛将于2019年5月下旬在中

国贵州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数博会）期间举行。

本届大赛由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组委

会（数博会组委会）主办，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联盟、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及戴尔（中

国）有限公司、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等相关合作伙伴达成战略合作，由贵州省大数

据发展管理局、贵阳市人民政府作为支持单位，

由贵阳块数据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承办。

记者28日从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融合创

新·人工智能全球大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次

大赛旨在通过加强与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合

作，招募优秀创新发展团队，搭建国际化人工智

能交流平台，推动大数据融合创新生态圈建设，

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注入新动能。

海内外参赛团队或企业即日起可在中国人工

智能创新平台官网报名并提交参赛方案。

大赛以项目征集、线上初赛评选、分赛区决

赛、全球半决赛、全球总决赛形式进行，总奖金

高达245万元（人民币，下同）。

除一、二、三等奖外，大赛主办方还设置3

个每项15万元奖金的创新奖和4个每项10万元奖

金的优秀奖。获奖项目更有机会获得包括产业政

策支持、创投基金、免费使用平台和数据资源、

低成本进入创新加速器等项目落地与投资机会。

本届大赛作为2019数博会系列国际国内大赛

之一，将成为新年融合创新第一赛。大赛通过打

造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创立人工智能创新加速器

等，与合作伙伴在产业生态建立与完善、技术平

台搭建和运营、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应用、产业对

接和市场推广等方面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各方优

势和资源特色，加速人工智能的生态发展和应用

创新。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人工智能全球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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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首个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数博会自201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4届。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简称“数博

会”）将于5月26日至29日在贵州贵阳举行。

据悉，本届数博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贵州

省人民政府主办。在数博会新闻发布会上，贵州

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披露，本届数博

会将围绕“一会、一展、一发布、大赛及系列活

动”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

米，参展企业超过400家，参展参会人数预计超

过10万人次。

“一会”，即数博会召开高峰会议、开闭幕

式、举办6场高端对话和25场专业论坛，邀请全

球顶级大数据企业和大数据领军人物同台论道，

深度探讨大数据应用技术难点、需求痛点及解决

方案。

“一展”，本届数博会将设立国际前沿技

术、行业数字应用、创新创业成果三大展示板

块，每个板块设置两个展馆，集中展示大数据与

数字经济、公共服务、智能制造、产业升级、生

态治理、智慧生活等深度融合的新技术、新产

品、新方案、新应用。

“一发布”则是数博会将发布全球大数据领

先科技成果、公益成果以及企业成果。

同时，上半年还将陆续开展2019中国国际大

数据融合创新·人工智能全球大赛、2019贵阳大

数据及网络安全精英对抗赛、2019无人驾驶全球

挑战赛、2019数博会工业APP融合创新大赛等系

列国际国内“大赛”。

此外，数博会期间还将持续开展“系列特色

活动”，包括主宾国系列活动、驻华使领馆系列

活动、大数据+扶贫开发系列活动、中国电子商

务创新发展系列活动等。

在2019数博会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委常

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介绍了2019数博会的六

大新特点。

一是大会主题更加突出。本次数博会以“创

新发展 数说未来”为年度主题，继续秉承“数据

创造价值”的内核要求，突出“全球视野、国家

高度、产业视角、企业立场”的理念，坚持“国

际化、专业化、高端化、产业化、可持续化”的

原则，抓住数博会举办五周年的关键节点，聚焦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围绕构建大数据

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进行不断探索，确保

把数博会办成充满合作机遇、引领行业发展的国

2019数博会的新亮点：增加“数博大道” 首设主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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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性盛会，办成共商发展大计、共享最新成果的

世界级平台。

二是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据悉，2019数博

会将会有谷歌、高通、NTT数据、希捷、威图、

阿里巴巴、腾讯、华为、360、紫光、新华三、

浪潮等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确认参展参会，预计境

外企业占参展企业比例达40%。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保罗罗默、图灵奖获得者威特菲尔德迪菲

已经确认参会。

初步预计，此次参会参展人数将超过10万

人，其中核心嘉宾、重要嘉宾2000人左右，参展

单位和企业超过400家。从目前来看，本届数博

会参会嘉宾更加广泛，参会嘉宾的国际性、专业

性较往届有较大提升。

三是更加突出行业引领。本届数博会高端

对话与专业论坛点面联动，紧盯大数据前沿理论

和技术，充分体现行业引领性，拟围绕“数字

经济”“数据安全”“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

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5G”“区块

链”“电商与扶贫”等行业最热、关注最高、影

响最广的热点话题举办数场高端对话，围绕“技

术创新、数据安全、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合作

交流”五大板块举办多场专业论坛。

四是更加突出展会融合。本届数博会创新

“展会”“展销”“展赛”结合方式，推进展览

跨界多元融合，通过全面展示大数据各细分领域

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完整呈现全新的展

览生态。

五是更加突出权威发布。今年“数博发布”

将发布从全球范围内评选出的最前沿、最具颠覆

性、最具影响力、最具创新性的“黑科技”“新

产品”“新技术”“商业模式”。将发布中国大

数据发展年度报告、大数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

方案案例、高德纳蓝皮书、《数权法1.0》、中国

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指数等成果，国际国内参展企

业也将向全球首发尖端技术和产品。

六是更加突出集成展示。据悉，“数博大

道”将于本届数博首次亮相，全方位展示全球最

新大数据成果和未来数字城市形态。数博大道总

面积74.56平方公里，总长约20公里，包含大数

据金融城、大数据产业城、大数据健康城和大

数据智慧体验集聚区。数博大道聚焦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点打造

“融合”应用场景。

来源：天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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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5月26日在

贵州省贵阳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

信。数博会作为全球首个大数据博览会，已成为

全球大数据发展的风向标和业界最具有国际性、

权威性的国际展会。本次数博会以“创新发展 数

说未来”为年度主题。

5月27日，清华经管数字金融资产研究中心

主任、清华经管会计系罗玫教授应邀出席2019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高端对话：区块链—

数字文明的基石”，并现场接受了央视财经的专

访。

罗玫教授认为加入区块链网络的各个商家

具备基本的信用，如果他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

信任，他们也不会采用区块链技术搭建联盟关

系。罗玫进一步解释说，传统的网络交易是交易

方各自有账本，交易记录不互通，但在区块链技

术下，交易双方需要把账本放在共同可见的网络

里，各种历史记录都能被看到，这样就实现了信

息不可篡改，公开透明，集体维护可靠的数据

库。信息的不可篡改体现了区块链的另一个特

性——安全性，因此目前的区块链更多的是在金

融领域的应用。

在“高端对话：区块链—数字文明的基石”

现场，罗玫教授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副所长狄刚，《失控》作者Kevin Kelly，香港理

工大学电子计算学系主任曹建农、 安永中国区块

链负责人王靖、北京市互联网法院院长张雯、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胡坚波以及火星财经

创始人王峰等共同探讨展望区块链技术的真正价

值，做为新兴技术推动数字化经济建设的创新方

向与实际应用。

罗玫教授在对话环节指出：

“对于非技术背景的人们来说，区块链的

核心精髓是：分布式网络下的共识机制。这句话

已经隐含区块链的应用会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

面。

第一，分布式系统。意味着如何建立分布式

网络，谁来参与，谁的网络，谁能在网络里获得

信用成本的减少。所谓的联盟链就是分布式网络

的应用。怎么建立联盟需要具体针对应用的场景

来设计，联盟链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分布式

网络的设计。

第二，共识机制。参与的各方一起设立怎样

的治理机制使得大家协商一致共同维护账本。

第三，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怎么建立分

布式系统并设立得到大家认可的激励机制。现在

2019数博会央视专访罗玫｜区块链：数字经济竞争成高地 

信任 安全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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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区块链溯源的应用实际是分布式系统的应

用，并没有任何治理机制的设计。供应链金融的

应用也是分布式的，也没有治理机制的设计。值

得一提的是，最近我们数字金融资产研究中心面

向银行董事长等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智能化赋能银

行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端培训，研究我们的学员甘

肃银行的某些业务发现，在供应链金融方面，区

块链技术并不是在所有场景下都能使银行最优化

获益。”

传统的金融机构使用区块链技术能够使贷款

规模扩大，面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可以做到“从无

到有”。比如，上游厂商没有钱，银行参与的时

候觉得风险很大，不愿意借钱给上游厂家，这样

厂家就要想办法使它的信用成本降低，让银行愿

意给它贷款。通过区块链技术，它利用下游大型

商家的信用降低自己的信用成本，银行愿意以较

高利率贷款给这些风险降低的企业，多了一块业

务。而且上游厂商不需要找场外利率更高的高利

贷资金，得到较低利率的银行贷款，双方共赢，

区块链技术达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但是在另外一种场景下，例如，甘肃银行有

精准扶贫的动力，需要对农户进行贷款，且贷款

利率不能特别高。既使区块链技术能够帮助大家

建立银行和农户之间的信任，让信任成本降低，

但是降低之后，甘肃银行能够从农户那里收取的

贷款利率，不足以支撑相应风险所带来的利率损

失。对于普惠金融领域来说，区块链技术到底能

节约多少成本、如何赋能小微贷款是需要分析具

体供应链金融的场景。

罗玫教授指出区块链未来实现爆发式增长

的领域一定是分布式系统和共识机制都结合得非

常好的领域。但分布式系统和共识机制同时都设

计非常好是非常困难的。非技术背景的人需要花

大量的时间学习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了解区块链

的优缺点和适用性。而掌握区块链技术的人才不

知道各个产业的痛点，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需要

跨学科的高端人才，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

战。这学期我在清华大学开设《区块链与加密数

字货币》课程，虽然所有参与我课堂的学生来自

不同背景，在课堂里学习的都是全新的知识。

罗玫教授展望未来，当区块链技术融合实体

产业，商业创新得到大爆发增长的时候，一定是

产业化专家和技术型专家共同深入研究之后创造

出面对大众的零售性产品，让普通大众受用，并

且普通大众完全不需要知道产品背后依托的底层

技术是区块链。

来源： 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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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经纬客户端5月28日电 5月26日至29

日，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简称

“2019数博会”）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贵

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同步举办论坛及展览。作为

大数据领域顶级盛会，本次数博会以“创新发展 

数说未来”为年度主题，设立国际前沿技术、行

业数字应用、创新创业成果三大展示板块，专设

5G、人工智能、大数据扶贫、工业互联网、国家

展团等展区。据悉，2019数博会参会嘉宾、企业

数量、层级、范围创历届新高，将有55个国家和

地区的26000余名嘉宾参会参展，参展参会人数

预计超过10万人次。数博会自2015年创办以来，

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并于2017年正式升级为国

家级展会活动。

中天金融（000540）旗下贵阳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作为“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定点举办地、“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的永久会址，自建立以来就担当

着贵阳“城市会客厅”的光荣使命，成为贵阳与

世界交流的重要平台，多年来更以顶尖会议展

馆建设，吸引着众多高规模、高规格的会议、论

坛、展览落户，高质量推动贵阳会展经济实现跨

越式发展。

数据显示，2018年，中天金融旗下贵阳国际

会议展览中心全年举办展会活动244场，比2017

年同期增长97%，展出面积96.58万?O、比2017

年同期增长超12%，实现参观、参展、参会约

130万人次，显著带动了贵阳会展业综合经济效

益的持续提升。2019年，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预计承接、举办展会活动230场，展出面积100

万?O，参观人次180万。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的数博会，中天金融旗下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已提前数月开启了繁忙的筹备工作。

“经过四届数博会的磨练，今年筹备工作进

展异常顺利，除了及时响应组委会及展商的各种

前期需求、反复校对展位平面布局图、优化会场

及会议室使用、场馆及外围的清洁工作等琐碎事

务，今年我们还要求展览中心所有工作人员多渠

道了解数博会，并学会站在展商、观众、主办方

等各相关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提前准备好服务工

作。”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90后展务经理官自

森说。

中天金融助力2019数博会 推动贵州会展经济跨越式发展



22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中天金融旗下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充分展

示过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的风采，是历届数博

会的核心“讲坛”、也是开幕仪式的举办地，在

这里，已经服务过四届数博会的贵阳国际生态会

议中心宴会服务副总监夏欢和她的团队早已忙得

不可开交。“每一年数博会开幕式前一天晚上，

政府领导们都会在这里跟我们一块彩排到两三点

钟，不是只有我们基层员工。”夏欢说。

台型、桌椅的摆放，服务员的站位、队列，

主题、需求的变动，3000人的场地如何在一个

小时内抢翻为三个分会场……夏欢脑子里装满了

需要确认、安排的事情。多年的接待工作让她和

团队都成长了很多，和嘉宾的磨合、与政府的接

洽、体会客人的心思……“好比客人的口味，有

的吃素，有的不吃牛肉，有的可能喜欢红茶，有

的偏爱绿茶，我们都会提前跟对方衔接好，确保

服务精准、到位。”

如果说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贵阳国际

生态会议中心是数博会核心对话的“台前”，那

贵阳中天凯悦酒店就是数博会贴心服务的“幕

后”。

作为历届数博会的指定接待酒店，中天金融

旗下贵阳中天凯悦酒店承担着宾客衣食住行中的

“食”和“住”，不可谓不重要。已经是服务第

五届数博会的贵阳中天凯悦酒店行政管家田尧尧

提前数月便已着手准备工作。

“搜集、调取历史宾客档案是第一步。”

田尧尧说，参会的各位领导、嘉宾，各大企业

CEO，统统都要做前期调研，甚至厚着脸皮“求

助同行”、“多方打听”，想要服务好客人，首

先必须足够了解客人。“我们代表着贵州的形

象，肯定要做到最好。”田尧尧说。

10万平方米的会展中心，获国家绿色三星

建筑认证的会议中心、国际化服务的五星级酒

店……中天金融旗下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贵

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贵阳中天凯悦酒店作为历

届数博会、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台前”和

“幕后”，正以国际化的姿态、一流的服务接待

标准，迈向世界的舞台，让世界人民看到贵州的

专业、开放和包容，为贵州会展经济的发展注入

了强大活力。

贵州会展经济近年迅速崛起，已成为贵州经

济社会发展的推进器和新亮点，是贵州实现后发

赶超优势的生力军之一。将自身发展融入贵州发

展，以耕耘之“心”创贵州之“新”，中天金融

发展的每一步都与贵州同步，全方位赋能城市生

长，持续推动城市生活向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来源：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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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贵阳5月27日电 5月26日，2019中国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5G智联万物，数字慧通

未来”高端对话在贵阳举行。来自国内外各领域

的院士、教授及行业专家围绕“5G应用场景”，

以主旨演讲、高峰对话、5G成果展示等形式，聚

焦5G、AI、数字经济、智能终端、工业互联网、

车联网等热门话题，共同探讨5G产业发展情况及

行业走向，洞察数字经济先机。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陈坚认为，5G作为新一代

通信技术的核心驱动，将不断催生新技术、产品

产业及业态模式，从而引发数字资源的重大重构

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此外，5G技术的蓬勃发

展对于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加速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

兴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也具有重要意义，必将产生

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

“当前，中国联通已在多媒体、新媒体、工

业互联网、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领

域进行了行之有效的5G场景应用初步探索与实

践，以期更好助力城市建设。”中国联通集团副

总经理梁宝俊说，万物互联以5G牵引互联网、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

不仅是移动通信的一次升级换代，更是影响和推

动社会进步的新技术、新变革，对支撑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及城市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贵阳作为中国联通全国首批5G试点城市，一

系列5G网络建设的技术应用成为贵州引领科技创

新、实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繁荣、实现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

已经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等方面实现

了深度融合，打造出中国数谷、云上贵州等大批

地方特色品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

经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

智能化的应用，在贵阳已涵盖多个领域，无

人机、无人驾驶、智慧园区、智慧医疗等12个领

域的5G应用场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车联网

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车联网利用5G的边缘计算

和车端、路端的感测信息，可以形成一个信息完

整的视图，进而保证车辆安全运行，使汽车更智

能。

“提及‘车联网’，很多人想到的是无人驾

驶，其实，5G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远不止此。”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总经理万鑫铭认为，5G技术

还可以将城市道路车端、路侧及车辆行驶环境等

各方面的原始数据精准收集起来，通过网络实时

传输，利用5G的超低延时和高可控，远程自动驾

2019数博会：5G开启万物互联智能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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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将成为现实。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吕廷杰分析，5G产业链未

来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大趋势，它的平台、

技术、网络、所有的层面都会产生一场革命。5G

的循序渐进发展，将会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社

会，它会使社会的效率更高，通过无限连接产生

高价值的关键数据，给大数据产业带来全新的飞

跃。不管是技术领先，还是商业模式优先，都将

重构数字经济的生态，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

“5G改变生活，未来基于5G网络语音化的

VR、自动驾驶、远程驾驶将会被普及。”中国联

通网络技术研究院院长张涌说，中国通信产业从

1G的空白到2G的突破、3G的追赶、4G的同步再

到5G的全球领先，不仅解决了人跟人的通信，还

将连接万物，在全在线、无缝体验、全云化、智

慧终端、联接平台化等方面带来革命性变化。

来源：贵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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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29日，以“创新发展 数说未来”

为主题的2019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

阳举行。数博会期间，多个高科技应用为数博会

提供技术支持，多款高端智能设备搭载AI人工智

能技术为参会者服务，以真实的智能应用场景，

帮助数博会打造数字化会展空间。

AI已经悄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实现了与

多行业的融合。数博会期间，中国网记者走访多个

智能应用场景，两款新的智能产品引人注目——智

能填表辅助台和智慧便民服务亭。在观众体验过程

中，“大表哥”能根据手所在的位置，提示用户正

确填写表格并实时解答填表的过程中的疑问，比如

说应该填写“出生地“而非“居住地”等，表格填

写结束后还可以直接把表格打印出来。而智慧便民

服务亭，则可以实时解答观众提出的法律问题，

或帮助完成老年证办理。

据工作人员介绍，两款新品都属于小i服务贵

阳“智能＋城市”的内容。在线的虚拟应用和支

持自然交互的实体机器人来展示在这些领域的多

种应用，让观众通过真实的互动，了解人工智能

在贵阳的百姓的身边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这个活跃在数博会各个角落，为参会人员提

供多种服务的小i是数博会的宠儿，也是贵阳市政府

AI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之一。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

已深入到贵阳市政府、综合保税区、信访局、司法

局、群工委、贵阳银行、工商银行等多个领域。

据悉，小i以“认知商用 通往未来”为参展

主题在数博会上与贵州日报集团天眼新闻、贵州

电网，中科院遥感地球所、遥感卫星应用国家工

程实验室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AI赋能产业

的生态体系。在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小 i 与贵州

电力交易中心合作研发成果，实现“人工智能＋

电力交易”的行业应用，为贵阳市场主体提供主

动式智能化服务。

小i在本届数博会的展示正是在AI认知智能领

域耕耘积累的技术及产业化实践。据信息技术研

究公司Gartner预测，到2022年，AI衍生的商业

价值将达到3．9万亿美元。当下，随着人工智能

等前沿技术的创新与突破，以及成为经济化转型

发展的最关键动力，加速AI技术产品转化能力和

商用实践，也已成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要素。

5G带来的变化，远远不止于此。在高端对话

环节，国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还就5G技术对未来

生活的改变，以及5G长远发展和进步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

 来源：人民网

2019数博会亮点纷呈 人工智能商用成果落地撬动AI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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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下简

称“数博会”）新闻发布会消息，2019数博会的

年度主题为“创新发展 数说未来”。今年是数博

会展览的第五年，截至目前，数博会已累计展示

创新产品和应用两千余项。

据了解，今年，数博会展览将单独设置人工

智能、5G技术、金融大数据、大数据试验区等专

题展区；同时，还将在物联网、智慧城市、边缘

计算、深度学习、数据隐私保护、自动驾驶、智

能化管理等领域展示前瞻性的产品和技术，充分

展示大数据产业链的生态体系，引领大数据产业

的发展方向。

今年数博会期间，展览将设置国家展团专

题展区，目前已邀请到德国、西班牙、韩国、以

色列、英国、俄罗斯、法国等国领先企业组团参

展。同时，组委会还将为国家展团参展企业集中

组织商务对接活动，促进国内外企业交流合作，

促进新技术和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

据悉，为为参展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提

升展商的参展体验和参展价值，本次展会将加强

“展览-论坛-大赛-信息发布”的紧密结合，在

展览现场为展商提供产品发布、项目路演、成果

展示的多种平台；期间，还将组织投资人观展团

系列活动、大数据发展成果观摩，加强专业媒体

对展示内容的报道，提高展商和专业观众的参展

参观价值。

本届数博会展览会将在往届成功举办的基础

上，更加注重展会的专业性、国际性和友好性，

更好的服务于国内外大数据企业，努力将数博会

打造成独具价值的行业盛会。（责任编辑|岳振）

来源：当代先锋网

2019数博会主题确定：“创新发展 数说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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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在2019年政府

工作任务一节中，报告提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

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培育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

车、新兴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近年来，大数据、数字经济等一些新概念，

多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一些国家重要文献

中，正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动能。

然而，就像互联网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便捷，也

有对传统秩序和观念的颠覆一样，大数据也是一

把双刃剑，它在广泛运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

同时，也埋下不少安全隐患。

首先，这种安全隐患是国家层面的。2015

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首次把大数据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然而，

在促进大数据发展的同时，纲要也清醒地意识到

安全问题，进而提出要加强安全保障，健全大数

据安全保障体系，强化安全支撑。其次，从个

人层面上来讲，大数据深度介入个人生活，正在

让个人毫无隐私可言也毫无隐私可守。随着人们

对大数据认识的不断深入，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特别是收集与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一

些互联网企业的惯用手段。当这种收集成为普遍

的行业潜规则，势必严重威胁到公民个人信息安

全。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腾

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出，科技向

善，数据有度。马化腾认为业界对用户数据收集

应该遵循最小原则，把握好用户数据利用和保护

之间的度。然而，个别企业的自觉和自律，很难

提升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准。随着大数据的广泛深

度应用，企业对大数据的争夺会更加白热化。

大数据的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更关乎个人信

息安全，保护大数据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

且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的立法课题。

在今年两会上，公安部原副部长陈智敏等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要为大数据进行国家立

法，应该立法明确信息资产的所有权。

中国是世界互联网领域发展的领跑者，我们

遇到的问题前所未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靠中

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法治建设中积累

了成功的经验，明确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以立法手段解决大数据的前瞻性问题，为

数字政务、数字经济领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的又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来源：www.big-bit.com

法制新时代——为大数据立法，数字时代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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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的局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

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到08年的全球金融危

机，再到欧洲债务危机，金融行业以其巨大的体

量和外溢效应给全世界的监管者和投资者上了重

要的一课。金融不应该成为复杂的工程游戏已成

为共识。

在27日下午的《金融“突围”》分论坛上，

与会嘉宾就如何促使金融回归实体、打好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讨论嘉宾包括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

会长兼国际事务总裁薄迈伦、永丰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嘉贤、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

司董事长李晓鹏、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部长乔瓦

尼·特里亚、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

民，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主持。

透明度是金融监管最好的朋友

当被问到作为安联集团的舵手，奥利弗是

如何使这个金融巨无霸安稳着陆时，他将经验总

结为两点:避免过度杠杆、密切关注流动性。奥

利弗强调，无论模型如何完美，金融永远无法模

仿实体经济，杠杆过高是金融问题的共同源头，

而流动性枯竭则是引爆金融危机的推手。他特别

提醒，金融行业和银行业的衍生行业，如资产管

理、资本市场、房地产等领域，必须纳入全盘监

控，因为下一场危机很可能来源于所谓的影子银

行。只有尽力提高全行业的透明度，才能看出金

融领域真实的杠杆率和流动性，采取正确的应对

措施。从技术角度看，中国正面临着同样的问

题，投资端无法承受负债端的刚性回报，只能短

期借新还旧补上缺口，   增加全行业风险。

脆弱而敏感的宏观环境

多位嘉宾认为，世界宏观经济环境略藏隐

忧。

薄迈伦在谈到美国经济时提到，上一轮金

融危机后监管和风控趋严使金融系统更有韧性，

但也需避免过度监管压制经济活力。特朗普税改

政策有力地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加速经济增

长，使失业率跌至历史新低，但亦或进一步扩大

收入不平等，使消费者债务问题恶化。薄迈伦尤

其担忧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风险，税改推高了政

府的负债水平，如果关税对贸易产生干扰，将在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深度报道: 金融“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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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行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根据他的调查，

美国企业对2019年的经济形势信心充足，但对

2020年及更长一段时间的预期相对悲观，可见经

济并不如统计数字那么乐观。

对于中美贸易谈判，薄迈伦持有乐观的态

度，相信协议将会达成。他尤其赞许近期通过的

外商投资法，虽然修法进程停滞了多年，但在此

次贸易谈判过程中得以迅速推动落实，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

特里亚认为意大利需考虑实体经济、金融和

财政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尽管债务水平已经受到

控制，但经济增长低迷，影响了投资能力。令人

警惕的是，尽管全球流动性极为充足，但公共部

门和私营部门的投资率都处于低点。面对新兴技

术的扩散，经济体间高度互联，投资组合趋同使

得系统风险提高，如何与新技术融合改造金融行

业将是未来值得重点研究的专题。此外，在稳定

投资率的基础上，各国还需要借助多边机构的平

台，协调宏观审慎的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确保

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间实现健康的互动。

朱民同意特里亚对意大利经济的评述，认

为意大利近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扩大合

作，将提升在实体经济中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

复苏。

关于世界经济，朱民总结了两大潜在隐患。

首先，过去的十年间，全球平均债务水平增速高

于GDP增速，意味着真实债务水平正在提高，

推高全球债务风险。其次，欧美股市都处于周期

高点，对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极为敏感，尽管美

联储推迟加息给了市场一个喘息的机会，但难改

“2019年在高债务阴影下是贪婪和恐惧的临界

点”。

奥利弗认为，把脉下一次危机的关键仍在

于债务率。目前市场流动性甚至超过上一次危机

前夕，但如果债务不能维系，杠杆率始终处于高

点，充足的流动性随时可能在一夜之内消失，从

而引爆新的金融危机。

破解小微金融之困

在金融支持小微的话题中，朱民指出，企业

不应该分为民营和国营，只要这个概念还存在，

就解决不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其次，改

善货币传导机制只能解决金融转向实体经济的问

题，而不能破除小微金融的困局。小微金融融资

难，本质上源于三个不对称，即信息不对称、风

险不对称和成本收益不对称。作为世界性难题，

朱民介绍了世界范围内在该问题上的三方面经

验，即德国模式、英国模式和货币政策教训。

德国模式由大银行、区域社区银行和政府担

保组成，其中社区银行专注于向小微企业提供金

融服务，大银行负责向社区银行提供流动性，而

政府则牵头与民间财团合作建立信用体系，并在

流动性枯竭的特殊时期，通过大银行向社区银行

注入流动性，整个系统分工明确、运转良好，为

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小微

企业。

英国模式诞生于危机时期，政府与金融合作

伙伴（PPP）合作，注入流动性，由PPP直接贷

款给小微企业，挽救了一大批优质中小企业免于

破产。在中国，蚂蚁金融采取了类似的模式，申

请贷款和放款时间平均为3分钟和1分钟，单笔贷

款成本低于一般商业银行贷款的1%，然而不良

率仍然维持在1%的极低水平，可见政府和科技

金融企业合作的巨大潜在效益。

最后朱民通过回顾过去十年的货币政策，指

出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进入股市债市，挤压

风险溢价，反而有害于小微贷款，因此解决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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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不能靠大水浸灌式的宽松货币政策。

台湾在亚洲以中小企业发达闻名，在小微金

融领域也有着长期的经验，永丰银行董事长陈嘉

贤介绍了两方面的商业实践。首先，台湾有着多

层次的信用保证体系。主管机关携会员银行成立

了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45年间有40万家中

小企业受益，其中发展成规模企业的达2762家，

上市企业892家，占去年全体上市公司总数的

46%。随着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的成熟，又孵

化出了农业信保基金和海外信保基金，通过市场

化的运作模式，提升了台湾经济的整体活力。其

次，台湾银行业具有竞争激烈、行业分散、专业

化强的特征，永丰银行的特色之一就是跟随企业

客户一起开拓市场。早在台企进入内地市场初期

就拿到了银行牌照，进而为包括台积电和台积电

产业链上的大批中小企业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

与企业家共进退共发展。“大企业若不帮助中小

企业，他们就将失去78%的市场。”

金融业“不忘初心”

李晓鹏认为，建立金融与实体行业的健康关

系，需要金融从业者“不忘初心”，即不管市场

如何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不能变，信

用中介的功能不能变，经营风险的属性不能变，

稳健经营的理念不能变，商业道德底线不能变。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他从光大集团的实际经验出

发，呼吁金融机构通过不同的牌照组合，实现服

务项目多元化，避免同质化竞争，推动金融业

的“供给侧改革”。随着金融改革开放正在加快

步伐，他希望中国的风险资本市场可以获得更好

的发展环境，推动行业创新，使实体经济的回报

率能够满足投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投资机构项

目荒、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矛盾。信心比黄金更重

要，随着去年政府提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

和小微企业多方面的支持，企业经营形势大为改

观，相信金融行业将会在未来的实体经济发展中

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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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如何驾驭大数据？

大数据对于金融机构的重

要性不言自明，然而，目前国

内金融机构在大数据应用上还

处于起步阶段。2月11日，波

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最

新报告《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

2020系列报告之大数据篇：回

归“价值”本源：金融机构如

何驾驭大数据》。报告指出，

国内金融机构若想将数据转化

为价值，创造竞争优势，需要

推动自上而下的内嵌式变革。

其中，建设团队是核心、形成

机制是保障、转变思维是根

本。

这份报告重新定义了大数

据的本质；揭示了大数据在哪

些方面改变了传统数据运作模

式；对照全球金融业大数据应

用的前沿案例，指出了阻碍国

内金融机构发展大数据应用的

三大因素；最后系统化地提出

了金融机构为驾驭大数据亟需

作出的三大转变。

报告作者之一、BCG资

深合伙人、亚太区金融机构

专项业务负责人邓俊豪（Tjun 

Tang）表示：“在互联网金融

时代中，数据是至关重要的战

略资源，而驾驭大数据的能力

也是金融机构在新环境下的关

键成功要素。”

“4V”本质

报告认为，成就大数据的

不仅仅是传统定义的“3V”，

即 数 量 （ V o l u m e ） 、 速

度 （ V e l o c i t y ） 和 种 类

（Variety），更重要的是“第

四个V”，即价值（Value）。

当量级庞大、实时传输、格式

多样的全量数据通过某种手段

得到利用并创造出商业价值，

而且能够进一步推动商业模式

的变革时，大数据才真正诞

生。

“4C”特性

报 告 指 出 ， 大 数 据 从 四

个方面（“4C”）改变了金

融机构的传统数据运作方式。

这四个方面包括：数据质量的

【导读】金融机构如何驾驭大数据？2月11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最新报告

《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2020系列报告之大数据篇：回归“价值”本源：金融机构如何驾驭大

数据》。互联网时代，金融如何发展？金融的获客难题怎么破？大数据如何应用于金融？今

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数据时代，金融到底该怎么做？　“得大数据者得天下”，大数据

“嫁接”金融等领域潜力无限，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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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Compatibility）——

大 数 据 通 过 “ 量 ” 提 升 了

数 据 分 析 对 “ 质 ” 的 宽 容

度 ； 数 据 运 用 的 关 联 性

（Connectedness）——大

数 据 使 技 术 与 算 法 从 “ 静

态”走向“持续”；数据分

析的成本（Cost）——大数

据通过降低成本门槛创造了

大量机会；数据价值的转化

（Capitalization）——大数据

为金融机构快速试错、建立

“触角优势”提供了新的工具

和动力。

报告作者之一、BCG合

伙人兼董事总经理何大勇表

示：“我们在海外银行业和保

险业观察到很多大数据应用的

成功案例，但国内目前对大数

据的应用仍是‘雷声大、雨点

小’。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

数据整合难、落地动手难和资

源协调难等障碍。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国内金融机构必须重

新审视自身的基础设施以及所

处环境，以开放的思维与整个

数据生态有效对接。”

“TMT”关键点

B C G 通 过 调 研 发 现 ，

掣肘大数据在金融机构发展

的关键因素主要存在于管理

层面。为了驾驭大数据，金

融机构需要在技术的基础上

引入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视

角，推动自上而下的内嵌式变

革。其中，建设复合型团队

（Team）是核心，形成机制

（Mechanism）是保障，转

变思维（Thinking）是根本。

在这三个关键点（“TMT”）

上进行突破应成为传统金融机

构将数据转化为价值的核心抓

手。

报告作者之一、BCG董事

经理张越表示：“大数据是技

术发展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大

趋势，它所代表的是人类对世

界认知视角的演化，以及对世

界掌控能力的进步。对金融机

构而言，及早出发，积极、理

性地试水投入，让整个机构能

够借力大数据来尽快实现自我

提升，这是将数据持续转化为

生产力乃至竞争优势的必由之

路。”

来源：https://news.mbalib.

com/story/8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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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大

数据时代》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成为最闪亮的书

市明星。很多人说，此书改变了自己看问题的角

度，甚至是看待人生的角度，进而把握十足地觉

得自己找到一把利器，把握住了未来的方向。而

引起震动最大的当数金融界，金融界对大数据的

呼应最为激烈，与方兴未艾的互联网金融交会在

一起，两种话语碰撞后，擦出激烈火花。

“大数据”一旦后缀上“时代”二字，一股

开拓、奋进的情绪就会扑面而来。掌握大数据，

将使我们从繁杂而模糊的世界里，找到确定的方

向。掌握大数据、运用大数据，将给我们提供一

种可能——可以不依靠直觉、经验和勇气来应对

令人深惧、更令人渴望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讲，

在充满不确定和利用不确定赚取高额利润的金融

界，他们以激动心情拥抱大数据和大数据时代，

则是合情合理的必然之举。

大数据与互联网金融时代

金融作为一个独立发展的产业，它所能买|卖

的产品，就是信用。决定信用多寡和高低的，是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收集大数据，再运用合

理、合适的计算方法，就可以从海量的数据中发

现未来发展的方向。人类自古以来始终在做类似

的事情，只是很多时候受制于计算方法、计算工

具。

计算机发明后使处理海量数据成为可能。互

联网的发展使海量数据的收集成本被降到可接受

的程度，人们可以运用互联网收集数据，再运用

高超的计算公式，判断出广泛人群或特定人群的

心理倾向、消费习惯等商业价值极高的信息。

我国的金融结构长期失衡，银行的地位远

远压过资本市场。尽管今天资本市场正在突飞猛

进，但间接融资依然是市场资金来源的主流。银

行把控的金融市场，必然弥漫着抵押文化，金融

市场的宠儿是抵押物。基于个人或者群体信用的

金融市场，始终难以大放异彩，甚至在抵押文化

下，个人或群体信用要么被关进“俱乐部”，要

么则很可能被妖魔化，成为各种法条律令的监控

对象。

当大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成本足够低时，以阿

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以P2P为特征的互

联网信贷模式，正在打破银行信用信息的垄断，

以低廉的成本自创出一套与银行无关的个人或者

群体信用信息系统，从而使金融真正走出高高在

上的“庙堂”，与群众“打成一片”。

大数据下的银行业危机

大数据时代和金融的模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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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借助大数据和运用大数据的作

业系统，最大程度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

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因对客户信用甄别缺乏有

效工具而带来的风险。然而，运用大数据的作业

系统，并非大数据时代的最大难题，最大难题是

如何收集到可用或者说符合在现有思维模式下创

立的计算公式的那些大数据。显然，阿里巴巴等

规模较大的电商已经占据先机，这些电商经过长

期的积累，手上掌握了大量中小微企业的信息，

同时，也掌握这些中小微企业用户的信息。利用

这一平台，电商既能对消费市场做到“春江水暖

鸭先知”，又能对可授信企业的风险做出准确判

定，而这依然不是电商将成为大数据时代下金融

业巨头的最主要理由，关键理由在于阿里巴巴等

体量巨大的电商已经或者说有望影响生产和消费

的倾向，他们从被动的观察者和接受者，演变成

主动的创造者和引领者。互联网金融成为他们在

中国经济里翻云覆雨的重要利器和法宝。

与草根性十足的互联网金融相比，一身贵族

气的银行业显然将陷入极大的困窘之中。银行业

对金融信息的垄断一旦丧失，距离他们从主角沦

为配角的时间就不远了。但一些研究者认为，银

行依然可以发挥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传统优势，

将危局消于无形之中。也就是说，银行业可以利

用网络上的大数据，或者说自己沉淀下来的数

据，发展类似P2P的业务，和互联网金融一争高

下，胜算非常大。

然而，这看似非常符合逻辑的推断却很难成

立。举个例子，在余额宝突飞猛进时，各家银行

陆续推出了类似余额宝的产品，但由于没有类似

电商的平台，“银行版”的“余额宝们”除了证

明其存在外，其实并没有引起金融江湖多大的波

澜，反倒更加凸显出银行业在互联网金融面前的

无力感。

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来临之际，在互联网金

融步步紧逼之下，传统的银行业很可能将失去招

架之力，中国的金融也将陷入极大危机，一旦处

理不当，即使互联网金融势头发展迅猛，也难逃

被传统金融带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命运。

不过，我们可以预料但不愿意看到的是，

传统银行业将再次以规避金融风险的名义，以讨

伐的姿态，“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

臣”。如果这次庙堂向江湖的进攻，以这样的面

貌开场，即使取胜或者稳固其既有领地，却让人

情何以堪呢？这样的事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未来

不要大数据，仅凭直觉也能猜到。

一个动荡而模糊的时代

今年3月份，依托货币基金发展的余额宝承

受了来自传统金融业，或者说银行业的猛烈质疑

和挤压，以至于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因为发出两

份治理互联网金融的文件，也被拖下水，成为互

联网金融拥趸们指责的对象。这场口水仗刚刚淡

出人们的视野，“大数据”就呼啸而来，这次以

“大数据”为靠山，以P2P为武器的互联网金融

集体反攻，从技术层面看，银行业确实已陷入危

机重重的被动境地。

但既然中国的银行业因个大、体沉而几乎到

了不可倒、不能倒的地步，那么，互联网金融这

种迅猛反攻势必会受到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当

前，互联网金融挟大数据之威在金融市场上并没

有占据高地，从余额宝近几个月的业绩看，由于

央行货币宽松政策，使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急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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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在银行间拆借市场上赚取高额回报的时代暂

时过去了。而“余额宝”们却并未及时开发出另

类的金融产品，在金融市场上获取新的领地。而

尽管P2P发展迅猛，但积累还不足，数据存量严

重短缺，特别是真正支撑大数据作业系统的数据

平台，依然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中，而电商们深

度开发自身的数据资源的动作正处于探索阶段。

因此，互联网金融自身在模式和体系上还不成

形，各种缺点依然很多。当有关部门以严肃、忧

虑、质疑的态度关注它时，它也很可能和银行业

一样陷入另一个困境。因此，双方在一段时间内

很难真正交上手，而只能各据疆土，心怀忐忑地

注视对方。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金融市场进入了一个

动荡而模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危

机，也看到了开始，但也许我们很难猜出最后的

结果。

来源：https://news.mbalib.com/story/8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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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金融来势汹汹，今年阿里信贷业务向江

浙地区普通会员放开，实现单日利息收入100万

元，引发银行业震颤。

在这个年交易额过万亿元的中国最大的电子

商务平台上，无担保、无抵押、纯信用的小贷模

式不断刷新资金流转的速度。而阿里金融实现批

量放贷的核心，正是阿里大数据。

阿里小贷的两种模式

阿里金融诞生于2010年，“如果银行不改变

阿里，阿里将改变银行”，马云的振臂一呼，击

碎了当年的耻笑和白眼，如今不断引起金融体系

地震。

阿里金融主要做小企业贷款，以日计息，随

借随还，无担保无抵押。流动的资金不断为小微

电商经营业主“解渴”。

2010年和2011年，阿里金融分别于浙江和

重庆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为阿里巴巴B2B业

务、淘宝、天猫三个平台的商家提供订单贷款和

信用贷款。

订单贷款是指，基于卖家店铺已发货、买

家未确认的实物交易订单金额，系统给出授信额

度，到期自动还款，实际上是订单质押贷款。订

单贷款日利率为0.05%，累积年利率约18%。

淘宝、天猫订单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周期30

天。

信用贷款是无担保、无抵押贷款，在综合评

价申请人的资信状况、授信风险和信用需求等因

素后核定授信额度，额度从5万元-100万元。信

用贷款日利率为0.06%，累积年利率约21%。信

用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贷款周期6个月。

阿里信用贷款又分为“循环贷”和“固定

阿里金融的绝招：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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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两种。“循环贷”指获贷额度作为备用金，

随借随还，免息同时不取用。固定贷指获贷额度

在获贷后一次性发放。

从整体上讲，阿里金融的小贷业务以淘宝、

天猫平台的贷款居多。

截至2012年6月底，阿里小额贷款业务当年

上半年投放贷款130亿元，自2010年自营小贷业

务以来累计投放280亿元，为超过13万家小微企

业、个人创业者提供融资服务。

与国有银行的小贷业务相比，130亿元的投

放额并不大，但这是由170万笔贷款组成，在一

段时间内曾创造日均完成贷款接近10000笔的业

绩。

“对于大多数银行和小贷公司来说，小微企

业的资料审查、业务管理和风控成本与大企业差

不多，但是收益太少，所以造成了小微企业贷款

难的问题。”拍拍贷CEO张俊对21世纪网表示。

阿里小贷公司最大的发展限制在于资金。互

联网资深评论人士鲁振旺对21世纪网表示，放贷

资金来源为两种，一是股东的注册资金，二是银

行贷款，不超过注册资本金50%的部分可用于放

贷。浙江和重庆两家阿里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是

16亿元，意味着放贷资金最多24亿元。

阿里金融绝招：数据+平台

进军金融业仅五年时间，阿里金融已经拥

有了银行征信系统无法企及的数据库和资金流动

性。

以淘宝订单贷款为例，上海开淘宝女鞋店

的卖家王乐（化名）对21世纪网表示，由于支

付宝上资金需要一到两周才能划到账户，她经常

通过订单贷款周转，每笔额度基本保持在八千到

一万，申请后几秒钟就能完成贷款，非常方便。

“阿里利用了大数据和信息流，实现金融信

贷审批，与银行相比，极大提高了贷款效率。”

易观国际分析师张萌表示。

数据库是阿里金融的最核心资产。

通过阿里巴巴、淘宝、天猫、支付宝等一系

列平台，阿里金融对卖家进行定量分析，前期搜

集包括平台认证和注册信息、历史交易记录、客

户交互行为、海关进出口信息等信息，再加上卖

家自己提供的销售数据、银行流水、水电缴纳甚

至结婚证等情况。同时，阿里金融还引入了心理

测试系统，判断企业主的性格特征，主要通过模

型测评小企业主对假设情景的掩饰程度和撒谎程

度。所有信息汇总后，将数值输入网络行为评分

模型，进行信用评级。

阿里巴巴B2B业务贷款由于额度较大，阿里

金融委托第三方机构于线下进行实地勘察。

贷款发放之后，可以通过支付宝等渠道监

控其现金流，如果出现与贷款目的不符的资金运

用，将立即经测算，阿里小贷发放的贷款，平均

每笔7600元，由于大数据加平台检测，贷款周期

不超过半年，额度在一百万内，阿里小贷的不良

率控制在1%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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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的风控模型诞生于2002年推出的诚信

通。

当时阿里巴巴正处于创业早期，诚信通推

出后要去企业在阿里巴巴建立信用档案，买家可

以在交易时浏览，此后阿里巴巴在“诚信通档

案”基础上推出的一套评分系统，即“诚信通指

数”，由A&V认证，证书及荣誉，会员评价，经

验值等构成。

2007-2010年，阿里巴巴联合建行、工行合

作，向会员企业提供网络联保贷款，无需抵押，

由3家或3家以上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体，共同向银

行申请贷款，同时企业之间实现风险共担。阿里

巴巴将提交申请的会员信用记录提交给银行，最

终由银行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在此期间，阿里巴巴建立了信用评价体系和

信用数据库，及应对贷款风险的控制机制，借助

平台对客户进行风控，并公布不良信用记录。

由于双方信贷理念的巨大差异，2010年合作

戛然而止。同年6月，阿里巴巴调整方向，与复

星、万向、银泰等股东共同推动，成立浙江阿里

巴巴小额贷款公司，得到国内首张电子商务领域

的小额贷款公司营业执照。

阿里金融批量放贷的核心，就是交易数据

能否支撑金融模型、以及金融模型是否确定把违

约率降低到一定概率。这不但需要长期沉淀，还

需要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和持续防范系统性风

险。

来源：https://news.mbalib.com/story/4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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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金融如何发展？金融的获客难

题怎么破？大数据如何应用于金融？今天我们一

起来看看，大数据时代，金融到底该怎么做？

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已经

从一个新生事物变成了人人都已经习惯的生活必

需品，互联网金融伴随着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走

进了千家万户。但是，互联网金融离马云说的：

“银行不去改变，我们就去改变银行”还有着相

当大的距离，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面，互

联网金融依然会扮演着银行有益补充的角色，而

获客难题也成为了一直以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

个障碍，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金融科技如何

破解互联网金融的获客难题，如何真正实现大数

据金融？

（一）被获客难题困扰的互金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处在以银行为核心的金

融体系当中，在这种银行中心化的体系内，由于

银行独特运营特征，让资金的融通出现了供给与

需求较为严重的错配现象，在银行的金融体系中

只有两类群体可以较为容易的取得贷款，一类是

拥有较高金额抵押物的群体，这种以不动产、有

价证券为核心的抵押贷款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保证

了银行信贷的低风险。另一类是拥有极优资信评

级的群体，这些一般情况下是国有企业，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以及拥有固定工作的群体，如公务

员、教师、国企员工等等。

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拥有固定抵押物或者极优资信评级的人往往

没有借款的需求，但是真正需要借款作为资金周

转的人，比如说中小企业主，中小商户主等却又

没有借款的资质，这种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为互

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一时间互联网金融

机构快速发展起来，并在2015年达到了一个巅

峰。

然而，由于中国的征信体系尚不健全，除

了银行征信之外缺少真正广覆盖的征信系统，从

而导致了有借钱需求的人的良莠不齐，在经济

学上受到格雷欣法则的作用，大量低资质的借款

人充斥在借款人群之中，导致了互联网金融机构

的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当不良率快速积累的

时候，大量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受不良信贷所累，

最终平台倒闭，上演了一轮轮互联网金融的倒闭

潮。如何能够获得优质客源，如何能够合理的评

价客户的资质与能力，如何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

范畴成为了互联网金融机构发展的重大难题。

（二）、用金融科技破解互联网金融难题

面对着获客的难题，很多互联网金融企业都

在想着自己的办法，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金融科技怎么破解互联网金融的获客难题，大数据

金融如何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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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中有一种思路得到了几乎所有机构的认

同，这就是借助大数据的力量实现互联网金融的

风险控制与客源筛选。真正将大数据应用到互联

网金融实践中是如何做的那?瀚哥最近在研究恒

昌公司的案例的时，发现了其中的玄机，今天我

们就来看看，恒昌是如何应用大数据实现或互联

网金融获客和风险控制的，大数据金融到底该怎

么做？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智

能手机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终端已经成为了几乎

所有人的数字器官，记得有段子曾经说：我们每

天和手机待在一起的时间远超过和老婆呆在一起

的时间。所以，收集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的

数据就成为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构建大数据应用的

底层基础。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基于手机这种数

字器官的大数据金融到底该如何做？

一是数据收集。根据瀚哥的研究，恒昌的数

据收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通过自有平台

将平台上的个人贷款平台、账单催收平台的数据

一点点地打通，实现自由数据的收集与归并。其

次，通过用户授权，取得与智能手机相关的电信

数据、信用卡交易数据、电商购物数据等等。第

三，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收集基于互联网公开的数

据。通过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实现了大数据使用的

第一步，拥有数据。

二是数据的分类整理。在第一步收集的数

据基础上，恒昌将整个数据体系进行了一个全方

位的梳理，将客户的自然属性，比如说年龄、性

别、社会交际、职业、地理定位甚至个人喜好与

偏好进行处理。在这个处理之中，可以通过数据

的初期处理，发现用户的特征和偏好，从而为业

务的发展奠定基础。举例来说，通过数据处理发

现，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会比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拥有更多的借款需求，每次借款的金额也较大，

但是年轻人的消费动力更足，虽然每次的借款金

额不多，但借款次数很多，这种多次小额借款的

年轻人群体，因为其消费的特征，可以很容易地

对其进行分析，是进行长期客户培养的重点人

群，再加上随着其年龄的增加，其借款的实力和

需求也会上升，从而为获客奠定基础。此外，通

过人群初筛可以发现，高学历人群的借款需求反

而较低，以大中专毕业生为主体的群体反而借款

需求较高，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精准投放，用更

少的钱就可以获得足够高的用户转化效果。

三是数据分析与画像。在数据初筛与分类整

理的基础上，机构可以借助数据对客户进行数据

画像，什么叫数据画像呢？就是原先客户到底是

怎么样的？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非常难以判断，仅

凭客户填写的资料是非常不清晰的，但是通过大

量的数据辅助，金融机构就可以根据一条条数据

对于要借款的用户进行特征化处理，对用户进行

标签化建设，通过标签体系将用户的特征完全描

述出来，从而让用户的特征在金融机构面前变得

清晰可见，利于下一步的业务推进和风险控制。

四是数据应用。经历了数据收集、数据分类

整理、数据分析画像之后，根据大数据可以开始

进行正式的数据应用与分析。在互联网金融领域

已经完成的大数据应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大数据反羊毛：近些年来，由于互联网金

融的飞速发展，在网络上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互联

网金融的“薅羊毛”黑色产业链，这些羊毛党们

往往手上搜集着几百张甚至上千张电话卡、身份

证等关键信息，只要看到有做活动的互联网金融

平台就一拥而上，借助平台吸引新用户的优惠，

大发横财。针对这个人群，大数据就有了用武之

地，通过大数据羊毛防火墙，恒昌会记录每个用

户的投放渠道，针对投放的转化率、复投率等指

标进行综合分析，再判断用户有没有反复更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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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卡，更换手机来注册用户，从而避免羊毛党对

于平台的伤害。

大数据风险控制：通过对于每个人的大数据

分析，借助大数据建模构建起了用户身份的关联

属性，从而提升了对于风险的防控能力。举例来

说，假设某天小A进入恒昌平台注册了账户，在

注册的时候填了很多的信息，如银行卡账户、手

机号、身份证号、工作信息等等，从而构建了小

A的数据画像体系，几天后小B也进入系统之后，

再构建了小B的数据画像，通过数据画像的分析

发现A与B之间是同事关系，所以就通过同事链将

两个人构建起了关系体系。通过这一个个关联体

系构建起了借款人之间的人脉关系网，当一个人

脉关系网中的人经常违约的话，系统将会自动降

低对此关系网中人的信用评级，甚至直接拒绝贷

款。

大数据反欺诈：现阶段，金融欺诈事件频

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一个个银行所存储的

账户信息是相互孤立的，难以进行有效地分析，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反欺诈，应用难点就在于如何

把不同来源的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整合在一

起，并构建反欺诈引擎，从而有效地识别出身份

造假、团体欺诈、代办包装等欺诈行为。知识图

谱作为关系的整合、联通以及表达解析方式，可

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举例来说，系统发现在

数据库中经常出现一些比较奇葩的现象，比如说

五个用户竟然在系统里面使用同一个邮箱或者电

话号码进行账户注册。而建立在海量大数据基础

上、便捷添加数据源的知识图谱就可以通过视图

的方式直观清晰地显示出各种关系和关联点，从

而帮助我们迅速有效地分析和发现这些复杂关系

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让金融欺诈的惯用伎俩无处

藏身，从而实现大数据的反欺诈。

大数据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

除了我们上面论述的反羊毛、风险控制、反欺诈

等领域之外，在互联网金融的失联修复、账款催

收、身份识别等等领域，大数据同样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在大数据时代，困扰互联网金融的问题正在

被大数据一点点解决掉，如何用好大数据的武器

将会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核心，相信在大

数据的帮助下，互联网金融将会向着更好地方向

发展。

来源：https://news.mbalib.com/story/23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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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好友名称、微博名称长短、微博使用

时长等，或许会成为你申请小微贷款的信用评价

风险因子。”

“通过新增一些回放功能，能很快按照时间

序列找到异常值，发现交易风险和异常的交易，

防止类似金融海啸时一两笔交易就能把市场搅得

天翻地覆状况出现。”

“得大数据者得天下”，上述个案已并不鲜

见。在8月22日至24日，由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中国量化投资研究院、复旦大学管理学

院等单位联合在沪举办的“2014中国大数据国

际高峰论坛”上，来自海内外研究大数据专家认

为，大数据“嫁接”金融等领域潜力无限，未来

机遇与挑战并存。

“用手机软件测量每人运动量，每天记录运

动消耗和心跳等。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他看到的

是生命周期表不再是固定的65年标准模式，而是

每天多参与运动，生命周期表就多变化。”

天云大数据首席执行官雷涛在日前举行的

“2014中国大数据国际高峰论坛”上如是说。

“客户健康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很重要。比

如测量者今天多跑了一万步，或多了四五个小时

的寿命，可以最小化风险，提高保险公司健康利

润。”雷涛进一步解释。

大数据“嫁接”金融潜力无限

这仅是大数据在保险领域的一个微小应用。

进入2014年以来，大数据技术已经几乎渗透

到国内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被越来越多

的金融机构、企业采用并获益。

在摩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宏看来，

大数据在投资领域早“崭露头角”并引人瞩目。

他说，目前他们每天24小时从互联网上收集各类

信息，包括财经网站、券商网站、新闻报道、评

论、论坛帖子、博客、微博等。

“收集回来之后就放在我们的服务器上，

做图片，一直在演变的一套算法，从里面提取对

投资有用的东西。”刘宏透露，基于此的投资从

今年春节以后真正开始。这个项目给他带来的感

触很深，未来针对互联网上的信息如何进一步挖

掘，成为未来很重视的一个研究项目。

据麦肯锡此前的一份研究显示，金融业在大

数据价值潜力指数中排名第一。银行、证券、保

险、信托、直投、小贷、担保、征信等金融，以

及P2P、众筹等新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正在利

用大数据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在本次论坛上，人人聚财创始合伙人、CEO

许建文说，在贷款领域其实已经做到互联网化。

他说，每个人有微博、微信，倘若一个用户有

五千个至一万个粉丝的话，就会被认为是社交达

人或名人，与只有十个或百个粉丝的用户相比，

金融拥抱大数据:挑战与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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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信誉度、社会影响力、还款能力一般都会更

高。

展望：多学科应用存挑战

“伴随着大数据的来临，世界各国对于大数

据的重视程度，应说是前所未有的。”国泰安金

融教育集团执行总裁王春雷参加论坛时说，伴随

着巨大机遇的同时，我国大数据产业也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

“随着大数据的应用，个人隐私也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王春雷也认为，更多关于大数

据的课题，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探讨和交

流。

对于一直被业内所讨论的大数据带来的隐

私问题，一些业界人士也有自己的观点。雷涛认

为，大数据出现的时候，隐私从技术角度来看

已不再是重点，因为阅读客户信息的基本都是机

器。他认为，每次技术创新之间都会有一个博

弈，在博弈中进入文明。所以从技术和技术哲学

两个角度去看，隐私只是大数据的前进过程，并

不会降低技术的实践。

进入2014年以来，大数据受到各界广泛关

注，已渗透到金融、医疗、消费、电力、制造以

及几乎各个行业，大数据的新产品、新技术、新

服务也正在不断地涌现。

对于大数据行业未来的展望，香港中文大学

常务副校长华云生在论坛发表演讲时说，大数据

是跨学科的应用要求，应用知识可能会在生物、

化学、生物计算机科学、数学模型等多个领域，

最后就是如何把这些数据综合在一起。

作为知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华云生说，大数

据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也不少。他说，

由于大数据是跨学科的应用，需要多学科来合作

开展。同时，获取数据也存在问题，比如缺乏客

户群和缺乏数据等等。

“在中国香港地区，我们也在积极研究如何

做大数据。”华云生说，金融工程、健康档案、

环境数据、电子学习、智能城市，这都是其想研

究的大数据。“但香港地区也有困难，由于香港

没有太多的工业，因此除了健康档案，很多时候

数据都没有办法自己获取。”

众所周知，大数据是继互联网、云计算、移

动互联网之后发展的又一个新热点，大数据与云

计算应如何融合，也是本次论坛的讨论热点。在

国际模式识别学会院士、澳门大学计算机及信息

科学系讲座教授唐远炎看来，大数据有两面性，

大数据是财富，而云计算是挖掘和利用财富的

“神器”。

“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关系是动与静。云计算

强调的是计算，是动的概念，大数据是计算的对

象，是静的概念。”唐远炎在本次论坛上说，所

以没有云计算，大数据价值无法被提取，而没有

大数据，云计算也无“用武之地”。

来源：https://news.mbalib.com/story/8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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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正在进行一场以重塑公司生态系统

为核心诉求的大变革，它很可能先是分拆成约30

家公司，然后再整合为三家上市公司。这场由马

云一手发动的变革不仅将改变中国互联网行业的

格局，还深入影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多个传统

行业的未来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集

团经历了淘宝一分为三、B2B公司退市、回购雅

虎20％股权等诸多大事，这个中国电子商务的探

路者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变革来稳定发展势头。

但是当今年7月，马云终于可以宣布“七

剑合璧”（六个子公司变成七大业务群）、

“OneCompany”（一个大集团公司）战略初

步达成之时，另一场新的变革却又不得不开始进

行。

马云不久前在北京接受电视采访时曾透露，

未来阿里巴巴将分拆成30家公司。12月3日，阿

里巴巴集团首席战略官曾鸣在杭州接受《财经》

（博客，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阿里巴巴未来

会形成几十个业务单元。

分拆，将成为阿里巴巴下一步变革的重点。

《财经》记者获悉，阿里巴巴未来的分拆

将遵循以下原则和次序：大淘宝平台将首先被分

拆，多个成熟的垂直业务和具备战略意义的业务

将从现有架构中剥离，单独成为业务单元或子公

司，如淘宝旅游、无线业务部；紧接着是金融方

面，也将择机分拆出两家到三家子公司；在数据

平台方面，目前暂时仍以阿里云、淘宝商业智能

部为主，未来会有更细致的拆分与调整。

这 一 分 拆 次 序 吻 合 马 云 今 年 9 月 提 出 的

“平台、金融、数据”梯次战略。提出这一战

略时，阿里的OneCompany战略达成还不到

三个月。当时，马云在阿里巴巴集团财务部年

会上感叹：“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公司变成

‘One Company’体系，后来发现Company这

个字是错的。”

曾鸣曾说：“互联网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传

统商业、改变社会运作的模式，全面提升整个社

会的商业效率。”

13年的电子商务历史，令阿里巴巴成为这一

改变的引领者，但过去的成功已经过去，时代又

变了。

电子商务的平台游戏即将结束，新经济时代

的大幕正式开启，在这个新时代，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和大数据这三个领域的技术创新结合起

来，将创造出崭新的商业形态乃至社会形态。

马云重构阿里巴巴：平台、金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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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游戏规则并不确定，但因循守旧一

定是错的。

“记住我为什么变革，因为明年后年是阿里

的黄金时期，我们绝不能在公司失落的时候再去

变革。”

马云想清楚了，他将重构阿里巴巴，这其中

不仅包括组织架构上的分拆重组，还包括重建公

司的生态系统。变革的起点定于2013年1月1日。

盛世危机

1999年创立的阿里巴巴发展到2011年，总

收入已达28亿美元。这一财年，阿里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7倍，利润率超过40％，旗下两大购物网

站淘宝和天猫的平均利润率都超过了50％。2012

年，集团预期收入将达到400亿元人民币，增长

逾2倍。如果能继续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阿里

巴巴有望在2014年成为中国体量最大、收入最高

的互联网公司。

截至11月30日，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和天猫今

年的交易总额达到1万亿元，占了全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近5％，相当于EBay和亚马逊今年

交易额的总和，相当于2011年全国GDP的2％。

此前结束的“双十一大促销”中，淘宝和天猫一

天即完成了191亿元的交易额。

阿里巴巴正在成为继沃尔玛之后的第二大独

立零售体，它是靠电子商务赢得这一地位的。在

电子商务方面，天猫总裁张勇如此对比：“沃尔

玛每天的访问人数达到2800万人，交易额为80

亿元人民币。我们的网站一共进入了2.13亿的人

流。”

但是，马云并未出现在淘宝、天猫突破万亿

元交易额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他来说，这并不是

一次高潮，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时代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曾鸣几年前曾指出，工业时代的特点是集中

化、机械化、标准化、流水线、大规模，企业内

部的管理方式、生产方式、上下游合作方式都是

垂直线性的特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

则反其道而行之，更强调网状协同、生态化、个

性化、弹性、去中心化。

在过往的历史中，新经济已经改造了传统工

业经济，但并没有动摇旧经济模式。

淘宝和天猫的1万亿则是一个标志，说明新

经济已经大到足以驱动传统企业进行技术和营销

改革的程度了。阿里巴巴首席风险官邵晓锋说：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今天终

于从量变到质变，新的经济模式即将来临。”

而新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工业时代的企业组

织架构和运营机制，会成为企业前进的绊脚石，

对互联网公司尤其如此。

遗憾的是，阿里巴巴既有的组织架构仍然

是金字塔式的公司科层制。目前阿里巴巴集团分

为淘宝、一淘、天猫、聚划算、阿里国际业务、

阿里小企业业务和阿里云七大事业群，以及支付

宝、阿里金融两家独立子公司。

七 大 事 业 群 在 阿 里 集 团 内 部 被 称 为 “ 七

剑”，其中淘宝为C2C网购平台、天猫为B2C平

台、一淘为开放式购物搜索和消费者返利平台、

聚划算面向团购领域、阿里国际业务负责中小企

业的海外发展、阿里小企业业务负责国内中小企

业的电子商务服务、阿里云负责云计算。

这一“人、财、物”向集团集中的组织架

构，现在看来，显然违背了新经济时代的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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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点。与此相反，竞争对手却正在适应新经济

时代的分布式协同需求。

腾 讯 今 年 5 月 完 成 了 新 一 轮 组 织 架 构 重

组，将现有业务重新划分成企业发展事业群

（CDG）、互动娱乐事业群（IEG）、移动互联

网事业群（MIG）、网络媒体事业群（OMG）、

社交网络事业群（SNG），整合原有的研发和运

营平台，成立新的技术工程事业群（TEG），并

成立腾讯电商控股公司（ECC）专注运营电子商

务业务。

从结构上来看，腾讯和阿里都在用事业群的方

式完成组织架构布局，但是腾讯的业务群与业务群

之间，已经找不到线性的关系，它们没有中心，各

自均可独立形成新的生态系统。在这样的去中心化

的架构中，腾讯的微信才得以脱颖而出。

目前微信已经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移动互

联网环境，从而形成特定的商业模式：二维码+

账号体系+LBS（基于位置的服务）+支付+关系

链。这一商业模式的形成便是腾讯各事业群对其

匹配资源的结果，最终微信将通过支付、电子商

务、虚拟货币等获利。

曾鸣曾有过这样的担心：“在移动领域，移

动跟SNS（社交网站）的结合，孵化出一个足够

大的生态系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那是我最担

心的。”

微信正在成长为曾鸣所说的移动生态系统。

而从阿里巴巴现有的组织架构中，是看不到移动

业务的。此外，阿里巴巴的业务分散在各个事业

群内部，还未形成合力。

这意味着，阿里巴巴的新对手将是腾讯。腾

讯公司（00700.HK）目前市值为4674.45亿港元

（阿里巴巴估值为350亿美元），2011年总收入

为45.225亿美元（阿里巴巴为28亿美元），今年

三季度腾讯总收入为人民币115.656亿元，同比

增长54.3％。与阿里巴巴的旧对手京东、凡客相

比，腾讯是一家成熟而庞大的公司，而且腾讯微

信已经抢占了移动的入口。

对阿里巴巴来说，更为可怕的是，腾讯还只

是可见的对手，在不可预知的新经济时代，还有

很多看不见的对手。

这些对手会是谁？曾鸣说，那些能将自己做扎

实的垂直平台，比如沃尔玛的1号店，未来都将是

阿里巴巴的对手。因为到目前为止，超万亿元交易

额的阿里巴巴，依然不能囊括所有垂直领域。

这些垂直平台还包括专注于C2B供应链整

合、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如为上百万小企业提

供供应链整合服务的利丰公司、中国数码化家

具设计和家具定制的家居品牌——尚品宅配，等

等。可以预期的是，此类企业的运营模式完全匹

配新经济时代的特点，必将获得快速发展。

曾鸣认为，未来对阿里巴巴来说，最大的挑

战就是C2B企业。有一种假设：作为一个超万亿

元交易额的企业，阿里巴巴如果可以像过去囊括

B2C、B2B、C2C那样，将C2B企业也涵盖在自

己的生态系统中，似乎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

但阿里巴巴现有的生态系统，是否有这样的衍生

和包容能力？

邵晓锋承认，淘宝和天猫的交易总额正在快

速增长，但是卖家数量却到了一个缓慢增长的阶

段。固有的生态系统如果无法长出新的物种，对

阿里来说就是致命的。阿里之所以一直以倍数级

膨胀增长，是因为其搭建的是一个生态系统：以

电子商务为纽带，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在此之

上繁衍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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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街CMO李研珠告诉《财经》记者，阿

里生态系统面临一个大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

大。淘宝从2007年开始每个月都在做基尼系数，

结果发现每年都比前一年更高。大卖家越来越

大，小卖家死了一批又一批。

阿里巴巴研究中心陈亮这样分析：淘宝生态

呈现金字塔结构，最顶端是营业额5000万元到1

亿元的超大卖家，大量的小卖家聚集在金字塔低

端，这将导致资源被大卖家垄断。

李研珠说，淘宝近两三年情况开始失控——

流量越来越稀缺，越来越贵，只有超大型卖家买

得起。据了解，淘宝首页的展示广告，导入一次

浏览的价钱是0.16元。

在这样的生态体系内，超大卖家目前并不

开心，因为和过去相比，流量变得越来越贵，而

且增长缓慢。目前淘宝外部依靠淘宝联盟输入流

量，内部用搜索竞价和目录排名来分配流量，这

种单一的外部流量入口与单一的内部分配机制，

导致集团外部供血能力不足。部分超级大卖家即

“淘品牌”已经开始选择“出淘”。

一位投资了某著名淘品牌女装的风险投资公

司副总裁告诉《财经》记者，现阶段淘品牌的天

花板在10亿元左右。淘品牌需要更多的流量，

而不只是更便宜的流量。这就是为什么大量淘品

牌会选择在其他渠道——甚至最昂贵的线下渠

道——开设独立网站或店铺。

在大小卖家均有怨言的情况下，阿里巴巴是

否可以通过调整系统设置的方法来平衡一下？去

年10月淘宝商城做了尝试，发布新的招商规则。

第二天便遭到了卖家有组织地恶意攻击：先是干

扰大卖家的正常经营秩序，此后又转而攻击支付

宝，最终演变成淘宝“伤”城事件。

阿里巴巴首席市场官王帅感慨：阿里生态系

统就像这个国家的缩影，国家面临什么问题，阿

里就会面临什么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组织架构到生态系统能力，阿里巴巴都面

临着必须调整的压力。问题是，该怎么调？

平台、金融、数据

2007年开始，马云便试图将阿里巴巴集团打

造成一个生态系统，但阿里的组织架构并未围绕

这一目标而调整。直到今年9月，马云在“网商

大会”上抛出的“平台、金融、数据”战略，才

给变革划定了方向，迈出了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

第一步。

所谓“平台、金融、数据”，就是阿里巴

巴接下来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3年内以

“七剑”业务为主；第二阶段，5年－8年内以阿

里金融为主；第三阶段，8年－12年内以数据平

台为主。

过去，“七剑”的业务平台是以完成CBBS的

线性产业链匹配为中心的，即：一个消费者（C）

进入淘宝之后，将有商家（B）去满足他的需求，

为满足他的需求，商家可以去上游的B2B市场寻

找资源，最后达成对消费者的服务（S）。

马云提出，“七剑”的业务平台向后退一

步，从直接面对消费者变成支持网商面对消费

者。

曾鸣进一步总结：阿里巴巴不再是电子商务

平台，而是电子商务协同平台，自己退为“提供

服务”的平台。其最终的目的是，在为商家提供

服务的同时积累数据，藏在业务平台之后的数据

平台，将在数据的积累过程中实现第二阶段的金



48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融业务，同时数据平台自身得到升级，并计划于

10年－12年后代替业务平台走到幕前，那时阿里

巴巴将成为一家数据交换平台。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战略。要想获得足够庞

大的数据，阿里巴巴拥有的业务越丰富越好，“七

剑”显然已不能满足需求。从物理学上来说，分子

数越多，相互碰撞获得的“熵”（能量）势必越

大。生态系统的原理同此。这也就是生态系统的魅

力，它获得的是熵而不是个体的力量。

从这个原理出发，分拆“七剑”成为必然。

从理论上来讲，分拆的业务单元越多，越有利于

生态系统的自生长。这也就是马云和曾鸣在阿里

内部不断强调“要把平台做薄”、“垂直业务做

宽”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长出越来越多的垂

直业务，然后再进行分拆。

但不是谁都可以分拆的。

王帅告诉《财经》记者，去年“一拆三”时

最害怕的结局就是“把公司给拆没了”。所幸淘

宝的第一次分拆就成功了。王帅说，分拆前他告

诉马云，淘宝就像是一个动物，很重，每天都往

下坠；分拆之后，不仅易于管理，还产生了巨大

的活力。

天猫在“双十一”的191亿元交易中占到了

132亿元，今年其业绩同比增速高达292％（同期

淘宝为204％）。

在天猫、一淘分拆出来之后，聚划算很快也

分拆出来，业绩增长同样可观。在今年团购业务

十分不利的前提下，聚划算上半年依然实现了同

比171％的增长。

这促使马云选择以彻底分拆的方式去重建阿

里组织架构。马云称之为“小而美”。他表示，

阿里巴巴集团将拆分成约30家公司，每家公司都

要把自己做成一个生态系统。

马云的逻辑是：首先，在“七剑”业务平台

上，每长出一个新的、独立之后能改变所在行业

的垂直业务，便尽快分拆。按照这个标准，接下

来独立的将会是淘宝旅游、淘宝无线等。

比如淘宝旅游，只有十几个员工，但可以提

供全国最低的机票、酒店价格，又有淘宝巨大流

量和生态系统的支持，有打败携程的可能。

同样，淘宝电器今年初至今销售额超200亿

元，虽然低于京东去年宣布的300亿元营收，但

增长更快；淘宝商超同样发展迅速，有望在2013

年超越1号店。

天猫总裁张勇向《财经》记者透露，现在还

没有将商超分拆出来的确定打算。但商超业务已

经比较成熟，天猫商超三个月的回头率可以做到

25％。

除了垂直领域外，阿里巴巴还会做战略布局

上的分拆调整，代表则是无线业务部的分拆。

一位一淘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他明年

将被抽调到新筹建的无线团队。该员工称，马云

对无线、数据的重视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他提

出让“无线打败淘宝”（指移动端流量超过PC

端），内部只要跟无线有关的项目一律放行。而

本次将无线独立，也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掌握移动

互联网带来的新兴流量。

类似的例子还有，阿里巴巴可能会成立专门

负责电商导购、商品百科业务的部门或分公司，

与现有的购物搜索（一淘）共同成为阿里巴巴电

商体系的“基础设施”。这些将和分拆而出的淘

宝旅游、无线一起环绕在“平台”系统的周围，

形成卫星群。

对于集团最有价值的资产支付宝，去年已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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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旗下集分宝。集分宝目前为独立公司。“未来

支付宝还可能会继续再拆出1家－2家公司。”淘

宝一位负责市场营销的高管称。

另有阿里小额贷款业务，2009年从B2B拆

分后纳入阿里巴巴集团，并为此成立了“阿里巴

巴金融”事业部，以作为战略项目独立运作。目

前该事业部旗下拥有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已实现

单日利息收入100万元。阿里金融被马云定位为

“支撑整个未来”的业务，发展潜力很大，未来

也可能被分拆出来，和支付宝共同构成阿里金融

圈。

唯一还没有明确分拆计划的是数据业务。目

前在淘宝、支付宝构架下各有两个数据部，负责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同时，阿里云事业群负责数

据基础设施的开发。

围绕“平台、金融、数据”的战略步骤，阿

里巴巴集团的分拆计划也将分梯次进行。上述内

部人士称，马云所说的30家公司不会在一年内完

成，明年可能先拆成十几家公司，后续还会继续

拆分，最终形成30家公司的理想运营模式。分拆

后，将继续实行总裁加董事长的层级管理架构。

马云、曾鸣、彭蕾、陆兆禧等几位高管将分别以

董事长身份各自分管2家－3家公司。

用曾鸣的话来说，未来阿里巴巴的组织架构

和内部公司间的协作将像互联网一样，网状、并

发、实时协同。

但是，如果没有好的生态机制，就不可能长

出新的物种，也就是用于分拆的垂直业务。

重建生态系统

在一个生态系统内，“蝴蝶效应”时常发

生，如何让生态系统内的每一个个体都具备抗干

扰能力？

马云最近似乎幡然醒悟，他在阿里巴巴集团

组织部年会上反思：这两年阿里的决策体系有点

像政府，通过自己的促销手段和一些政策调节整

个市场，这跟政府拍脑袋出政策没什么区别。阿

里要回归到市场机制、市场体系中去，要发挥企

业家的精神，发挥660万卖家的精神。阿里自己

则建好公民社区——制定规则、做好监管，只在

必要时出手弥补市场缺陷。

所谓市场机制，就是自然的优胜劣汰。张勇

称，这就需要改变过去对店铺的等级和销量排名

为排序的搜索机制和流量竞价机制，而以商品本

身排序，跟店铺质量和口碑、跟商品的评价指数

挂靠。同时，以用户个性化需求为核心，弱化目

录和搜索，把整个淘宝平台变成超大的用户导购

系统。“最终，马太效应通过市场区隔完成，而

不是任何流量都被大客户垄断。”

张勇认为，未来的生态结构要调整为两头大

卖家、中间小卖家，大力扶植“腰部卖家”，从

金字塔变成“扁平化”的淘宝。这也是马云一直

强调的“小而美”和“双百万”计划，即在内部

培养出100万个营业额为100万元的卖家。

当然，这还只是阿里巴巴内部机制的调整。

曾鸣的希望是:“未来三四年，通过一个SNS机

制完成淘宝大部分的商品跟浏览的互动。也许未

来淘宝总流量的三分之一是类目，三分之一是搜

索，三分之一是SNS社区化的互动。”

在阿里生态系统，SNS体系成为市场机制得

以顺利实施的基础。因为没有足够流量就谈不上

市场的公平与否。

但是，阿里巴巴在SNS上是失败的。从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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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雅虎关系”到去年推出的“湖畔”和“来

往”社交客户端，无一不销声匿迹。

目前，阿里的外网入口依然被360、腾讯、

微博、蘑菇街、美丽说等网站所占据，阿里从别

的地方拿不到更好的流量，只能花钱去买。阿里

的一名离职员工说：“现在一淘到处在找人合

作，接管各流量来源的电商频道。想想也是，没

有流量怎么做搜索呢？大淘宝的流量来源是个大

难题。”

对 于 S N S ， 马 云 也 很 着 急 ， 并 一 直 强 调

“SNS还得办”。但怎么办，马云自己也没想清

楚。

目前主要靠内部自发形成SNS体系。有两

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收购获取SNS产品。今年8

月，阿里资本4000万美元投资社交应用陌陌，这

款应用被认为是国内最有可能与腾讯微信竞争的

移动聊天、交友平台。11月，有消息称阿里巴巴

将入股新浪微博公司。

另一种方式就是开放内部有SNS属性的频

道给外部团队运营，淘女郎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半年以来，陈志刚和他的秀豆网团队一直在杭州

阿里巴巴总部为淘宝的淘女郎频道改版而加班工

作。淘女郎是淘宝上诸多为服装鞋帽拍摄广告图

片的模特的统称。在淘宝，经过认证的淘女郎有

4万多人。

过去的淘女郎频道是一个中介平台，有需求

的商家可以在平台上搜索并联系适合的模特。半

年以前，这个定位发生了改变。一位内部人士告

诉《财经》记者，淘宝最应该SNS化的就是淘女

郎，因为淘女郎对应的是精准人群，更能引导消

费。未来将构建一个SNS平台，帮助这些女孩在

全网（如微博、人人网、微信等）做网模真人秀

的展示，让她们火起来，并最终把来自各个网站

的点击导回淘宝成交。

淘女郎频道负责人彤彤向《财经》记者透露

了一些数据：在新浪微博上，粉丝1万人以上甚

至10万人的淘女郎数量很多。

上半年推出“一键分享”功能，淘女郎可以

把商品同步分享到花瓣网、爱丽网、新浪和腾讯

微博，现在淘女郎的访问流量已经达到了每天80

万，其中很大部分都是通过外链回流的。

这样，淘女郎就能在未来成为阿里巴巴的

SNS入口之一，为其输送流量。阿里巴巴正在多

处布局这样的流量入口，比如“淘创意”频道。

《财经》记者获悉，以获取新流量、增强SNS属

性为目的与阿里巴巴深度合作的外部团队远不止

秀豆网一家，这些团队大都从频道改版介入，进

而提升平台功能及向全网拓展。

SNS一旦形成体系，不仅可以带来外部流

量，还可以带来更充分的数据交互，从而更精准

地确认商家的信用，实现优胜劣汰。

信用机制，是马云目前比较倡导的一种市场

机制。中小卖家一旦具备一定信用，就可从阿里

金融那里获得小额贷款。这也算是阿里生态系统

对中小卖家的一种补贴。如同一个国家、一个社

会，阿里巴巴可利用金融、SNS、搜索等多种手

段调节市场，以达到生态系统的平衡。

这一切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土壤是数据。

淘宝商业智能部资深总监车品觉告诉《财

经》记者，现在阿里巴巴的数据是割裂的，只有

淘宝、天猫、一淘彼此数据共享，支付宝和其他

子公司都无法共享。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保证数

据安全，未来这些数据将被打通。

打通之后，数据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将更加精



51

大数据金融资讯

准，市场机制和信用机制也将更好地发挥作用。

如果这一切都能顺利实施，阿里巴巴就通过

分拆获得了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分布式组织架构，

又通过市场机制的重建达到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这将使阿里巴巴成为可以孵化多种业务的生态系

统，包括B2B、B2C、C2C、C2B等。它的膨胀

只是时间问题。

三波IPO

马云的目标是交易额10万亿元，这是2009

年马云在内部会议上提出的未来十年的战略目

标，他同时希望在阿里生态系统内成长出：1000

万小企业、1亿个就业机会，10亿消费者。

曾鸣曾认为这个目标“有点虚”，但现在他

感觉“蛮有机会”。

在今年9月5日的集团组织部年会上，马云

首次透露分三个波次上市的构想。第一波将以天

猫、聚划算、淘宝平台上的部分盈利业务（本次

剥离而出）、一淘以及阿里巴巴B2B业务、中小

企业业务、国际业务等为核心；第二波上市以阿

里金融（小额信贷）、支付宝等金额业务为主；

第三波以阿里云为核心的各类数据业务为主。

此轮分拆路径与上市路径密不可分，分拆将

把符合三个波次上市标准的公司分别剥离，以便

于管理及配置不同资源。今年二季度，阿里集团

启动了内部最大规模的调岗，资深总监及以上22

人大轮岗，阿里巴巴体系内的多位资深员工已经

调往阿里金融、支付宝等第二波体系，这被内部

看作是从“今天”调往“明天”。

一位阿里巴巴的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

示，分拆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借机将雅虎、淘宝集

市等利润低且无法上市的业务剥离，然后通过上

市集资来归还B2B退市、回购雅虎股份时向投资

方及银行募集的120多亿美元。

淘宝大平台整体上市可能性不大，该平台将

作为生态系统的基础平台（母体）存在，负担物

流、制造、供应链等盈利不佳的重资产业务。

目前淘宝大平台的收入超过八成来自直通车

业务（搜索边栏广告），而这部分收入完全归一

淘控制。这相当于把淘宝平台的造血能力输出给

了一淘，由一淘完成上市的任务。

　　马云说，“在10年到15年以内，这三

波冲击将会形成三家比较大的公司，这三家公司

是三个梦想，我们IPO不是三家电子商务公司上

市，而是三个巨大的梦想，这些梦想承担着无数

的梦想。”

关于上市地点，现在阿里集团较为倾向国内

A股。如果阿里巴巴重组成功，并顺利上市，市

值将极大提升。阿里巴巴今年9月回购76亿美元

雅虎股份后，有机构换算出当时阿里有350亿美

元的估值。以阿里巴巴的增长速度，其在2015年

上市时市值将可能超过腾讯。

对腾讯、百度等中国互联网巨头而言，阿

里巴巴的存在意义并非只是市值的挑战。可以想

象，分拆后的阿里巴巴将在SNS、无线、搜索、

线下支付和新流量入口控制方面重拳出击，对腾

讯等公司形成较大压力。

而对中国其他电商企业，阿里巴巴的分拆

将让它们的竞争变得更加直接，淘宝从平台变为

“平台+多垂直”，对于垂直电商公司来说，尤

其是个坏消息。

如果以超越同业竞争的角度来看，阿里巴

巴本轮变革更大的意义在于颠覆传统商业与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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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事实上，对大量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传统零

售上下游企业来说，一个残酷的选择已经摆在它

们面前：接受阿里巴巴们的C2B改造，或者被其

颠覆。

马云说，“双十一”是一场电商对阵传统经

济的战争，但那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结束。可

以佐证的是，淘宝从2008年的销售额1000亿元

到现在1万亿元，体量增长10倍，而国美、苏宁

还是停留在2008年的千亿元阶段，后两者今年

前三季度业绩继续下滑超过三成。据东莞证券统

计，70家零售上市公司中，约八成公司三季度业

绩环比下降。

过去五年是电商平台之战，阿里巴巴打败了

Ebay中国、京东等，已无对手；第二步是与传

统零售之战，马云在“双十一”那天宣告新经济

胜利；第三步，阿里巴巴将开始从B2C（以产定

销）转入C2B（以销定产）之战，即把工业经济

时代大规模、流水线、标准化、低成本、高存货

的运作模式，转而到个性化需求、多品种、小批

量、快速反应、平台化协作，实现商业价值链的

再造。

这意味着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改变商业规

则，改变消费者与商户之间的关系。

曾鸣说，这是“看得到的未来”。因为大数

据时代使得C2B成为可能。随着云商业逻辑的生

长、演化、扩散，大量全新的商业物种将在这次

剧烈的生态涨落中得以创生。那些成功驾驭新商

业逻辑的物种，则有机会和阿里巴巴一起成为云

时代的主宰者。

9月27日，海尔在天猫发起C2B定制液晶电

视，48小时售出1万台定制液晶电视。对C2B而

言，这显然是个不错的开始。

阿里巴巴的C2B时代刚刚开始，对行业的影

响也刚刚开始。

在12月12日的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颁奖晚会

上，马云应下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一个赌

局：2020年，如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占50％，

王给马一个亿，如果没到，马给王一个亿。

“现在零售行业恨我，但是连还击力气都没

有，因为我不会给你还击的机会。当你想到要还

击，Toolate。”马云说。

来源：https://news.mbalib.com/story/43489

七．从“说大数据”转变到“用大数据”

近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作为指导单位，北

京缔元信网络数据公司（下称缔元信）承办的首

届中国互联网大数据年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缔元信

公司总裁梅涛开场谈到，互联网行业几乎每一天可

能都会面对各种各样新的变化、新的挑战、新的机

遇，所以将此次会议主题定位为：先行应变。

以下为会上一些精彩发言：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石现升说，有人

把2013年称为大数据元年，2014年称为大数据

的落地年，大数据正在逐渐贴近我们的生活，金

融、零售、电信、公共管理、医疗卫生等行业在

利用大数据开展有效探索。他还谈到推进大数据

发展的4个方面：

首先，数据开放是构成大数据整个生态产业

的重要起点。其次，要做好大数据基础建设，推

进大数据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以及大数据

平台的建设，推动核心技术应用模式、商业模式

协同发展。第三，加快大数据典型应用的推广。

第四，加强隐私保护，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

缔元信CEO秦雯发言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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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说，2014年最大的变化，从“说大数据”

转变到“用大数据”，还有一层意思是，从数据

说话转变成用数据干活。“怎么讲？首先一个概

念炒作终于过去了，为什么说终于过去了？因为

我这两年连续在我们互联网协会的两年大会上都

在给大家泼冷水，太多的泡沫、概念。事实上，

当一个行业泡沫过了以后，反而是这个行业进入

一个相对比较坚实、比较落地，比较实事求是地

往前走的状态。”

易车副总裁兼新意互动CTO朱劲松介绍说易

车这几年最后形成了四大分析模型。第一个是品

牌兴趣模型，第二个是消费阶段的分析模型，第

三是车型竞品的分析模型，第四个是品牌营销的

分析模型。

他还谈了易车在汽车大数据平台上所做的建

设和实践的具体工作。他说“易车2012年开始建

设汽车大数据平台，这个平台继承管理了易车旗

下所有媒体和平台的数据，还有易车传播与全国

五百多家地方平台有合作，这种汽车消费者的网

络行为也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管理。”

“另外，我们还与百度、360、搜狗合作，

这些搜索引擎用户首先输入一个汽车关健词，最

后到了垂直的平台上，这样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我

们这个平台进行管理。当然还有广告的监测数

据，以及和第三方合作进行数据交换的数据，形

成了我们整个AUTO平台。”

来自美国数字分析协会DAA的代表温倩雯谈

到行业之内全球先进的经验和技术。

她还谈到，目前在传统的企业的话有一个

趋势，就是：企业在提高竞争力的时候，都会从

他上游的竞争点，比如说产品的控制、物流的

优化、产品的研发为主，把竞争力往客户端方向

靠拢。“我昨天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如何提高单个

客户的全生命价值，再往下走就是如何提高增加

客户与客户之间的群黏度，群黏度这个词怎么解

释？这个词绝对是我首创，这个词来源哈佛经常

会出一个周刊，里面谈到一个网络群的效应，但

是其实我研究了很长时间，我觉得中文的翻译最

恰当的是一个群黏度。”

至于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她接着说，“比如

说以腾讯的微信为主，像我是2013年才加入腾

讯，我老妈70岁了，她比我早两年有微信，这

样子一个很强大的有强黏度的网，怎么把我这么

一个很宅的人，我从来不上社交网站，我从来没

有想到我会需要微信，但是事实上当我所有的朋

友、所有的家人都在网上了，就是你没上微信，

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对于社会社交需求非常低的生

活态度。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一个社交网站其实

并不单单是一个社交交流的工具，我意识到它其

实已经在过去一年中我使用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我

虚拟的生态圈，因为所有的信息我都是在这个上

面和国内包括国外的朋友互动，所以整体来说的

话，我觉得它不但是一个非常黏的一个群，同时

也是一个颠覆了像我这样客户的判断标准的很强

大的一个群。”

在她看来，业界最成功的通过颠覆客户判

断标准，成为无敌企业的就是苹果。“它创造一

个从无到有的需求，让你能够看到颠覆行业的标

准。所以我个人觉得只有战略性的指标才能够提

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来 源 ： h t t p s : / / n e w s . m b a l i b . c o m /

story/8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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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营销，无疑是当前商业领域最热门的

话题之一。

然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数

据。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数据从哪里来？营销者

自然而然会想到IT企业。诚然，进入Web2.0时

代，网络就不仅仅是企业的舞台，每个人都可以

通过一根网线在网络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因此，

互联网企业拥有海量的数据，拥有大数据分析的

天然基础。此外，使用芯片的各类设备制造企业

也有大数据，它们通过植入机器中的小小芯片，

记录用户的各种操作行为，为用户行为分析积累

了大量的数据。以及大型连锁超市、金融服务中

心等，它们掌握了具体的消费信息，同样积累了

大量的数据。所以，在各类介绍大数据营销的书

籍中，其援引的案例大多出于以上行业。那么，

是不是这些行业之外的企业就与大数据营销隔绝

开了呢？

社会化媒体数据

企业积累的数据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

型：一是网络数据，通过互联网加载代码记录用

户的浏览及点击行为，也就是海量的网络浏览点

击痕迹数据；二是通过芯片记录的产品使用痕迹

数据；三是消费行为痕迹数据，涉及少数几个特

定的行业，并且其数据跨越了多类产品、多个行

业，比如超市的每笔消费数据、淘宝的店主销售

信息等。这三类数据主要集中于互联网行业、设

备制造行业和零售行业。

此外，这三类数据的特点是“人们在无意

识下自然产生的”，因为它难以与消费、使用的

“人”建立联系而显得“生硬、不够鲜活”。

因此，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信

息之间的关联，却难以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

的关联；可以发现消费特点，却难以在精准营

销的执行层面进行转化，因为无法确切知道产

生这些行为的是什么样的人。当然，还有一类

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样的缺陷，比如

企业内部的销售、客服部门往往记录了更多的

信息，对“人”进行补充描摹，但是这一类数

据时效性比较弱，如果不对数据库及时更新致

使信息错误率较高。

然而，社会化媒体时代出现了第五类数据，

这就是自媒体爆发带来的海量数据。由于粉丝的

出现，让企业得以区分社会化媒体中个人与企业

的远近关系。粉丝的“自发”特性保证了信息的

准确性，而“自媒体”的特性则为企业了解目标

群体提供了一个近乎免费的通道，且不受特定的

行业限制，这就为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大数据营

销提供了数据基础。

大数据关联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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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彼此之间的关联

然而，当企业想要挖掘数据的商业价值时，

面对庞杂的数据，企业却无从下手：数据量大，

杂乱，不规则，一些数据缺失，一些数据模糊。

比如，有的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积累了几万条、十

几万条甚至数百万条销售数据和客户信息，然而

这些销售数据只涉及产品的销售时间、价格、销

售店面信息，或者只是简单记录客户的姓名、性

别、年龄、联系方式等，而客户购买产品方面的

记录很少。换而言之，企业掌握的是一些彼此割

裂的数据。由于中国大多数企业内部各自为战，

不同的部门没有建立数据共享的通道，各个渠道

的数据彼此之间难以关联。

《大数据时代》一书的作者维克托指出，大

数据时代要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转而关注相

关关系。美国沃尔玛将尿布与啤酒摆在一起，使

尿布和啤酒的销量大幅增加。美国妇女通常在家

照顾孩子，她们经常嘱咐丈夫下班回家时为孩子

买尿布，而丈夫则顺手购买了啤酒。于是，尿片

与啤酒形成了关联。因此，大数据挖掘的基础是

数据之间的关联，单独的、片段化的数据再多，

在大数据环境中也无法实现其价值。所以，中国

企业要对原有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首先要建立

数据之间的联系，或以“人”的信息（姓名、手

机号、身份证号、住址），或以产品信息（如产

品的唯一编码），把各个渠道的数据打通，找到

“数据的相关关系”。

数据关联可以是虚拟的

但由此带来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不是所

有的数据都能建立真实的对应联系。某些行业，

比如运动服饰，其消费是大众化的，企业没有建

立完备的用户信息数据库。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如何利用大数据获取增值信息呢？

事实上，企业可以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模糊

匹配的方式，更好地理解目标群体——即便现有

的数据不能全面反映人群的特质，但可以通过社

会化媒体实现“信息转化”，在社会化媒体中找

到具有类似特质的“网络虚拟人”，并通过这一

特质人群在各类社交媒体的全面信息，从而间接

“实现”对目标人群的全面描摹。

事实上，社会化媒体为众多没有“先天数

据条件”的企业提供了大数据营销的机会，大数

据将跳出“痕迹数据关联分析”的处理模式，从

“行为”的相关与预测发展到在Web3.0的360度

分析与定位。而基于社会化媒体海量数据的“虚

拟关联”模式，则为更多的数据关联提供了可

能。

来源：https://news.mbalib.com/story/7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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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到底有多

大呢？

Facebook最近在总部的一次会议中披露的一

组数据可以给大家一个初步的印象，来一起看看

每天Facebook上都得处理多少数据吧：

25亿

Facebook上分享的内容条数

27亿

“赞”的数量，

3亿

上传照片数

500+TB

新产生的数据

105TB

每半小时通过Hive扫描的数据

100+PB

（1PB=1024TB）单个HDFS（分布式文件

系统）集群中的磁盘容量

FB的工程总监Parikh解释了这些数据对于

Facebook的意义：“大数据的意义在于真正对你

的生意有内在的洞见。如果你不能好好利用自己

收集到的数据，那你只是空有一堆数据而已，不

叫大数据。”

目前Facebook有着世界最大的分布式文件系

统，单个集群中的数据存储量就超过100PB。在

Facebook内部，从一开始就没有在不同的部门之

间（比如广告部和用户支持部）设立障碍或者分

割数据。这样一来产品开发者就可以跨部门获得

数据，实时知晓最近的改动是否增加了用户浏览

时间或者促成了更多的广告点击。

数据心存不安，担心自己的数据被随意浏

览。对此Facebook表示有各种防范措施来防止

此类事情的发生，比如所有的数据读取记录都会

被存档，哪些人看过哪些数据都是记录在案的；

如果有员工越线，会被直接开除。Parikh着重强

调：“在这件事上我们的政策是零容忍。”

来源：https://news.mbalib.com/story/43988

Facebook的“大数据”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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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互 联 网 以 及 与 之 相

关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

网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行为方式，乃至思维方式

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

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就是这种

影响在金融行业的表现，也是

现阶段金融创新发展的趋势和

方向。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

其金融属性，相应地，对互联

网金融监管自然属于金融监管

的范畴。国内现行的金融监管

体系，是导致互联网金融倍受

瞩目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

将是影响其未来健康发展的关

键。互联网金融作为现阶段金

融创新的直接产物，对金融监

管创新的推动作用和意义需要

高度关注。

一 、 互 联 网 金 融 产 生 的

主要原因。互联网金融是指利

用互联网及相关技术和方法，

向金融消费者提供的各类金融

产品和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

产生和发展，主要基于三方面

原因，一是金融服务需求旺

盛；二是金融服务供给不足；

三是互联网及相关技术应用的

广泛和深入。三者并存，共同

催生了互联网金融。这也正是

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全球一枝独

秀，引人瞩目的原因。尽管互

联网金融发展的现实，体现出

一定程度上供给创造需求的现

象，但归根到底，互联网金融

的产生还是由于市场上存在旺

盛的金融服务需求，并且在传

统金融服务条件下，这部分需

要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满足。通

常，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

水平不断提高，金融服务需求

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如果既有

金融服务供给能够满足需要，

即使在互联网及相关技术被广

泛和深入应用的国家，也难以

樊爽文：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监管创新

【导读】互联网金融作为现阶段金融创新的直接产物，对金融监管创新的推动作用和意

义需要高度关注。未来随着制度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互联网金融也会进入新常态，即整个

金融业在使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去从事金融服务的提供，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监

管创新。李林鸿：在网贷平台的爆雷声中思考商业银行的获客与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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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互联网金融风景独好的局

面，当然其中有路径依赖因素

起作用。在另外一些国家，虽

然有着比较旺盛的金融服务需

求，传统金融服务供给也难以

满足，但是由于互联网及相关

技术应用不够广泛和深入，互

联网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基础，

互联网金融自然也难以得到发

展。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

速发展，社会金融服务需求与

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同

时，互联网及相关技术应用十

分迅速，互联网覆盖面极为广

阔，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了

良好条件，互联网金融应运而

生，并得到广泛关注。

二 、 金 融 服 务 供 给 不 足

的主要原因。导致我国目前

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很

多，也很复杂。但在探究各种

原因时，金融监管无疑可以

位列其中，并且是主要原因之

一。简单地说，目前我国金融

监管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一

是机构监管，即按照从事各类

金融服务的机构来区分监管对

象，并施以严格的市场准入；

二是分业监管，即不同类型的

金融机构分别由不同的监管部

门实施监管。由于金融服务提

供者的经营活动，往往需要通

过集中其他人的资金才能顺利

开展，承担资金中介职能，因

此为了充分保护存款人和投资

人利益，对其必须实行比其他

许多行业更为严格的监管。但

是长期以机构监管为主的监管

方式下，形成了金融行业的相

对垄断，合格资本的自由进出

受到极大制约，市场竞争极不

充分，金融服务效率难以得到

有效释放和提高。获得金融业

务牌照的机构之间尽管也存在

竞争，甚至有时候竞争较为激

烈，但总体上他们可以享有牌

照带来的红利，在有限的竞争

环境中，逐渐趋于保守和缺乏

创新动力，服务呈现严重的同

质化和惰性。另一方面，尽管

相关法律制度支撑金融机构破

产，但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鲜

有发生。金融机构出生不易，

死则更难。从分业监管来看，

也已经明显不适应金融消费不

断增长的需要。最为突出的表

现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金

融意识的增强，无论是生产领

域还是生活领域，消费者对金

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

多样化、复杂化、个性化和综

合化。但是在这种需求面前，

金融服务提供者囿于分业经

营、分业监管的现实，很难实

现产品和服务的横向合作与开

发，有效供给明显不足。也正

是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金融

由非金融机构，特别是与互联

网关系密切的机构和资本所引

领，传统的金融机构反而沦为

跟随者和围观者。虽然以上所

述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由于

监管滞后直接或间接导致的金

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值得检

讨。

三、未来应淡化对互联网

金融监管的关注。互联网金融

本质上金融，是整个金融业的

有机组成部分。就金融监管的

目标而言，互联网金融与传统

金融监管并无不同。现阶段，

对互联金融监管的探讨，主要

基于现行监管体系和监管机

制，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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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从事金融服务活动上。

这种关注是金融业利用新技术

创新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产物和

阶段性产物，也为金融监管创

新提出了新的课题。面对金融

创新的新形势和未来发展，如

果金融监管不创新，不尽快研

究建立适应互联网时代金融服

务需求的新的监管机制，探索

形成新的监管方法和手段，互

联网金融走不好，也走不远，

金融监管对互联网金融将继续

被动和无效。更何况互联网金

融本身只是一个过渡性概念，

随着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继续广

泛和深入应用，除非出现新的

技术应用替代，未来的金融服

务都离不开互联网，离不开互

联相关技术，离不开互联网应

用带来的人们在方法、思维和

行为等各方面的影响，绝大多

数的金融活动已经离不开互联

网。因此，未来金融终将回归

金融本身，没有必要给金融加

上互联网的前缀而给予特别的

关注。金融监管也终将回归统

一的对金融业的监管，而不是

要刻意区分对互联网金融与非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另一方

面，由互联网金融引领的此次

金融创新和变革，改变的不仅

是具体金融业态，也包括金融

监管。如果金融监管不能因应

新的变化而主动创新，互联网

金融产生和发展的意义也会大

大折扣，金融业终将难以发生

根本性变革。

四、金融监管创新发展的

路径。互联网金融发展至今，

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现

行的有关法规制度和金融监

管，未能有效规范和覆盖，即

使现行的一些应当被遵守的金

融活动规则，也在创新的名义

下被漠视。任何一种社会活动

和行为，如果没有有效规范都

将难以持续发挥其好的作用，

金融更是如此。但是仅探讨对

互联网金融监管，对互联网金

融发展起不到根本作用，反而

可能对统一的金融市场和金融

活动产生制度上、监管上的人

为割裂，负面影响会更大。把

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探讨，放

在对金融监管的总体格局中去

思考，从改进整体金融监管入

手，才会有意义和效果。

互 联 网 金 融 是 现 阶 段 金

融创新发展的趋势和方向，金

融监管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和方

向，并形成良性互动。即使没

有互联网金融出现，随着经济

和社会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

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也需要创

新。现阶段金融监管创新的主

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严格准入标准，健全退出机

制，放宽机构审批，强化功能

监管。

（ 一 ） 严 格 准 入 标 准 。

对金融业实施准入管理，制定

严格的准入标准，这一点毫无

疑问。金融业关系到广大公众

财产安全和日常生活，关系到

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又属

于高风险行业，因此各国历来

都对其实施较其他行业更为严

格的监管，定有一定的门槛。

准入标准应当是严格的、透明

的，主要包括机构准入标准，

但也应辅之以部分业务或服务

标准。应当明确哪些金融业务

或服务必须成立特定的机构从

事，哪些业务或服务可以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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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机构从事，但必须遵守相

应的、统一的业务规则。

（二）健全退出机制。准

入标准明确后，还应当建立有

效的退出机制，降低因某些机

构经营不善引发的经济和社会

震动，使得可能出现的震动被

限定在可控范围和程度内。随

着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

机制的基础条件逐渐成熟，相

关工作应当加快推进。

（ 三 ） 放 宽 机 构 审 批 。

金融机构生和死的问题解决

后，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最大限

度地放宽机构审批，让所有有

意愿，且符合所列准入标准的

各类社会资本都能够顺利进入

金融业，增加合格的金融市场

主体，保持金融业的竞争和高

效。也只有放宽机构审批，才

有利于将各类从事金融活动的

主体纳入正规体系，避免由于

不同性质的机构从事了相同的

活动，但却遵循不同的规则或

接受不同监管所带来的种种弊

端，才能够实现金融市场的公

平、统一、有序和充分竞争，

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现有金融

机构业务同质化和金融服务有

效供给不足等一系列现实问

题。通过放宽机构审批，让金

融机构努力拓展充分竞争带来

的利益，而不是享受特许经营

带来的红利。

（四）强化功能监管。与

机构监管不同的是，功能监管

强调按照经营业务性质来划分

监管对象。近年来，在对金融

危机深刻反思过程中，国内外

对功能监管已经逐渐形成广泛

认同和重视。互联网金融发展

表现出来的典型的跨界特征，

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功能监

管的认识。我国目前以机构监

管、分业监管为核心的金融监

管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需要尽快作出调整。强化功能

监管，并非简单地放弃机构监

管，而是要实现功能监管和

机构监管的协调配合，形成不

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合

力，提高监管效率。这也是未

来金融监管创新的主要内容和

方向。

来源：中国电子银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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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联 网 金 融 在 过 去 几 年

逐渐成为比较热的话题，其爆

发点是2013年余额宝的爆发

式增长。其实互联网和金融业

的相互融合已经经历了很长的

时间，虽然爆发有个时点，但

是之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酝

酿。

我 们 切 入 这 个 领 域 ， 与

2008年我们承接了美国花旗基

金会的项目《清华花旗通过消

费金融与投资者教育的调研》

有关。当时消费金融还很少被

人提起，做完这个项目之后，

我们有三个方面比较重要的认

识：

第一是经济发展导致消费

金融重要性的增加。以往在金

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中间，机构

和公司起的作用比较大，家庭

所起的作用相对比较小。随着

经济发展，老百姓可支配收入

增加，家庭财富不断积累，家

庭资产负债表不断丰富，使得

家庭在金融体系中比重逐渐增

大。大概在90年代初期，美国

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第一次

在总量上超过了企业，这个变

化实际上是对金融体系提出了

一个挑战。长期以来金融体系

都是面向机构和企业的，但随

着家庭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逐

渐增大，导致整个金融行业所

服务的对象开始从机构、企业

开始转向面向机构和家庭并重

的局面。

第 二 是 虽 然 经 济 在 持 续

发展，但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

场国家，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对

家庭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全面的

了解。通常如果想知道一个家

庭的股票账户，可以去相关的

证券公司了解；如果想了解存

款，可以去银行了解；想知道

不同的资产需要去不同的机

构。那么怎样取得一个家庭的

资产负债表的总体情况呢？同

时如何取得多个家庭的资产负

债表的情况呢？其实这个困难

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是

一样的。从80年代初开始，

美国美联储对美国家庭进行抽

样，面向5000个家庭进行家庭

金融方面的调查以取得整个家

庭的金融情况，既包括资产情

况，也包括负债情况。当时我

们在中国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也

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在24个

城市进行了5000个家庭的抽

样，形成了一批关于家庭金融

状况的调研结果和成果。

第 三 个 重 要 的 认 识 与 互

联网金融有关，我们考察消费

金融商业模式的时候，发现越

来越多的商业模式都是和互联

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个

激发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比如

当时我们看到一个网站，叫

“credit card.com”，这个公

司是帮助用户挑选信用卡的。

因为每个信用卡公司能够提供

的资源不同，因此积分所能换

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这个网

站据此把人群区分开来，由于

互联网的优势使得大家在风险

鉴别、信用核查等方面获得一

些前所未有的优势。

因此在2012年3月份五道

廖理：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与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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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金融学院成立，4月份就开

始了互联网金融实验室，系统

的研究梳理全球范围内互联网

金融的模式。这是我们为什么

在前几年互联网金融还没有这

么热的时候就进入了这样一个

领域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

们承担了消费金额的项目。

通常金融学两大分类，一

类为公司金融，一类叫资本市

场。因为长期以来只有这两类

背后有数据支撑。比如公司金

融有上市公司报表、以及各种

披露的信息。资本市场有股票

交易数据、债权交易数据、和

其他金融产品交易数据。因此

金融学的大分类实际上是由数

据驱动而发展的。后来由于大

家掌握了个人交易的数据、家

庭金融调研的数据之后，家庭

金融、行为金融作为重要的分

支出来了。

最近我们看到由于互联网

使得数据的采集得到了极大的

丰富，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特

别独特的金融学领域出现了。

而且出现以后其相关学术论文

的发表不仅仅限制在金融领

域，在经济学、营销战略等在

各个顶级学科中都出现了与互

联网金融相关的论文，主要的

原因就是数据的可获得极大地

提高与改善。它不仅仅是一个

产业现象，在学术界也得到了

极大的关注。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背景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背景简

单来说，第一个就是智能终端

极大地使用。另外一个就是市

场。目前为止，互联网金融大

部分业态都是面对小微和家庭

的。原因在于家庭资产负债表

的极大丰富之外，老百姓对金

融市场的认知在不断增加。因

此金融认知不断提高也是互联

网金融发展的一个驱动力。还

有就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互联

网金融的发展既有技术方面的

原因，也有市场方面的原因。

在新兴国家特别是在中国还有

制度方面的原因，包括“互联

网+”的政策、佣金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等等。

如 果 要 给 互 联 网 金 融 一

个具体的定义，是使用互联网

的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

来进行金融服务，由此产生的

新的金融产品、业态和商业模

式。它的特点是去中心化，资

金使用方和提供方直接对接、

方便快捷、参与门槛低。当然

参与门槛低也会带来居民的风

险暴露比以前变得更大，这就

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互联

网金融既包括了以新的方式呈

现的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模式，

也包括了全新的金融产品和模

式，这也是我们对互联网金融

商业模式的总的界定。

互 联 网 金 融 分 成 四 个 方

面，第一个是传统金融业务的

互联网化，第二是基于互联网

平台开展金融业务，第三是全

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第四

种是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它

本身不是金融业务，但是它

是围绕互联网金融提供信息的

模式。因此互联网金融发展的

基本格局可以定义为这四种模

式。

第一大类，是传统金融业

务的互联网化，主要是指银证

保——互联网银行、互联网券

商和互联网保险。

互联网银行的发展情况

互 联 网 银 行 在 美 国 目 前

有20家，我们将其定义为互

联网银行的依据第一是独立法

人，它不是传统银行的附属机

构和子公司；第二它几乎没有

营业部，如果有一家营业部也

是公司总部所在地。第三，加

入了美国存款保险，我们能够

在美国FDIC（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联邦存

款保险公司）的数据库里面

找到这样一家银行。我们把这

样的银行叫做“互联网银行的

1.0”，包括Ally Bank，ING 

Direct，BOF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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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Ally Bank的前身是

美国通用汽车金融公司，早期

是为通用汽车销售汽车服务的

金融公司，后来和其他金融公

司一样进入按揭市场。但很不

幸它进入的主要是次贷市场，

后来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了

问题，美国财政部就施之予援

手。之后为了与原来的业务做

切割，美国通用汽车金融公司

就改名为Ally Bank，现在成为

一家非常著名的互联网银行。

改成互联网银行之后，其业务

还是与车相关，提供面向个人

购车和企业经销商的业务。它

的特点是提供比传统银行高出

将近1% 的存款利率。这1%

足以将对存款利率敏感的客户

全部拉走。因此其模式可叫

“高息揽存、专业放贷。”它

能够高息揽存是因为没有营业

部，可以将省下来的一部分成

本以高息的形式转给客户。因

此它的存款利率比各类银行、

各类产品包括大额存单都高出

0.5%-1%。

ING 是总部位于荷兰的

一家主营业务为保险的金融集

团，为了交叉销售，首先在加

拿大进行了互联网银行的试

验，一举成功后在美国复制互

联网银行的模式。也是没有营

业部。它的经营模式是“高息

揽存，低息放贷。”这会造成

其利差特别低，但正因低息放

贷，它找到的都是一些优质客

户，因此在2008年的金融危

机中躲过一劫。但很不幸的是

ING的总部因为次贷危机出了

问题，2008年就将ING 直营

银行卖给了美国一家非常蓬勃

发展的金融集团Capital One。

目前其商业模式为“薄利多

销”，面对好的资产低息放

贷。

一 个 比 较 有 意 思 的 情 况

是，ING在进军美国市场的过

程中，遇到了直营银行都会遇

到的问题。就是一对夫妇问说

“你们又没有营业部，利息又

这么高，你们是不是骗子呀？

我们存钱到底存哪去了？”

后来这个事情给了其很大的启

发，虽然是互联网银行，但是

线下的互动还是必要的，所以

他们又在全美开设了很多咖啡

馆，没有营业员，全是自助设

备，提供价格低廉的咖啡。主

要用来做投资者教育、客户沟

通、新产品发布。

如果大家投资股票，用任

何一家任何投资股票的应用都

能看到BOFI这家上市公司，

他是一家真正独立的互联网银

行，做的非常好，每股收益将

近6美金，市盈率也不高。

这些互联网银行1.0的特

点是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

提供比传统大银行更多的存款

利率，同时小而美。目前最大

的银行，像Ally Bank资产大概

为1000亿美金，可能相当于我

们中等规模的城商行，但是它

没有营业部。

目前全美20家互联网银行

大概占全部六、七千家银行的

市场份额3%-5%之间。所以

目前虽然谈不上颠覆，但是增

长速度很快。我们预计增长速

度大概在20年后能占到银行业

15%-20%的规模。

互联网银行2.0是指这两

年出现的一大批和银行紧密高

度合作的创业公司。这些创业

公司本身没有银行牌照，但

是能利用高技术特点提供一

些无比优越的技术体验。比如

Simple、Atom、Number26，

他们主要是与传统银行合作，

提供一些优越的体验，从而

使得他像银行。比如存款到

S i m p l e ， 其 实 是 存 款 到 和

Simple合作的一家银行了。而

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体验呢？

比如自动记帐，自动打账单、

分析账单，提现的时候告诉你

离你最近的ATM机，能帮你积

分且自动转化成你的信用值等

等。这些体验现在传统银行做

的都不是很方便，所以出现了

一大批附着在传统银行的高科

技公司，这些公司利用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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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一些创新型的体验。

这是互联网银行发展的情

况。我要反复澄清的是，我们

所说的互联网银行，都是独立

法人的，没有营业部的，利用

利率市场化的优势提供了优于

传统银行的存款利率。

互联网券商的发展情况

互联网券商在美国的情况

分为三类，第一类叫在线折扣

经纪券商。以往券商经纪业务

收费很高，大概1手股票最早

收300-400美金。这个费用都

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定的，用来

提供一揽子证券交易服务，包

括做分析、下单等。纽约股票

交易所定长期以来是会员制，

曾被称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

最顽固的垄断堡垒。后来随着

交易水平的提高，很多投资人

说不要，你只要帮我下单，其

他的股票我自己选。这样一来

拆分费用佣金自由化的的呼声

就变高了，终于在1975年美

国券商实现了佣金自由化，之

后立刻出现了一批折扣经纪券

商，至此第一轮佣金大战就开

始了。

90年代后期，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应用，又出现了利用

互联网在线折扣佣金的经纪

券商，比如Charles Swabs，

E*TRADE，TD Ameritrade

等。他们的特点是提供极低的

交易佣金，但是他们怎么赚钱

呢？他们的策略是用极低的价

格吸引客户，来给客户做全面

的财富管理。所以现在这一部

分在线折扣经纪券商大部分手

里还有互联网银行，它提供一

揽子服务。从收入结构来看，

佣金收入占比不到1/3，另外有

1/3是财富管理的收入，还有

1/3是互联网银行的收入。

社 交 性 券 商 有 M o t i f ， 

eToro 等。最近股票市场不太

好，大家都有切身体会，不管

市场好不好，我们都希望找到

一个靠谱的人去问应该买什么

票。我们随机的问周围同事买

股票的决策依据是什么？很

多人会说都是听朋友推荐，很

少有人说靠自己看研报。这样

一来，人们都希望身边有一个

真正的高手给自己提供决策咨

询。Motif就是根据这样的理

念建了一个社交网站，在网站

上提供上万种投资组合，这其

中大概有1%-2%是由专家提

供的。98%-99%是由民间投

资高手提供的。就是我将自己

提供的组合贴出来，网站会将

其与市场指数相比，如果你总

能比市场指数收益高，就说明

你是高手。然后大家就可以跟

单，最低10块钱就可以跟单，

而且收益可以给你提供组合的

民间高手进行分享。Motif成长

很快，投资商是国内人人网的

陈一舟。

众 筹 型 券 商 比 如 我 们 来

看Loyal3。美国有些股票比较

贵，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比较

难买。这个网站做的是让投资

者10元钱就能买一只股票，

100元就能投资IPO。它如何

挣钱呢？实际上其理念是将粉

丝变为股东。它的收入主要是

发行股票的公司提供的。这些

公司希望客户能用比较低的价

格购买其股票，即是客户又是

股东，增加了其忠诚度。最近

Loyal3的团队到中国来，希望

在经常项目下能够自由兑换以

后，老百姓手里的钱能够兑换

成美金，他们可以帮助客户去

投资美股。

互联网保险的发展情况

互联网保险分成三块，第

一块为传统保险的互联网化，

主要为产品、渠道和服务。其

中产品在做尝试的主要是UBI

和穿戴设备，去年最后一天，

深圳一家上市公司来拜访我

们，他们刚刚收购了意大利一

家车联网公司，这家公司是全

球最先进的用传感器提取驾驶

习惯的公司之一。其传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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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比较高，不但可以提取

驾驶员的驾驶习惯，而且可以

提取位置信息、撞击信息等。

这样的话能够及时定损，可以

差别化定价，渠道也是通过互

联网网销，定销。服务也是互

联网保险努力的方向。

第 三 方 互 联 网 保 险 比 如

Oscar，是位于波士顿的一家

互联网保险公司。最近刚刚完

成4亿美元的融资，估值将近

30亿美金。创业时间很短。美

国奥巴马政府医改以后催生了

一大批互联网保险公司，它有

几个特点：一是免费发放穿戴

设备提取健康信息，进行健康

险的差别化定价。第二是正向

激励，你越健康我收费越低，

鼓励大家健身，注重身体状

况。另外可以用位置信息根据

用户简单的病情描述，给客户

推送距离最近的医生，从而从

整体上降低保险费用。它是基

于大数据运营的互联网保险创

业公司。

另 外 ， 有 一 部 分 互 联 网

保险都在做一些比价网站。我

们发现有趣的情况是，一家互

联网经纪保险公司创新性的产

品可以和多家保险公司进行合

作，利用保险公司牌照进行金

融创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基于场景的保险产品越来

越多。前一段，我的学生创办

了一家公司，一个厨房分享网

站，名叫“回家吃饭”。但很

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出问题怎么

办？家庭做饭没有许可证。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

险。这就是基于场景设计的险

种。我问他们出险多么？他说

不多，因为总体家里的卫生条

件比餐馆要好。未来基于场景

的保险产品会越来越多，而且

目前看来，总体上大家对于互

联网银行、互联网券商关注较

多，但我个人认为，互联网保

险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值得我

们去尝试。

第 二 大 类 ， 是 基 于 互 联

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包括互

联网基金销售，如天天基金网

等。还有在美国出现了一大堆

互联网资产管理公司，这里包

括主动型、被动性、O2O和账

户智能管理平台。另外还包括

互联网小额商业贷款和互联网

消费金融。

资 产 管 理 通 常 针 对 于 高

净值人群，但是互联网使其

改变，比如Wea l th f ron t、

Betterment、covestor等一大

批公司出来后，降低了私人银

行服务的门槛。他们将这些服

务分成两个部分，一块是标准

化的利用互联网实现了免费；

一类是个性化，依然收费。所

以这个发展特别快。另外由于

美国有大量的标准化的ETF，

就可以将投资者的资金根据其

风险偏好自动通过机器进行投

资，配置到众多的ETF之中，

这样就没有选股的问题存在

了，就实现了机器人理财。这

一类在美国逐渐火起来了，但

是在国内虽然看到一些苗头，

但是没有形成规模。

我有一个学生在美国，最

近回来后我问他美国的互联网

金融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他说半年前大的投行、银行还

不太看得起P2P、特别是只能

资产管理等。半年之后，都在

找标的投资。因此美国传统金

融终于开始大规模进入互联网

金融了。

互 联 网 小 额 商 业 贷 款 包

括电商小贷，比如蚂蚁微贷、 

Amazon Lending；第三方小

贷，比如Kabbage、 Ondeck

等；第三方支付，比如Square 

cap i ta l、 Paypal  work ing 

capital等；以及P2P网贷。其

中Kabbage完全利用大数据建

模，给第三方放贷，你只要提

供了所要求提供的数据，几分

钟之内就能放贷，而且能确定

放贷的规模和利率水平。

互 联 网 消 费 金 融 是 一 个

巨大的领域，目前在国内的业

态也非常多，针对的细分市场

也非常多。在美国有发薪日贷



66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款，根据发工资日期不做信用调

查，直接把钱给你，其年化利率

可以达到400%，因为借款期限

比较短，因此这个市场依然很

大。谁会用这个呢？一般都是无

银行账户的人群。根据美国联邦

存款保险公司的报告，美国至今

还有大约1/4的人口没有享受到

传统银行的服务，这也是美国高

利贷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另

外一个是分期付款消费贷款公

司，比如京东白条、花呗、分期

乐、趣分期等。还有大数据消费

贷款公司，比如Zestfinance、

Kreditech。其中Zestfinance是

根据大数据进行放贷的公司。

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

的互联网金融在P2P中都有。所

以P2P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分

支。

第 三 类 是 全 新 的 互 联 网

金融业务，主要是P2P网贷，

如Prosper、lend ingC lub、 

Sof i、人人贷、拍拍贷、道口

贷等；还有众筹，包括产品众

筹如Kickstarter、Indiegogo、

众 筹 网 、 点 名 时 间 ； 股 权 众

筹，如Angellist、Wefunder、

C i r c l e u p 、 3 6 氪 、 京 东 众 筹

等；捐赠众筹，如Youcaring、

Gofundme等，与房地产众筹，

如fundrise、Hetel Investor等。

最近P2P出了一系列的问

题，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处

置起来占用的社会资源也非常

大。这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

法可以解决，我们可以看美国

P2P出现的早，为什么规模不是

很大，而且没有出现跑路呢？美

国2006年成立了Prosper，2007

年成立了lendingClub，这两个

P2P在经营不久，就收到了美国

证监会的禁止函，要求立刻停

业。并要求其像上市公司一样在

美国证监会注册。注册意味着这

两个P2P必须像上市公司一样做

全面的披露。包括高管、每笔交

易细节、公司本身财务报表等。

美国证监会下发的禁止函中写

的很清楚，美国是判例法，根据

证券市场两个著名的判例，认定

借款的单子是证券，因此必须得

到证监会注册，第一年需要交几

百万的注册费，而且第一年不一

定能注册成功。注册完之后还得

做全面的信息披露。其监管非常

严格。

大家可设想，这几千家P2P

平台，如果披露高管情况，披露

每笔资金细节，然后再披露财富

报表，大家在挑选P2P的时候就

能做到心中有数，就能淘汰一大

批，逐渐改变目前中国P2P行业

鱼龙混杂的局面。

还有一类没有在美国证监

会注册的，比如SOFI，也是人

人网投资的。SOFI最早是斯坦

福的校友向在校学生放贷，现在

资金提供方仅限于合格投资者，

根据美国证监法有关规定，就不

需要向证监会注册。SOFI目前

已经变成了美国学生贷款的再贷

款公司。在美国考大学一般都能

申请到助学贷款，因此这个总量

非常大，美国大学生政府贷款的

规模存量1万亿美金，超过信用

卡和车贷。但是美国政府放贷比

较粗放，比如一个学校都是一

样的利率，这就给再贷款的P2P

公司提供了空间。比如学生8%

贷款，P2P公司7%就可以给学

生，所以基本上再贷款就可以将

贷款置换出来，同时，贷款以后

资产型资产立刻证券化。

五道口学院尝试做了道口

贷，完全披露这笔钱到哪了，

由于风控的要求，仅限于校友

企业。目前上线一年多，成交

了十五六个亿，没有出现一笔

违约。道口贷完全披露哪个校

友贷的，把校友的大头像贴在网

站上。所以这是一个增信的有效

手段。最近，我们在道口贷基础

上，推出了校友金服，鼓励老校

友向在校学生放贷，最有意思的

是，这个产品上线后，有企业愿

意以贴息的形式做广告。

我们再说下众筹，小额资

金集中起来办大事。比如产品众

筹，做的最好的是Kickstarter这

个平台。它现在成交量上升特

别快，产品分成十五个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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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创意产品。苹果手表的全

球第一款其实就是在这个平

台上众筹成功的。目前为止，

Kickstarter撮合交易额超过20

亿，40%的项目在这个平台上

拿到了钱，包括出版、音乐、

舞蹈、游戏、电影、视频、摄

像、写书等。股权众筹就是大

家出钱投资一个公司，全球做

的最好的是Angellist，其投资

者需要是合格的投资者，所以

它不需要注册和披露，就是比

较富有的个人和机构投资与

创业企业。这个平台大概有

几十万家企业，3000家孵化

器，6000家VC，每天有大量

的创业公司在上面融到钱。而

Angellist全公司大概就20多个

人。这就是互联网的威力啊！

Angellist还开通了招聘，是免

费的，如果一个创业企业没融

到资散伙了，还能继续找工

作，这个平台上融到钱的公司

也需要招人。

第 四 类 是 互 联 网 金 融 信

息服务，其本身不是金融业

务，但是其提供信息，这种信

息提供的角度和模式都非常

独特。包括在线投资社交，比

如美国著名的Seekingalpha、

Z u l u t r a d e 、 东 方 股 吧 等 ；

还 有 金 融 产 品 搜 索 ， 比 如

Bankrate、Lendingtree、融

3 6 0 等 ； 还 包 括 个 人 财 务 管

理，比如Mint、Saveup、挖财

网、随手记等；还包括在线金

融教育、个人信用管理等。

个人信用管理、在线金融

交易、金融产品搜索都将成为

一个推送金融产品的新入口。

从创业的角度来看，前三类都

是需要金融牌照的，第四类并

不需要金融牌照，所以更适合

创业。因此在不远的将来我们

可以看到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

在国内会有一个大幅的发展。

如果展望未来创业的机会，我

认为互联网保险是一个领域，

另外机会在于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

在 美 国 考 察 的 过 程 中 ，

我们认为很牛的企业，让我们

很兴奋的企业却不被人们所关

注。后来我们慢慢自己找到了

答案，美国1933年出台了《证

券法》，1934年出台了《证券

交易法》，1940年出台了《投

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

其规范是从刚开始就有的。同

时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制度

因素来看，美国1975年实现了

佣金自由化，1986年利率市场

化，1999年公布《金融服务现

代化法案》，起解除管制的能

量是逐步释放的。再加上互联

网金融发展比较早，因此大家

都不觉得吃惊。可是在中国这

些因素集中在一起，所以呈现

了爆发式的发展。

未来随着制度红利的逐渐

消失，中国互联网金融也会进

入新常态，即整个金融业在使

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

段去从事金融服务的提供。

来源：中国电子银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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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目 前 ， 我 国 宏 观 杠

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已得到初步

遏制，结构性去杠杆也取得了

积极进展，企业杠杆率有所下

降。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强调，把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

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

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

项政策出台时机。

事实上，金融防风险与服

务实体经济本质上并不矛盾，

从长期和全局看，两者甚至是

相辅相成的，金融防风险和服

务实体经济之间应有机统一、

动态平衡。去杠杆既需要控制

债务增量，也需要企业、财政

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后者要求

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

务。如果金融不能服务好实体

经济，最终自身的风险也无法

避免。美国当年次贷危机的教

训仍历历在目。值得欣喜的

是，我国宏观政策正朝着金融

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动态平

衡的方向发展。

首先，坚决防控信贷资金

脱实向虚。日前，中央政治局

会议明确提出“下决心解决好

房地产市场问题”“坚决遏制

房价上涨”。中央对房地产调

控的坚决态度，有助于资金配

置脱虚向实。

其 次 ， 强 调 货 币 政 策 传

导机制的疏浚工作。国务院金

融稳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进

一步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

出了具体工作要求，重点是处

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

为实体经济创造新的动力和方

向，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

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内生动

力。

第 三 ， 进 一 步 深 化 小 微

金融服务。近期，人民银行会

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

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

见》，明确要求增加小微企业

贷款户数，扩大小微企业贷款

投放，适度降低小微企业贷款

成本，建成为小微企业贷款的

商业可持续长效机制。为此，

央行安排增加支小、支农再贷

款和再贴现限额各500亿元，

合计1500亿元，同时将商业

银行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

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

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支持盘

活信贷资金1000亿元以上，

将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

基础资产由单户授信100万元

以下放宽至500万元以下等。

随着一项项举措落地，金融服

盛松成 ：金融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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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体经济的成效将会不断显

现。

第 四 ， 创 造 良 好 的 货 币

金融环境。为进一步有效防控

金融风险，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实体经济，更好地支持经济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近日人民

银行与银保监会、证监会共同

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明确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

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该

《通知》明确公募产品在满足

期限匹配、限额管理、信息披

露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适

当投资非标资产，且过渡期内

金融机构可以发行老产品投资

新资产，优先满足国家重点

领域和重大工程建设续建项目

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此

外，《通知》在支持非标回表

方面也作出了相应安排，一是

MPA考核时将合理调整有关参

数，二是支持商业银行通过发

行二级资本债补充资本，解决

占用资本问题。

下一步，金融机构应认真

落实相应的政策措施，监管部

门应密切关注、跟进评估政策

实施效果，努力实现金融防风

险与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机统一

和动态平衡。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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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FinTech）是

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为金融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给金融

安全带来新挑战。随之应运伴

生的监管科技（RegTech），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

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

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控能

力，成为平衡促进金融产业良

性发展的关键要素。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

清算平台（以下简称“网联平

台”）正是在中国网络支付高

速发展背景下，面对诸多金融

科技新型问题，所建立的新技

术架构金融基础设施，也将成

为金融监管科技的重要实施载

体和把控金融科技健康走向的

前沿厉剑。

金融科技孕育网络支付监

管新挑战

由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

金 融 科 技 以 技 术 进步提升金

融服务效率并降低成本。借助

于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和模

式，中国网络支付市场蓬勃发

展，服务创新及场景应用日趋丰

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但同时，网络支付与新技

术及其他金融业务的交叉融合显

著增加风险不确定性，金融风险

爆发的规律特征更加复杂，对金

融监管构成新技术、新业态多

重挑战，产业繁荣之上达摩克

利斯之剑高悬。

1.金融科技放大网络支付

负外部性

网络支付相关金融服务愈

加虚拟开放，业务边界模糊，创

新产品过度包装，金融风险更加

隐蔽，并滋生大量虚假信息，导

致数据化的金融分析决策出现偏

差，诱发金融市场风险。同时网

络支付便利性和效率极大提升，

也增加了欺诈风险，导致相关违

法案件频发。由此，传统监管手

段难以有效识别金融风险，风险

防控技术措施有待升级。

2.支付清算脱媒化蕴含系

统性风险

网络支付业态发展相对无

序，支付机构多头直连银行碎

片化违规清算，备付金分散存

管，资金清算路径模糊，伴随

支付账户沉淀资金体量不断扩

大，相关资金的安全风险显著

提升。加之各机构标准不一，

统一化的清算基础设施缺失使

得金融监管穿透力度有限，难

以深入表面之下，构建资金流

动体系全貌，导致风险累积，

系统性风险隐患突出。

3.金融数据的垄断和滥用

构成安全威胁

数 据 资 源 已 成 为 新 业 态

核心竞争力，市场主体对数据

采集近乎狂热。特别是部分支

付机构基于既有市场优势和科

技手段，抢占数据入口渠道，

大量汇聚信息和资金流，形成

数据寡头和监管难以触及的数

据孤岛，信息集中泄露风险提

升。部分机构更将客户信息作

为业务牟利筹码和工具，数据

资源随意商用输出或滥用，对

客户隐私、消费者权益甚至金

董俊峰：应对金融科技新挑战 构建监管科技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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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安全稳定构成威胁。

4.传统技术难以适应金融

科技新业态需求

线 上 支 付 和 移 动 支 付 技

术代际革新，极大繁荣零售支

付，网络支付的高体量、高增

速、高并发特性也对相应系统

性能提出极高要求。处于市场

前端的支付机构目前已普遍采

用分布式等金融科技先进系统

架构，传统金融监管技术和基

础设施系统架构已难以适应小

额、高频、海量的应用场景，

难以适配日益增长的网络支付

市场发展。

立足优势特性构建监管科

技新设施

基 于 金 融 科 技 构 建 监 管

科技新体系，是与时俱进解决

金融科技新挑战的合理必然选

择。特别是针对网络支付市场

诸多问题，同样倚重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

新监管科技模式和手段，可有

效应对支付创新所带来的碎片

化、个性化、离散化和潜在化

的风险累积，提升监管效力并

降低政府机构监管成本和金融

机构合规成本。

网 联 平 台 正 是 为 推 动 网

络支付行业规范化改革应运而

生，是在人民银行指导下，由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组织支付机

构按照“共建、共有、共享”

原则共同出资建设的新兴金融

基础设施。网联平台基于分布

式云计算的前沿技术架构，向

市场提供统一、开放、公平的

交易转接清算服务，实现规范

化、透明化、集中化的资金清

算和资金流向监控，节约连接

成本，支持业务创新，促进公

平竞争，保障资金安全，提高

清算效率，优化清算市场。

特殊的建设定位和系统特

性，使得网联平台成为充分融

合金融科技，并最大化发挥监

管科技效能的理想载体。

一 方 面 ， 网 联 平 台 建 设

充分拥抱金融科技。面对中国

网络支付海量高并发挑战，网

联平台系统经行业顶级专家共

同设计，采用先进的分布式云

架构体系，三地六中心多点多

活，实现高性能、高可用、高

安全、高扩展等全面高标准，

并采用组件模块化、一体化以

及敏捷迭代、灰度升级的前沿

开发模式。作为全球首个新架

构大型清算基础设施，以及国

家金融科技体系架构转型的试

点范例和培养输出分布式架构

技术专家的人才基地，网联平

台具备应对金融科技新挑战的

技术匹配条件，是兼具服务金

融科技和监管科技一体两面的

优选平台。

另一方面，发展监管科技

是网联及监管的双向选择。网联

平台从建设动因到建设模式看，

无疑是市场化方式推动监管规范

落地的重要举措和积极探索。在

基础设施服务职能之上，提升监

管能力并助力监管实施，也是网

联平台的核心责任，更是网联平

台实现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支

点。特别是网联平台作为具备国

家级公信力的金融基础设施，处

于网络支付行业的中心枢纽，加

之先进技术系统，以及未有历史

包袱拖累的开放式发展模式，也

让网联平台成为立足监管科技实

施支付体系监控、支撑政策功能

落地、推动行业宏观调控和创造

市场规范价值的理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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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联平台采用分布

式架构、云计算技术，3地6中

心小型集群部署，多地多点多

活实现高并发海量交易处理，

为监管科技落地提供有力支

撑。

全新技术架构助力监管驾

驭新形势

充分且适配的技术能力是

应对金融科技新挑战和发展新

监管科技的必要前提，网联平

台为满足网络支付市场的清算

需求，全力打造高技术标准的

新金融基础设施，为建立有效

的监管科技体系夯实基础。

高 性 能 方 面 。 网 联 平 台

基于多地多中心集群部署的分

布式云系统，利用虚拟化、负

载均衡等技术手段，系统设计

的交易处理平稳运行能力可达

12万笔/秒，极值可达18万笔/

秒，能有效覆盖目前市场实时

交易峰值，同时系统处理性能

将留有足量冗余，保证全量支

撑和实时服务网络支付体系运

行的可行性。

高扩展方面。相较传统架

构系统的纵向升级模式，网联

平台的分布式架构可实现从应

用到服务器到数据中心再到城

市的多层级横向扩展，在性能

扩展灵活性、高效性和成本方

面均具有显著优势，进而保证

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以及监管科

技体系的运行能适应我国网络

支付市场年化复合超过100%

的高增速。

高可用方面。相较传统业

务系统一般采用的两地三中心

模式（同城热备，异地冷备，

故障及极端情况下，系统切

换存在短板），网联平台采用

多地多中心多点多活设计，系

统可用率大于99.99%，RTO

为0，RPO小于1分钟，可有

效保障规避在单点故障或城市

级灾难情况下的系统连续性运

转和监管功能的实时不间断运

行。

高安全方面。网联平台全

系统按照金融等保4级设计建

设，在物理、网络、主机、应

用、数据安全以及安全制度管

理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全生命周

期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风险防

控体系，在打造新型金融基础

设施的安全标杆同时，更为监

管部门面对网络支付充分市场

化和社会化的行业监管对象，

实现监管科技的安全、中立和

公信履职提供最坚实保障。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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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金融云提供监管科技

落地新载体

云 计 算 系 统 和 云 化 服 务

是目前金融科技领域的主流趋

势，也是监管科技所需面对的

技术现状和充分倚重的技术模

式。网联平台的分布式云系统

具备优质技术性能，同时也将

有充足富余能效及可扩展性以

满足监管服务需求。特别在金

融云领域，因行业特殊性，云

体系的安全和可信赖一直是业

界关注焦点，对于监管科技的

落地载体，市场需求已从金融

云演化升级为可信金融云。网

联平台的特殊定位和高标准安

全体系，相较一般市场化云

服务，具备更高信用级别，更

加契合可信金融云的定义和需

求。

基于网联系统基础的可信

金融云平台，应用系统与物理

资源充分解耦，通过安全域划

分和访问策略控制，降低应用

系统各组件之间的交互性和依

赖性，通过对数据的加密存储

实现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使

得物理资源的故障和漏洞不会

波及整个应用系统及数据，有

效避免发生大规模安全风险事

件。同时，网联平台全系统达

到最高金融等保标准，从系统

全层面保障云服务的可用性和

机密性，并可通过虚拟私有云

（VPC）的方式，向金融机构

或监管主体提供虚拟化的私有

云服务，从技术层面杜绝信息

泄露的可能性，让监管科技运

行在可信赖的坚实堡垒中。

同时，网联的可信金融云

具备强大计算能力，并通过虚

拟化技术实现处理资源的灵活

配置和扩展，可在充分保障上

层各类服务需求基础上实现整

体资源投入和使用效率的全局

优化。此外，网联平台支持分

布式、可视化的算法平台，有

机集成实时多模式计算能力，

将可支撑实时信用评估和风险

预警等功能，具备实时穿透式

监管的系统能力。

目前网联平台正积极参与

人民银行有关可信金融云的标

准制定工作，并牵头负责有关

重点标准的起草工作。同时，

网联平台还在积极配合人民银

行推进有关监管政策的功能落

地。可预见，网联平台的可信

金融云将成为支撑未来更多监

管科技职能的重要载体。

大数据应用激发监管科技

新潜能

信息化和数据化监管，以

及基于海量数据的深度智能化

监管分析决策，是监管科技区

别于传统监管手段的重要优势

特性，也是监管科技有效把控

金融科技发展，最大化自身价

值潜能的关键。网联平台作为

行业数据的流转中枢，将可基

于优质大数据资源的多元化优

势为监管科技提供强劲内驱动

力，提升监管效力，服务市场

机构合规需求，创造行业全方

位价值。

网联数据的全面性和安全

性。网联平台建立前，支付机

构与银行直连，数据割裂，银

行偏重账户和交易数据，而支

付机构主要掌握用户行为和场

景数据。网联平台成立后将全

量处理行业数据，实现数据统

筹汇集，消除信息碎片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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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合法安全掌握交易全链

路各环节信息，为监管部门实

施全体系监控提供数据支撑。

同时，网联平台从设计之初即

参考业界最佳安全实践，构建

高标准安全防护体系，全面保

障系统与数据的可用性、完整

性、保密性和抗抵赖性，免除

监管科技应用对于数据安全的

担忧。

同 时 ， 网 联 平 台 在 大 数

据服务监管科技方面具有中立

性、监管性和市场性多元化定

位优势。

中立性。网联平台作为新

兴建设的行业公共基础设施平

台，数据服务具有独立性与中

立性，可避免局部利益风险，

能客观准确反馈支付市场运行

状况，体现支付市场发展动

向，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提供

准确有效的数据依据。

监管性。网联平台作为人

民银行推动建设的国家级金融

基础设施，较一般系统有更强

公信力，适合作为监管向市场

延伸的前端载体，由网联平台

承载监管科技的数据功能和职

能，可避免市场争议，提升数

据采集应用的认可度。

市 场 性 。 网 联 作 为 行 业

共建的法人企业主体，可与商

业机构进行市场化互动，建立

可控的信息共享或有偿使用机

制，间接拓宽监管部门对商业

数据的获取渠道，提供更多维

视角数据。同时，网联通过市

场化的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

能更好汇聚行业顶尖的数据分

析、系统技术以及产品和业务

专家，保障高精尖监管科技应

用的人才支撑。

来源：金融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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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国 家 政 策 支 持 下 和 市

场各方努力下，供应链金融已

成为金融行业热点和各路金融

资本角力的焦点领域。随着业

务模式的创新和金融科技的深

入应用，供应链金融的服务效

率逐步提高，服务成本日趋下

降，风险管理能力也得到迅速

提升，供应链金融已初步完成

了技术迭代，成为公司金融最

具创新活力和技术含量的业

务。但是，目前商业银行供应

链金融的融资规模难以满足市

场需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在

银行内部仍存在重重阻碍，特

别是在严监管和不良资产压力

之下，传统银行的风控体系难

以有效支持供应链金融的创新

发展，如何突破供应链金融的

瓶颈，一直以来都是银行业内

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 人 认 为 ， 在 供 应 链 金

融发展中，数据化风控体系的

构建是突破供应链金融发展障

碍的关键点，本文将对此进行

分析，以促进中国银行业进一

步转变观念，强化创新，增强

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能

力。

一、供应链金融风险特征

供 应 链 金 融 的 对 象 是 核

心企业上下游的供货商、经销

商和终端用户，企业数量众

多，且多数规模较小，供应链

金融的流程复杂，涉及供应链

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物流

企业、电商平台和商业银行等

多个主体，因此供应链金融的

风险也较传统双边贷款复杂得

多。

供 应 链 金 融 的 风 险 可 以

按三个维度来看。按照主体来

看，供应链金融的风险包括借

款人风险、担保人风险、押品

风险和第三方风险，特别是供

应链金融中需要依靠物流监管

企业、电商平台和数据商等第

三方的配合，就产生了不同于

传统信贷的第三方风险。此外

还有来自于外部行业与市场的

风险。按照风险类型来看，重

点是信用风险和操作性风险，

特别是由于供应链金融流程

环节涉及多个主体，且操作复

杂，产生了大量的操作风险，

如核保不实不严、未落实质押

权，虚假出置、押品高估和悬

空、未办妥抵质押登记和付款

方未将应付帐款支付到银行指

定账户等操作风险，这些操作

风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信

用风险。按业务流程来看，在

准入环节的风险，包括行业准

入、模式准入、集群准入和客

户准入等环节的风险，在贷前

调查环节的风险以及贷中审查

审批环节、用信放款环节以及

贷后管理环节的风险。

供应链金融的服务对象实

际上是供应链中核心企业上下

游的企业，这些企业通常都是

小微型企业，小微企业具有以

下特点：

首 先 ， 小 微 企 业 经 营 非

常不稳定，变化非常快，抗风

险能力相对较弱，风险相对较

高；其次，小微企业信息对外

披露较少，且可信度较低，存

王鹏虎：供应链金融关键突破点是构建数据化风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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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收集小

微企业信息非常困难，风险管

控难度大；此外，小微企业规

模小，银行风险管理成本高。

基于以上特点，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就成为难以破解

的金融困局，这不仅在中国如

此，也是世界性难题。

二、如何构建新型的供应

链金融风控体系

开展供应链金融就必须破

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局，寻找到

以下三个战略支点：第一，成

本必须降下来；第二，效率必

须提上去；第三，风险必须控

得住。

要达到降本增效控险的目

标，需要银行在获客、服务、

风控和运营等多个方面进行创

新，其中的关键突破点还是风

控，只有在风控环节建立了以

上支撑点，才能使得供应链金

融具备商业可持续性，才能成

为商业银行可以正常开展的业

务。

风控创新就是要建立不同

于传统的新型风控体系，内容

包括包括模式创新、流程创新

和技术创新等。

（一）模式创新

首先是模式创新，小微金

融风控模式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全手工线下

模式，也叫供应链金融1.0，完

全依靠客户经理人工线下收集

客户信息，并通过信审经理进

行经验判断。

第二个阶段：半自动信贷

工厂模式，将流程进行集中化

处理，在若干流程中引入标准

化作业工具，例如信贷打分卡

等。

第 三 个 阶 段 ： 全 自 动 数

据融资模式，也称为大数据

风控模式，技术基础是互联

网，人工智能AI（Art i f ic ia l 

I n te l l i gence）和流程自动

化RPA（Robot ic  Process 

Automation），通过互联网和

内联网获取客户数据，然后通

过规则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

并根据处理结果去驱动业务流

程。

此 外 ， 还 要 建 立 银 行 与

外部机构协同的业务模式，在

风控体系中建立银行、电商平

台、物流企业和金融科技公司

合作的机制，通过合作获取多

渠道的数据，建立联合风控体

系。电商平台或供应链核心

企业负责提供供应链的交易数

据，物流企业负责提供物流数

据和货物仓单风险管控，金融

科技公司可以提供数据分析服

务，而商业银行则负责核心的

风险管理和融资服务。这种跨

组织的风控模式也将成为供应

链金融独特的风控模式。

（二）理念创新

业务模式创新需要理念创

新作为基础，必须对传统授信

理念进行颠覆，主要有以下方

面：

首 先 是 要 重 用 信 、 轻 授

信。传统的授信业务往往在授

信过程中花费大量时间，但

是在用信这个阶段，却流于形

式，没有进行实质性风险审

查，而形成实质性风险的恰恰

是用信环节。在供应链金融

中，可以把授信彻底舍弃，直

接进入用信，每一次用信就相

当于是授信，授信额度相当于

未结清余额加上本次用信额

度。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认真全

面的审查每一次用信的风险，

更加回归风险管理的实质。

其 次 是 要 重 债 项 ， 轻 主

体。银行的主体评级是基于企

业过去三年的财务报表，但供

应链金融小微企业往往还没有

三年的历史，即使有，财务报

表可信度也非常低。通过财务

报表做评级这种方式适用于大

中型企业，很难即使反映小微

企业的实时风险状况，所以我

们在供应链金融风控中，要更

加注重企业的交易，而不是企

业主体，根据每一次交易来判

断企业的风险。

再次要重短期视角。多数

小微企业没有遥远的过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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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有遥远的未来，小微企业

平均寿命只有三年多，因此银

行更应注重小微企业的当下，

关注其现时的经营状况。

最 后 要 以 交 易 额 度 代 替

授信额度。根据企业的每一次

交易，给予一个额度，这种额

度的基础就是交易以及交易形

成的数据、债权和物权，和企

业主体关系不大。由于额度与

交易相关，交易结束，贷款就

应该收回，因此这种额度是小

额高频短期的，是可以根据企

业的经营状况及时调整和收回

的。

（三）手段创新

理念创新需要相应的手段

创新，必须从原来传统的作业

手段过渡到基于金融科技的手

段。

首先从手工录入到线上获

取信息，通过与企业系统直连

以及部署网银等方式，实现线

上自动获取数据，无需再通过

资料收集后手工录入的方式获

取数据。

其 次 是 从 单 一 数 据 来 源

到多渠道来源，数据不再单纯

依靠客户经理采集，也不局限

于客户以及银行系统等单一方

式和来源，电商平台、企业

ERP、物流系统、政府信息等

各类外部大数据都是可利用的

数据来源。

再 次 是 数 据 处 理 方 式 从

专家经验到规则加模型，模型

包括简单的规则模型，也包括

统计模型和复杂的机器学习模

型，这些模型可以实现专家经

验的积累和传承，保持理性和

决策一致性，能够标准高效的

执行信贷审批。

最 后 是 从 人 工 到 自 动 化

和智能化，自动分析业务中的

数据和信息，从中挖掘出数据

规律、趋势等，并加以有效应

用，达到“总结过去、预测未

来”的智能化效果。

（四）流程创新

手 段 创 新 需 要 落 地 到 流

程创新，以线上化和自动化的

操作优化供应链金融的流程体

验，达到降本增效控险的多重

目标。在整个流程中，开户、

贷款申请、审批、放款、签署

合同、抵质押登记、贷后管

理、预警催收等环节其实都可

以通过系统自动处理，每一个

环节的分析判断与决策，都是

由数据模型来做出决策的和推

动流程。实践中也可以在若干

节点设置人工干预，特别是对

难以直接通过或拒绝的犹豫状

态，可以借助专家来判断和决

策。

三、供应链金融数字化风

控体系的实践

基 于 新 的 模 式 、 理 念 、

手段和流程，构建适应新形势

和客户需求的供应链金融风控

体系，是当前供应链金融发展

的需要，也是银行更好的服务

实体经济和实现经营转型的需

要。

供应链金融风控体系的构

建的条件相对成熟，在数据基

础、数据处理技术、银行内部

系统等方面都具备了形成产能

的条件，而且在实践中也积累

了大量的成功经验。

首先是已经具备较为完善

的数据基础，互联网、大数据

技术的兴起以及电商平台的蓬

勃发展，交易行为线上化趋势

明显，供应链交易数据的获取

成本低、效率高且可信度高。

外部宏观经济、行业以及征

信、工商、税务等一系列相关

公开信息平台的完善，将进一

步打通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对

企业进行精准画像和实时评价

监督的可行性提高。

其 次 是 数 据 技 术 也 较 为

成熟。在数据获取方面，可以

通过物联网、互联网和移动互

联网，实时采集企业生产经营

数据和交易数据；在数据存储

方面，云计算和分布式数据库

可以容纳海量数据；在数据处

理方面，自然语言理解、图像

识别、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

术日益成熟，AI技术的应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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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大的提高信息处理效率，

部分甚至全部替代专家决策。

商业银行内部信息系统也日趋

完善，核心业务系统、信贷系

统、供应链金融系统、电子票

据系统等相关业务系统基本搭

建完毕，部分领先银行已经开

发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平台。

此 外 ， 国 内 外 部 分 先 进

银行和一些金融科技企业已经

在供应链数据融资方面积累了

大量的实践经验和成功案例。

花旗与Biz2Credit、摩根大通

与Ondeck、法国巴黎银行与

Mysis都开展了基于供应链交

易数据的业务合作。国内也

有工商银行、中信银行和平安

银行等，通过与供应链核心企

业电商平台合作，开展基于数

据的供应链金融的成功案例。

京东金融、深圳怡亚通和阿里

一达通等贸易服务企业也基于

供应链交易平台数据开展了大

量融资业务，与商业银行实现

获客引流和部分风控职能的合

作。

实践证明，这种创新的供

应链金融满足了大量供应链小

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效率高，

成本低，风险也相对可控，符

合商业可持续原则。希望有更

多的传统银行能够迅速转变观

念，积极应用金融科技，跟上

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时代潮流，

实现数字普惠金融，更好的服

务实体经济。

来源：中国电子银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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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领

域发展迅速，经济规模、质量

以及结构均发生了深刻变化。

外部看，大型互联网企业近期

纷纷表示向科技企业转型，聚

焦“互联网+产业”。未来一

段时间，曾经发生在金融行

业，触及“生产态”的深刻转

变，可能会在交通、住房、医

疗、教育等行业渐次发生。内

部看，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

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服务客

户的模式，逐渐向着平台接

入、生活融入、产业嵌入的外

延式发展模式转变，形成传统

客户与互联网用户并重的综合

服务体系。在内外部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商业银行应该以开

放银行发展模式为基础，以更

优质、更便捷、更安全的综合

金融服务为先导，以行业间资

金流、信息流和信用传导枢纽

为诉求，在更广泛的数字经济

领域寻求银行服务的融入与发

展。

如何理解开放银行

对开放银行的理解不应该

仅仅局限于技术手段和业务模

式，所有符合开放银行特征、

满足开放银行理念的业务都应

该是开放银行发展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开放银行的发展内

涵，一是向外部平台开放金融

功能和数据，以实现更广泛的

业务布放；二是向“互联网用

户”开放部分银行服务，以形

成银行的“互联网用户”客

群。

内部场景向外部场景延伸

开发银行是业务主场景由

内向外的发展过程，银行的产

品和服务将在更多互联网场景

被消费者直接获取。以前，银

行将ATM机、二维码、客户经

理等入口布放到4S店、售楼

处、商场等物理场景，以延伸

客户服务范围。现在，银行与

各类线上平台合作，为合作方

提供支付转账、缴费收单、融

资理财等银行产品，丰富平台

金融功能，同时拓展自身业务

渠道。未来，随着5G网络的

商用，各种智能生活、生产设

备的普及，银行提供的金融服

务将逐渐超越手机平台，以不

限于APP的形式广泛存在于生

活、生产与商务活动中。银行

将金融产品按照功能分类进行

更加细致的分解和重组，与合

作平台开展更加深入的数据、

技术和流程上的合作，共同进

行消费场景的优化和创新。实

际上，无论银行采取何种技术

路径，开放银行的发展，都意

味着银行服务的主场景逐渐远

离自身的熟悉范围，向消费者

的生活、生产和经营聚集。

客户服务向用户服务延伸

随 着 近 年 来 互 联 网 金 融

业务的快速发展，银行客户线

上化红利日趋见顶，客户增长

逐渐进入存量市场，传统获客

模式边际成本剧增。而另一方

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第

三方场景，获取银行的开放服

务，也成为银行的“互联网用

户”。这种间接触达的“客

户”与银行传统意义上的、具

杨兵兵：开放银行如何“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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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完整身份要素的客户存在

很大区别。Breet King（布莱

特·金）在描述未来银行经营

模式时曾表示，“未来，商业

银行可能会消失，但银行服务

会以不同形式长期存在”，这

一观点正好也解释了银行客户

与银行用户的不同。客户的定

义以账户为标的，即拥有银行

账户是成为银行客户的前提，

而“用户”则以服务为纽带，

即享受银行提供服务的就是银

行的用户。实际上，随着银行

可以提供的生活类服务不断丰

富和细化，各种规模的银行都

有机会在垂直领域为大量用户

提供服务，从而构建各具特色

的互联网用户体系。

现阶段的开放银行发展

开 放 银 行 意 味 着 银 行 服

务向外部场景发展，深入外部

场景可以获得大量的互联网用

户，互联网用户的关键价值在

于向银行客户转化，而用户转

化的关键在于对现有银行产品

和平台的全面开放性改造。

开放银行发展尚处于初级

阶段

开放银行并不完全是一个

新业态，而是过去几年银行业

务场景化发展的自然延续。如

果将2018年作为中国开放银行

元年，则其整体尚处于发展的

初级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一 是 目 前 银 行 主 要 将

更多的焦点放在提供多样、

便利的客户体验之上，对开

放银行的变现模式缺乏明确

的思路。凯捷管理顾问公司

（Capgemini）与欧洲金融管

理协会（EFMA）联合发布的

《2017年全球零售银行报告》

中列举了几种开放银行变现模

式，包括交易费用、收益共

享、许可费用等。其中，有

54.3%的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

选择交易费用形式占比最高。

而银行则更倾向于选择收益共

享的方式占比47.8%，可见市

场对开放银行业务的收益模式

尚缺乏共识。

二 是 监 管 政 策 的 不 确 定

性。自英国2015年承诺《银行

业API公开标准》之后，各国

金融监管部门均加强了对开放

银行业务规范的研究。不过目

前，中国还没有公布开放银行

业务指导意见。开放银行的风

控要求、业务范围等关键政策

要求尚不明确。

三是银行自身的开放性改

造尚不完善。开放银行不仅仅

是银行的一个新业务板块，某

种程度上说，开放银行可能是

银行未来的主流经营范式。而

这种深层次的发展变革，需要

银行  对自身的内部管理、业

务划分甚至组织架构进行深度

调整。

实 际 上 ， 构 建 完 整 的 开

放银行体系是一项巨大且长期

的工程，需要持续不断投入大

量资源。其全周期投入回报比

呈U形曲线，在初级发展阶段

难以形成等值的业务回报，特

别是不具备客户基础优势的银

行，更加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盈

利。在当前发展阶段，开放银

行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带来银行

商业模式上的变革，但并不能

保证盈利层面的快速实现。

应稳健推进API开放平台

建设

金 融 服 务 要 嵌 入 生 活 与

生产各个方面，银行应该遵循

“场景在前、金融在后”原

则，努力进入第三方的主流场

景。在此过程中，银行API开

放平台是目前的主流经营模

式。然而目前，开放银行整体

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API

平台建设需遵循行业发展特

点、依据银行自身情况稳健推

进。

在 场 景 化 的 推 广 阶 段 ，

开放银行的首要目标是覆盖市

场，对接核心平台。银行应该

精选少数适用性广、性能成熟

的银行功能制作API接口，采

用科学的营销策略积极链接主

流平台，尽可能地让银行功能



81

大数据金融专家观点

走出去，覆盖一切需要银行服

务的数字场景。在平台化的整

合阶段，当银行API市场日趋

完备，行业份额逐渐稳定，银

行应将重心回到自身API平台

建设，形成优势产品。通过

构建稳定、易用、安全的交互

平台，形成自主可控的输出输

入环境，同时也为进一步扩展

服务群体做好准备。开放银行

的最终模式应该是社区化的服

务提供商。服务对象不仅仅是

掌握流量平台的互联网公司，

还包括中小企业、研究机构、

政府机关以及广泛的个人开发

者，构成一个利用银行API、

发 展 银 行 A P I 、 共 享 创 新 价

值、充满创新活力、能够自我

循环发展的生态系统。

当前阶段应重视存量业务

的开放性改造

对 现 有 产 品 和 平 台 的 开

放性改造是银行实践开放发展

的基础，也是银行通过内外部

平台获取大量互联网用户后，

促进用户向客户转化，提升用

户综合价值的关键举措。互联

网用户对银行的主要价值主要

有三个：一是直接产生业务回

报；二是形成数据资产；三是

转化为银行客户。总体而言，

我国银行业当前的主体经营模

式还是围绕传统银行客户体系

展开，建立了完整的产品服务

体系，经营客户的效率较高，

把控风险的能力较强，而大多

数银行互联网用户的经营管理

体系才刚刚起步，整体经营效

率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具备

完整身份要素的客户能够产生

的业务回报、形成的数据资产

以及忠诚度均显著强于互联网

用户。所以当前阶段最关键的

价值还是实现互联网用户向客

户的转化。

然而，互联网用户向银行

客户的转化是一件十分困难的

事情。一是缺乏转化动力，用

户并不会因为在互联网平台使

用了银行提供的服务就选择某

家银行去开户，事实上，用户

一般都不知道是谁最终提供的

服务。二是缺乏转化渠道，现

在银行的移动平台普遍缺乏线

上直接获客能力，一方面是因

为缺乏强创意、高体验、具有

吸引力的线上金融产品；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手机银行、信用

卡等银行移动平台依然需立足

封闭的账户体系，且各自之间

相互独立，尚不具备服务互联

网用户的功能，更不用说促进

互联网用户向银行客户转化。

所以，发展开放银行当前

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在符合

监管规定的前提下，针对现有

银行产品和平台进行深入的开

放性改造，形成适应开放经营

的内部管理结构，打造一批强

吸引力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整

合打造具备互联网用户服务和

转化能力的银行移动端平台。

开放银行如何开放

开放性产品的关键特点在

于适配性强，可以高效地利用

各类渠道进行输出，并与合作

平台密切融合。而开放性平台

的关键特点是在合规前提下使

服务范围超越传统账户体系，

建立多个服务层次，对应不同

风控级别的平台客户经营管理

体系。

银行产品的开放性改造

银行产品的开放性改造可

以分为产品分解和产品整合。

产品分解是将现有的银行产品

和数据拆解成多个功能模块，

在客户同意的前提下，输出给

合作机构。例如，资金证明、

账户管理、智能设备分布和运

行情况等。一方面丰富合作平

台金融功能，促成业务创新；

另一方面使用户免于在多个

APP之间频繁跳转，提供一站

式综合服务。产品整合是指通

过组合现有产品形成新型服务

功能，如集合账户服务、支付

结算、现金管理等业务的综合

电商解决方案。此外，银行还

可以在业务流程和创新流程上

进行开放，将银行的金融产品

创意、营销能力以及远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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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对第三方开放，促进业

务增长的同时，提高银行社会

声誉。

银行平台的开放性改造

平 台 的 开 放 性 改 造 主 要

是为了在手机银行、信用卡、

直销银行等银行自有移动平台

建立“客户+用户”综合服务

机制，打造互联网用户转化能

力，形成真正的线上获客能

力。一种方式是将多个APP进

行整合，在保证用户体验的条

件下尽可能提供完整的“银行

金融+生活服务”，同时建立

以手机号、Ⅱ或Ⅲ类账户、传

统一类账户为三个层次的“用

户+客户”经营转化机制。另

一种方式是保持现有移动平台

格局，但在平台间通过API接

口互相开放，各平台依据自身

主营业务特点，打造适合开放

产品投放的“客户+用户”服

务转化机制。

重新定位开放银行客户群

体

开 放 银 行 的 本 质 是 合 作

而不是交易，所以客户群体相

比传统业务更趋复杂，应该从

合作模式中的共享要素角度进

行划分。例如，单纯需要银行

提供服务并付费的是一般商业

客户，这种客户往往是一些大

型互联网企业，为了完善自身

业务生态或者平台，进行服务

和数据资产采购。也有的客户

主要采用业务和数据共享模

式，主要是一些垂直领域的专

业平台。合作双方通过功能结

合进行产品创新或者改进，进

而在业务增量中进行分润或者

资源共享。此外还有一些客户

主要利用银行免费提供的开放

服务，同时搜寻市场上其他资

源进行组合创新，主要是一些

创新企业和个人开发者。对于

这部分客户，银行可以进行类

似创新孵化器的业务支持，充

分利用小型企业灵活进取的特

征，打造银行外延创新体系。

建立开放银行业务价值观

在 数 字 经 济 的 市 场 结 构

中，商业银行是重要的互联网

金融服务提供商，这种开放产

品从一开始就不是参照银行自

有渠道来开发的，而是为了适

应整个互联网金融生态而设计

的。银行的渠道可以为新生业

务检验产品流程和用户体验，

但是产品最终必须走出去。经

历市场的考验和打磨，能够立

住脚跟，在市场中获得一席之

地的就是好的开放业务；只能

依附于银行渠道带动销售的

就不是好的开放业务。一项业

务，具备商业可持续性，能够

直接触达客户的业务，就放在

银行自有渠道上销售；不能自

主掌控，但是可以为合作伙伴

所用，间接服务银行用户的，

就开放给合作伙伴的平台使

用。这二者具备同等但有差别

的价值，也是开放银行  看待

业务的价值观。

开放银行如何管理风险

开放银行使得业务风险敞

口更多，拉长了整个风险管理

的链条。因此，风险洼地的效

应也会更加凸显。例如，数据

泄露、网络安全、合作方欺诈

等新型风险会在意想不到的地

方猝不及防地发生。

传统风险

开 放 银 行 的 功 能 输 出 并

不意味着风险的转移，实际上

还会提高管理信用风险、市场

风险等传统银行业务风险的难

度。例如贷后管理，在银行与

客户之间存在一个第三方机构

的模式下，银行贷后管理措施

的执行需要第三方机构的全力

配合，传统贷后管理手段需要

进行全面的改造。此外，客户

的逆向选择、合作机构的道德

风险均显著加强了银行掌握和

防范风险的难度。

非金融风险

开 放 银 行 的 全 面 发 展 需

要充分运用API、SDK、区块

链等金融科技技术，也需要和

大量的第三方合作机构进行技

术、数据和业务层面的合作，

使得银行风险管理面临更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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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非金融风险。例如，API技

术广泛应用带来的网络安全隐

患，互联网规模经济带来的风

险过度集中，以及多平台合作

加强了风险事件在不同金融机

构间的连锁反应，有可能破坏

现有金融市场格局形成风险隔

离机制，加大了系统性金融风

险产生的可能性。所以，开放

银行的全面发展还需要立足于

社会信用体系、企业信息披露

机制以及金融市场深化改革等

一系列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社

会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安全策略

此外，开放银行的深入发

展必然带来数据隐私与安全方

面的风险，银行需要建立一整

套事前授权、事中跟踪、事后

补救数据安全防控机制。银行

可以与第三方机构搭建一个客

户授权的平台，数据共享过程

中流程尽量透明化，从而降低

信息不对称。同时，需确保数

据交互可追溯，制定紧急补救

措施和追责制度。

监管部门出台指导意见

开放银行的快速发展在全

球金融监管部门中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目前，中国、英国、

德国等国家均已开始研究开放

银行规范发展的监管政策。我

国监管部门应该在平衡安全与

发展关系上，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实际，加

快出台指导意见，建立开放银

行业务规则与监管框架。针对

不同类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不同种类的金融业务，设置开

放银行的服务红线，明确允许

开放的信息接口类型、服务范

围等关键要素。

来 源 ： 当 代 金 融 家

ht t p s : / /w w w . c ebne t . c om .

cn/20190327/1025629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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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4日，由中国

金融认证中心（CFCA）联合

近百家成员银行共同举办的

“银行线上运营新攻略交流分

享会暨中国电子银行联合宣传

年2019开年论坛”在上海举

行。

作为银行业资深从业者，

广发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关

铁军参加了本次论坛并就银行

如何进行线上化经营等问题接

受中国电子银行网、今日头条

《今朝人物》等媒体的联合采

访。

上一篇《银行数字化转型

如何破局？这位银行从业者力

挺All in全渠道经营》中，广

发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关铁

军就银行线上化经营与互金线

上化运营的区别，特别是银行

全渠道经营的问题进行了详细

的梳理和解答。本期，关总继

续就银行的金融科技应用能力

问题，她个人对开放银行的理

解，以及广发银行金融生态圈

构建等方面的内容做了介绍。

以下是采访内容：

一、 创新一直是发展主旋

律。现今，金融科技战略可以

说是银行业“标配”，整个大

环境的发展态势如何？

银行业对于科技的大规模

应用，远远早于金融科技这个

词语出现之前。梳理银行业发

展历程，我感觉，这二十年甚

至更长时间以来，以技术进阶

为轴，可以大体分为电子化和

网络化两大阶段。

　　近十年乃至以后，还

可以进一步细分为PC阶段（狭

义的网络化）、移动互联阶段

（移动化）、大数据运用阶段

（数字化）和全智能服务阶段

（智能化）。

前面的阶段重点在于服务

替代，具体表现是线上替代线

下。通过线上化的服务，为客

户提供服务便利，为银行降低

服务成本，这是线上化经营的

前期准备阶段；而后面两个阶

段重点在于经营，基于识别需

求提供服务，是真正意义上的

关铁军：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推进？
运用金融科技 开放服务能力 挖掘生态价值

图片来源：《线上化经营加速行业分化和行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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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化经营阶段。目前银行业

正在数字化阶段和通往智能化

的路上。

无 论 是 否 划 分 阶 段 ， 也

无论处在哪个阶段，银行的任

何服务本身就是要满足客户需

求，进而为其创造价值，同时

实现自身发展。因此，创新和

科技运用是提高服务效率、体

验、扩大服务范围或深度、提

升客户粘性、创造更大价值的

必然要求，也是银行参与行业

竞争的必选动作。

近年来，对金融科技的应

用能力、数字化转型力度、线

上化经营部署等方面的前瞻准

备程度、战略实施的连贯性、

投入的力度等方面的系列差

异，正在加速各行业的差异化

和分化。

跨行业看，包括互金在内

的关联行业发展正在对银行业

的传统优势产生巨大推动和冲

击。所以，简单来说，科技的

多面性在于，既能助力金融发

展，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如新

技术应用带来的风控问题），

还可能改变跨行业竞争格局。

因此，银行业需要不断强化对

科技的驾驭能力，保有对创新

和风控的敏锐性，以抢得发展

先机。

二、 科技为金融所用，广

发银行在“用”上下了哪些功

夫？有难以攻克的问题吗？

我所在的部门负责手机银

行等线上渠道建设，我从手机

银行建设谈谈我们在科技为金

融所用方面所做的努力吧。

一 是 构 建 先 进 的 底 层 架

构基础。这是能做好服务和经

营的基础保障。我行去年把手

机银行更换底层作为年度重大

科技项目，给予资源保障，用

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

“换芯”。新平台投入使用

后，系统性能实现飞跃，不仅

困扰客户的卡顿、闪退、白屏

等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更重

要的是，很多在老架构上难以

实施的业务/服务/体验安排，

在新架构上能够得到快速优质

实施。

二 是 创 新 银 行 移 动 金 融

服务模式。我们在手机银行的

建设中，创新运用了语音交互

技术，用户只要对手机银行下

达“给谁转多少钱”、“买

理财”、“查余额”、“交党

费”之类的指令，可以自动完

成相应操作，真的实现了“君

子动口不动手”。目前我们

还在不断深化基于自然语言交

互的应用，未来基于视讯及情

景化、智能化服务更加值得期

待。

三是解决安全和便捷之间

的平衡。辩证地看，技术的应

用，会提升安全防控能力，但

同时也会出现新的风险点，因

此，控制风险和保障体验，平

衡安全和便捷，是服务探索的

永恒主题。创新运用人脸、指

纹、声纹及在线风控等技术和

系统，能够让控制风险和提升

体验有效融合。对于手机银行

APP这类“指尖上的应用”，

安全和便捷兼得确实是技术革

新的馈赠。

四 是 持 续 推 动 数 字 化 运

营。我们正在不断充实强化数

据分析能力，以期对客户做精

准画像，有效识别乃至预判客

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情景

化、场景化的精准服务。目前

我们的手机银行正在不断丰富

客户行为数据埋点和应用，持

续深化“千人千面”的功能展

示、业务和服务联动，希望做

到“比你还懂你”，超乎客户

服务预期。

五 是 线 上 线 下 的 有 效 协

同。我们前面说过，银行与互

金最大的不同在于全渠道（参

见上一篇），鉴于风险防控、

监管要求、客户习惯等各种因

素，线下渠道不会一夜之间消

失，因此，紧紧围绕如何更好

地服务客户积极部署线上线下

协同，做好服务客户的渠道策

略安排，给予客户服务的“最

优路径规划”，尤其是解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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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下柜面与机具之间、线下

与线上之间、线上各渠道之间

的服务断点问题，让客户感知

不同渠道上的优良服务体验，

对于需要跨渠道完成的业务，

渠道间衔接畅顺有序，这些都

是当前较为现实的选择。从趋

势上看，无论是银行线上化经

营趋势，还是辅导客户线上寻

求足不出户的优良体验，必须

明晰线下渠道辅助、引导客户

向线上转化的工作目标，大力

促成客户和业务从线下向线上

转化；另一方面，对必须在线

下完成的服务，给予客户更多

的线上配合便利，比如，客户

可以在线上做线下服务预约、

无卡取现预约，可以找到离自

己最近的网点，并享受地图及

导航服务，线上还可以预填单

等等。

如果说难以攻克的问题，

我想，应该是随着技术不断进

步、客户需求不断提升，科技

如何为金融所用、为客户所

用，如何向客户提供超乎其预

期的服务吧。这应该也是所有

从业者致力于思考和解决的永

续课题。

三、 开放银行是当下时

尚词汇。开放银行开放的是什

么？它是大势所趋吗？

我 个 人 认 为 ， 开 放 银 行

开放的是银行的服务能力。客

户到店临柜寻求服务、银行派

驻员工上门服务、银行在线上

提供主体服务（如APP、小程

序、H5等等）、银行把自身

服务封装嵌入到需求场景中，

这些都是随着技术进步、经营

理念深化、竞争格局变迁、客

户需求升级渐次出现的服务形

态。当前的开放银行与当年在

服务与技术条件不具备时，银

行派驻员工上门服务本质上类

似。

科技进步让银行得以改良

系统架构，把各门类业务或服

务拆解到能够组装的“最小服

务单元”，即：实现标准化、

组件化、模块化、参数化。这

让根据不同合作伙伴服务场景

所需服务元素的取舍和快速定

制拼接成为可能。由于个性

化、定制化的服务输出更为快

捷，对于合作伙伴和客户需求

的响应也就更为迅速，伴随的

就是体验提升、粘性增强和业

务机会增加。

表层看，开放能力取决于

银行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程度

和输出能力，深层看，是对银

行系统架构科学性、系统性风

控能力、客户需求识别和预测

能力、市场洞察和商务拓展能

力的综合考验。显然，开放能

力的同时，会打破原本银行业

自营封闭的业务体系，就所开

放的能力，如何同时既符合开

放服务合作诉求，又符合银行

原有内部风控体系和合作方风

控体系制约。如何避免外部或

有风险向内传导，以及同一合

作场景下的不同开放主体之间

的风险传导，都是需要解决的

问题。因此，我个人感觉，开

放银行的发展发展除了与客户

及市场需求的旺盛程度相关，

也与银行风控取向、风控能力

以及监管取向密切关联。

四、 广发银行在打造自己

的银行生态圈上，发展的侧重

点在哪里？

中国人寿于2016年成为

我行单一最大股东。国寿集团

作为金融大央企，成员单位业

务门类多元，涵盖了银行、寿

险、财险、养老险、基金、投

资、资产管理等等方面，整体

实现了保险、投资、银行三大

板块协同发展。作为集团成

员单位，推动银保协同，实现

“一个客户，一个国寿”的生

态圈共建和步调一致的统筹发

展，是我们当前要务，也是我

们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以 我 所 在 的 网 金 部 工 作

领域为例，我们正在协同做集

团官网、APP、多媒体等触客

通道整合工作，除实现官网互

换链接外，在成员单位的APP

上，已经统一布放国寿联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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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提供所有成员单位APP下

载或调起，以及所有成员单位

间页面级服务互换，很快呼叫

中心服务也将实现相互转接。

在渠道互通、客户互认、生态

圈共建的基础上，基于集团数

字化发展统筹安排， “一个

客户、一个账户、综合金融服

务”的客户和场景共享前景值

得期待。届时，其效果将远大

于单一成员单位自身旗下多渠

道协同联动和生态圈构建。

在 按 集 团 步 调 推 动 渠 道

整合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借央

行牵头的与科技部、工信部、

人社部、卫健委等六部委联合

推动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工作契

机，和成员单位养老险公司共

同推动手机银行融合运用，

旨在通过手机银行：基于开放

API技术应用，集成民生信息

查询和相关增值服务功能，引

入包括税延养老险在内的多种

服务，同时实现银保产品和服

务的互输；通过大数据应用，

向不同年龄、不同风险偏好的

客户/客群提供定制化服务和专

属养老规划方案推荐，满足客

户多层次的投资和保障需求；

通过智能语音技术应用，让信

息触达和业务办理更加便利，

从而实现手机银行平台/触点与

养老金融业务/服务的深度融

合。

事 实 上 ， 我 们 手 机 银 行

此前已经推出国寿专区，并为

银保合作鑫福卡客群提供专属

线上服务，集团已就酒店等专

项服务先行在包括手机银行在

内的成员单位APP上做导流安

排。目前我们陆续还在推动手

机银行上的教育类广育人生寿

险服务、车险财险及围绕车险

的手机银行车主综合服务专区

建设。

手 机 银 行 线 上 渠 道 建 设

只是我行发展的一个缩影，由

此可以看出的是，成员单位不

仅能在具体业务上通过渠道共

享、交叉销售、客户画像等产

生共拓共建合力，更能在行业

融合、协同发展方面深入挖掘

共建生态圈潜力，综合金融服

务能力、竞争实力和风险抵御

能力都将因此得到有效提升。

今年集团明确提出“343”战

略思路和“团结一致加油干 重

振国寿再出发”建设国际一流

金融保险集团的战略目标，广

发作为成员单位，同时也是植

根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股

份制商业银行，已蓄势出发同

步推动自身三步走战略。

来源：中国电子银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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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金融科技发展如火如荼，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实际应用

变得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金

融行业的具体应用落地方面。

经过近几年的迅猛发展，成熟

的金融科技应用越来越多，金

融与新兴技术的生态融合也逐

步实现，金融科技将进入全新

的发展阶段。

基于大数据视角，我们能

够观察到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

趋势、政策布局与生态格局的

全景图，洞悉全球金融科技生

态。

金融科技发展至今，其投

资势头是否仍在继续？

通过研究2013-2018年全

球主要经济体金融科技投资金

融与事件，我们可以发现，除

2015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稍显低

迷外，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呈

现震荡上升趋势。5年内，金

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额

从189亿美元增长至1118亿美

元，投资事件数从1132增长至

2196，且2018年重构历史新

高，增幅明显。其中，美国、

中国和英国在其中扮演了最重

要的角色。

为 进 一 步 探 究 各 类 金

融科技、新兴科技的具体表

现，可将金融科技企业划分

为“FABCDE”六类。即综

合 金 融 科 技 （ F i n a n c e ） 、

人 工 智 能 （ A I ） 、 区 块 链

（Block  Cha in）、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大数

据（Big Data）和用户体验

（Experience）。

全球综合金融科技（F）

呈现出中美主导的显著趋势。

2018年中国金融科技融资事

件 为 6 1 5 笔 ， 占 全 球 总 数 的

56.1%；美国和印度分别以

153笔和114笔位列其后，其

次为新加坡的51笔、英国的

45笔。从融资金额来看，中

国3256.3亿元占到全球融资

总额的74.7%（安邦保险和蚂

蚁金服分别获608亿元和943

亿元融资），美国505.5亿元

紧随其后；其他的国家中除了

菲律宾（16.7亿元）、俄罗斯

（14.5亿元）、加拿大（14.4

亿元）、哥伦比亚（13.8亿

元 ） 、 巴 基 斯 坦 （ 1 1 . 6 亿

元）、日本（10.8亿元）、法

国（10.7亿元）、南非（10.2

亿元）之外，均不超过10亿

元。

中国金融科技领域内的投

资以区块链（B）为亮点，投

资项目占比接近三分之一；其

次，综合金融科技（F）与人

工智能（A）也逐步成为金融

科技的重要发展趋势。从细分

行业来看，在过去五年内，中

国互联网贷款行业的金融科技

公司吸引了近30%的交易，已

完成90多项融资；其次，最受

欢迎的细分行业——支付和汇

款公司完成的融资交易占总数

的15%，以蚂蚁金服为典型代

表。

2013年来，全球人工智

能领域投融资热情持续高涨。

杨望：金融科技未来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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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投融资总

规模达到395亿美元，中国投

融资规模达到277亿美元，占

比70%，成为AI领域全球吸纳

资本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

美国在投融资笔数上占比达

44.6%，超过中国，是全球投

融资最活跃的国家。

在 区 块 链 领 域 ， 全 球 在

2018年共获451笔融资，中

国、美国、新加坡分别获得

266笔、80笔、29笔投融资，

合计占全球总数的83.1%。中

国在区块链领域融资总额为

154.7亿元（占46.4%），笔

均0.6亿元；美国共获得114.7

亿元融资，笔均金额1.4亿元。

虽然中国的融资金额和笔数均

较多，但和美国相比，笔均金

额较小。

云计算（C）市场则正从

高速发展向平稳发展转变，

目前全球范围内中国云计算投

资活跃度最高，其项目数量

占全球的73.11%，美国紧随

其后。从投资金额上看，中、

美、英三国占据全球投资总额

超过90%，云计算投资热情不

减。

全球大数据（D）市场成

为金融行业跃迁发展的重要领

域，不论是从大数据投资事件

还是金额上看，中国成为全球

最吸金的大数据市场，美国紧

随其后。得益于美国金融业

发展时间久、金融体系比较

完善，截至2017年底，美国

金融大数据行业市场规模已经

达到了69亿美元左右，2010-

2017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56.51%。

在用户体验（E）的AR/

VR领域，美国市场仍然吸引

了最多的资金。欧洲市场增长

迅速，投资金额与投资事件均

有显著的提升。亚太地区投

资事件占比在两年内增长仅一

倍，市场前景较好。中国用户

体验投资格局呈现出项目增长

较快，金额增长稍显缓慢的态

势。

投 融 资 活 跃 基 础 上 ， 全

球及国内金融科技发展现状如

何？

目 前 ， 全 球 形 成 了 七 大

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与23

个区域金融科技中心城市。其

中，七大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

市依次分别为北京、旧金山、

纽约、伦敦、上海、杭州与深

圳。数据显示，23个区域金融

科技中心城市中，亚洲和美洲

占据15席，欧洲占据7席。全

球区域金融科技中心发展态势

特征总体呈现亚洲、美洲走在

前列，欧洲发展稍缓发展的格

局。

而 中 国 金 融 科 技 生 态 格

局则呈现出区域发展态势。北

京、上海、浙江和广东的金融

科技公司的数量占据全国前4

位，均超过1000家；除此之

外，山东、江苏、福建、四

川、湖北和安徽6个省份排在

5-10名，公司数量均超过250

家；而西藏、新疆、青海、甘

肃、宁夏、内蒙古、吉林、黑

龙江和海南9个省份的金融科

技企业数量不足50家。

中 国 的 情 况 表 现 为 经 济

发达省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更好。“将金融科技公司的数

量同各省GDP进行对比可以看

出，公司数量排名前10位的省

份的GDP均进入到全国前13

位，而公司数量排名在后10位

的省份的GDP也都在全国的后

11位。”

金融科技未来走向何方？

政策支持视角：全球各经

济体逐步夯实金融科技发展基

础

2010年以来，世界10多

个主要经济体出台了一系列关

于金融科技的重点扶持政策。

在综合金融科技（F）产

业上，中国和英国支持力度明

显。中国自2006年起鼓励金融

机构发展新兴科技，于2019

年2月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包含七条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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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科技自主创新。英

国FCA设立创新项目（Project 

Innovate），为金融科技公

司提供帮助。且在2018年3月

份，双方均承诺将在金融科技

革新领域互促共进，在筹办金

融科技和法规科技活动、政策

制定和研究实验上互相合作，

为促进国际化的金融科技发展

与革新合作及相关讨论而牵

头。

此 外 ， 中 、 美 、 欧 盟 、

日本等为“ABCDE”产业制

定了发展相应规划，大力推动

了相应行业的成长。在人工

智能（A）领域，中、美、日

重视其发展机遇，自2013年

起各国逐渐将其提升至战略发

展地位。中国科技部发布《智

能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专

项规划》、将重点突破新兴领

域人工智能技术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草案）》，李克强总

理建议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

发应用，人工智能再次被列到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美国HIN（Human Intelligence 

Network）小组于2014年为

人工智能的发展制定未来十年

详细计划。日本在2017年6月

出台《下一代人工智能推进战

略》为人工智能的技术重点、

突破路径、产业布局和人才培

养制定蓝图。

在区块链（B）领域中，

多国开始对区块链技术持开

放态度，并以官方机构的名

义出台了区块链技术研究报

告。中国工信部发布《中国区

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

（2016）》，且在同年“区

块链”首次被作为战略性前沿

技术写入《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

通知》。英国于2016年发布

《分布式账本技术：超越区块

链》白皮书；美国国会专门成

立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区块链核

心小组，负责围绕区块链技术

和数字货币完善相关的公共政

策；韩国在央行报告中明确提

出鼓励区块链技术探索。

在云计算（C）领域中，

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正大力推

动云计算技术走向金融业和实

体经济，促进“上云”事业发

展。中国工信部印发《推动企

业上云实施指南（2018-2020

年）》，且19个省份在2018年

发布推动上云行动计划；2016

年欧盟正式启动《欧盟云计算

行动计划》；韩国政府也制定

了《云计算全面振兴计划》。

各主要经济体发展云计算及异

业融合趋势明显。

在大数据（D）领域中，

各国积极出台政策助力大数据

发展态势出现了显著提升，其

主要政府部门均发布相关规划

报告，赋能大数据与金融等行

业的交互发展。中国工信部

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美国白宫

发布《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

划》、英国正式出台《英国数

字化战略》，旨在加强产业创

新、涉及大数据等多个产业。

在 用 户 体 验 （ E ） 领 域

中，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提高用户体验的技术逐渐得

到重视，被各主要经济体提

上 政 府 工 作 日 程 。 中 国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发 布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虚拟产业发展被写到规

划中；欧盟的“地平线2020”

（Horizon2020）计划在英国

正式启动，大力推动该技术的

应用和发展，而英国政府在

2018年宣布，将在VR/AR技术

研发市场投入3000万英镑的资

金（4，700万美元）。

总体来看，世界主要经济

体给予金融科技发展足够的重

视，并积极探索赋能产业发展

道路。

技术演化视角：FABCDE

各新兴技术与金融的交互形态

将如何演变？

其一，新一代信息技术形

成融合生态，推动金融科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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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发展新阶段。

从 未 来 发 展 趋 势 看 ， 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

块链等新兴技术，在实际应用

过程变得越来越紧密，彼此的

技术边界在不断削弱，未来的

技术创新将越来越多的集中在

技术交叉和融合区域。尤其是

在金融行业的具体应用落地方

面，金融云和金融大数据平台

一般都是集中一体化建设，人

工智能的相关应用也会依托集

中化平台来部署实现，金融科

技将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其二，人工智能应用加速

发展，将从计算向感知与认知

的高阶演进。

人工智能一般分为计算智

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三个

层次。从目前人工智能在金融

领域的应用趋势来看，计算智

能通过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应

用，已经覆盖营销、风控、支

付、投顾、投研、客服等各金

融应用场景。

其三，云计算应用进入深

水区，将更加关注安全稳定与

风险防控。

云 计 算 技 术 发 展 已 经 进

入成熟期，金融云的应用也正

在向更加核心和关键的“深水

区”迈进。传统计算、网络和

存储云方案已经同质化，客户

需要的是上层PaaS甚至SaaS 

能力甚至是业务和商业解决方

案能力，有互联网金融实际业

务经验、有生态合作伙伴的厂

商更能得到客户青睐。

其四，大数据应用走向跨

界融合，标准与规范是未来发

展关键。

金融行业数据资源丰富，

而且业务发展对数据依赖程度

高。大数据技术在金融领域的

应用起步早、发展快，已经成

为金融行业的基础能力。当

前，金融行业的大数据应用已

经非常普遍和成熟，也取得了

较为显著的应用成效，大的特

点是数据资产化的愈加凸显、

有深度的大数据分析变得越来

越重要、用户画像和知识图谱

成为重要的技术。

其五，区块链从概念走向

应用，仍面临多重制约。

区 块 链 技 术 近 年 来 一 直

受到广泛关注，其技术公开、

不可篡改和去中心化的技术属

性，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模式，

主要解决非信任网络的记账问

题，如果说其他技术主要是生

产力变革，区块链更像是生产

关系变革。目前来说，区块链

落地的场景主要集中在票据、

供应链、公证防伪、公益溯源

等领域，伴随着TPS性能问题

逐步优化、监管立法逐步完

善，未来区块链在金融、物联

网、民生等领域的应用可能会

更加丰富。

来 源 ： 中 国 电 子 银 行

网https://www.cebnet.com.

cn/20190507/1025706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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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以来，网贷平台频

频爆雷。据统计，6月份，全

国累计200多家平台不同程度

地出现提现困难、逾期兑付、

跑路或疑似跑路，也有清盘退

出或停业的。仅6月19日至6

月26日，短短8天时间，共有

42家网贷平台出现异常经营情

况。而原定于6月底完成的网

贷平台备案，已经确定延期。

央行明确表示，再用1到2年完

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P2P网络借贷和网络小贷领域

清理整顿完成时间延长至2019

年6月，其他各领域重点机构

应于2018年6月底前，将存量

的违规业务化解至零。在备案

期限延长，整改持续从严的背

景下，网贷平台的洗牌还将持

续。

伴 随 网 贷 平 台 的 频 频 爆

雷，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也在持

续蔓延，不少投资者倾家荡

产、血本无归，许多家庭支离

破碎，陷入痛苦深渊。这种境

况着实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

心，但却也似曾相识。

其 实 从 泛 亚 、 e 租 宝 等

“庞氏骗局”曝光以来，已经

有大量的投资者为自己的不

理性行为沉痛买单。我们在电

视、广播等媒体平台，已经

听到了无数个投资人的惨痛自

述，看到了许多家庭从幸福走

向破灭。然而，我们的投资者

教育，依然通过接连不断的血

泪事实来开展和印证，以至于

银保监会郭主席几次三番的提

醒公众：投资需谨慎！甚至明

确指出：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

6%就要打问号，超过8%很危

险，超过10%就要做好损失全

部本金的准备。郭主席为了投

资者教育，可谓操碎了心。

对于为何投资者喜欢冒着

风险去投资网贷，而不选择银

行理财产品，笔者尝试从平台

投资者客群入手，从心理和行

为的角度分析，笔者认为，第

一，从心理学角度，平台投资

者具有追求冒险和逐利情结，

他们看重的是网贷平台的高收

益，敢于孤注一掷，“富贵险

中求”；第二，从行为学的角

度，网贷平台操作简单，门槛

较低，无须风评等环节，掌上

操作，一点完成，省时省力。

细 分 网 贷 平 台 的 投 资 者

客户，笔者发现，平台投资人

大部分是小额投资者，也就是

我们平常所说的草根群体、长

尾客户。他们对基本的金融

知识缺乏一定的了解，视野和

判断分析能力相对有限，盲

从盲信，迷信权威，追求“短

平快”，虽然手头资金可能并

不算充裕，甚至可能达不到购

买银行理财的门槛，但是他们

又有着冒险逐利和发财暴富的

李林鸿：在网贷平台的爆雷声中思考商业银行的获客与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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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敢于孤注一掷，以小博

大。当然，确实也有一部分投

资者，属于银行垂涎的“高净

值客户”，他们投资网贷平

台，更多是看重高收益，同时

迷信权威，比如泛亚投资者，

迷信“国企背景”、“权威专

家站台”。

相比于网贷平台投资者的

“前仆后继”，商业银行的客

户却在不断流失，可谓冰火两

重天。目前不少中小银行的客

群主体都以中老年客户为主，

年轻客户增速缓慢，老客户活

跃度不高，甚至很多已经转睡

眠账户，高净值客户更是稀缺

资源。从十几年前就开始高

呼“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银

行，在获客、活客等方面，为

何如此迟缓？网贷平台兴起不

过短短几年时间，却吸引了这

么多客户参与甚至主动推介，

这种情况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相比于网贷平台，商业银

行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银行

信誉保障、隐形的国家背书、

专业的金融服务等等，但是商

业银行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

网点排队时间长、电子渠道体

验差、购买理财门槛高、产品

收益率缺乏竞争力等，以及人

们长久以来对商业银行“嫌贫

爱富”的直观印象。

通过与网贷投资者交流，

咨询他们对银行理财和网贷平

台投资的看法，很多投资者认

为，银行理财门槛太高，流动

性较差，收益也不尽人意，网

贷平台的产品，一是起存金额

较低，适合草根阶层的闲散资

金投入；二是期限相对较短，

流动性较好，适合短期小额投

入；三是收益率较高，远高于

银行理财及基金。此外，从专

业度讲，又不需要股票投资那

样的专业分析。尽管知道高

收益高风险，但是不少投资者

认为，他们希望兼顾流动性

和收益，且他们大多认为网贷

平台的风险低于股市。另外银

行理财也在破刚兑，向净值化

转型，同样也有风险，甚至商

业银行也有破产风险的存在。

笔者从事银行业，仅从商业银

行的角度分析，虽然资管新规

出台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打

破刚兑，理财产品向净值化转

型，但是破刚兑会是一个渐进

的过程，尽管商业银行也存在

破产风险，但是也有存款保险

制度保障投资者利益，而网贷

平台一旦爆雷，投资者损失或

难以追偿。

产品的吸引力不强，直接

造成商业银行客户新增缓慢，

活跃度不高，但是商业银行也

在持续进行变革，提高服务质

量。譬如建设智慧网点，提高

网点智能化、自助化水平；进

行客户画像，开展精准营销；

迭代升级手机银行等电子产

品，提升客户体验等等。

但是这些还不够。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草 根 客

群和长尾客户的金融需求还比

较大，正是他们的金融需求没

有得到商业银行的满足，才使

得他们转向投资网贷平台。商

业银行需要真正的俯下身来，

改进自身的客户服务工作。改

善服务工作，并不是简单考核

柜员和大堂经理的微笑服务；

改善服务工作，并不是增加多

少自助设备、增加多少人工客

服；改善服务工作，并不是空

喊“以客户为中心”的口号，

而是要真正关注草根群体和长

尾客户的金融诉求，根据他们

的风险偏好，优化产品结构，

合理进行风险定价，淡化“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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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爱富”的标签，通过对客户

进行综合分层分类，真正根据

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金融服

务需求，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

专业金融服务，如此，才能优

化商业银行自身的客户结构，

储备优质客户资源，提升客户

的活跃度和忠诚度。

互 联 网 的 兴 起 ， 让 世 界

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也让金

融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入寻

常百姓家。互联网的应用，有

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加强了信

息交互，网贷平台正是互联网

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其实商业

银行也在开展网络金融业务，

不少商业银行的网络金融业务

至今不温不火，获客难、活客

难、留存难、转化难等等，这

固然有商业银行体制机制、风

险防控等多重因素，但是在获

客和客户服务中，我们确实需

要进行思考，我们有没有真正

把网络金融的思维，运用于业

务实践中，我们到底懂不懂用

户的思维，到底懂不懂用户的

诉求。

同 时 ， 我 们 的 投 资 者 教

育，依然在艰难的开展，网贷

平台、商业银行等各参与主

体，都需要将心比心，尊重并

保障投资者权益，“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很多投资者的本金都是

他们毕生的积蓄甚至是他们的

养老金。希望在未来1到2年

里，网贷平台能够良性出清，

投资者也能不断提升自身的风

险意识和金融知识水平。

来 源 ： h t t p s : / /

w w w . c e b n e t . c o m .

cn/20180712/1025063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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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

约提供新的思维、方法和技术，大数据在助推政

府权力监督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贵阳市实

施的“数据铁笼”在制约与监督政府权力方面的

实践取得了成效。政府权力监督由人为监督向数

据监督转变、事后监督向过程监督转变、个体监

督向整体监督转变，即为大数据在助推地方政府

权力监督创新的主要路径。

助推地方政府权力监督的应用实践

贵阳市的“数据铁笼”行动计划是运用新

技术手段进行的反腐探索和实践，运用大数据思

维和技术，将行政权力运行过程数据化、自流程

化、规范化，以及对权力运行过程的所有环节进

行记录、公开和分析，建立起全范围覆盖、全过

程记录、全数据监督的大数据管理监督云平台。

数据留痕，行政权力运行处处留痕。贵阳市

住建局对建筑施工实施了远程监控，在全市新开

工的房建、市政工程等都安装了远程监控系统。

通过统一的监控平台、统一的数据录入，对建设

工程的质量控制、安全生产、施工情况、作业环

境条件、防尘噪音、环境保护等实施远程图像监

控管理。此外，住建局还对建设工地参建主体与

执法行政人员行为实施双重监督，保证了建筑施

工地安全管理与房建质量，有效地遏制重大安全

事故的发生。贵阳市目前建筑工地1300多个，

但全市监督人员仅有150人。“数据铁笼”行动

计划的实施，能够为规范监督、提升效率带来转

机，工地上安装的摄像头，能够实时将数据汇总

到监控平台，工地出现问题或有关需求后，将

由监控人员“派单”，指定相应人员携带GPS去

到现场解决，有效提升了行政执法人员的工作效

率，也对其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和管理。

数据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阳市交

管局进一步全面梳理权力清单，整合工作环节，

大数据助推地方政府权力监督路径创新

【导读】以“创新发展，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天（26

日）上午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作为全球首个大数据主题博览会，数博会已成为全球大数据

发展的风向标和业界具有国际性和权威性的成果交流平台。本届数博会将举行9场高端对话

和53场论坛，大会聚焦当前大数据的热点、痛点、难点，为大数据未来发展提供全新方法路

径。本栏目收集了数博会较有代表性的相关报道，给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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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办事流程，将民警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变成真

正的透明人。目前，贵阳市交管局“车驾管”全

预约系统的运用，能够保证考试资源、窗口资源

的合理分配，杜绝暗箱操作，实现权力公开化运

行。此外，还公开了小客车摇号参数、过程、程

序，实现摇号结果的公正透明，不给权力运行留

有灰色地带。

数据分析，数据价值化体现。数据可分析

是数据价值化的体现。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通过对窗口办理数据进行全程采集，分析办理的

时间、速度、顺序等数据，住建局云数据监控平

台系统可以及时发现熟人打招呼快办、插队提前

办、花钱办事等违规行为。

实施“数据铁笼”的效果

提升政府管理效能。“数据铁笼”，其独特

之处就是通过数据的关联性来综合分析，提高对

权力运行过程监督的实时性和有效性，压缩权力

寻租空间，解决了不作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等

问题，提升了政府管理效能。贵阳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对建筑工地实施远程监控，监管人员工作

量、偏离度、超期量等数据进行采集记录、关联

分析、精准监督，提高建筑工地的管理效能。最

终实现权力延伸到哪里，规范公开工作就延伸到

哪里，实现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由“自由”向

“不自由”转变。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针对不

同民警建立个人诚信档案，能够确保在权力运行

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中都能够及时被发现、预警和

分层次推送，提高了监督管理能力。

促进“两个主体责任”落实。从技术上，大

数据可以实现权力运行数据处处留痕，并保证留

痕数据时时可记录、动态可查询、全程可追溯。

“数据铁笼”基于大数据技术能够实现权力运行

数据化，通过行政人员的履职轨迹而留痕留印，

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和可追溯。一方面有利于提

高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落实职责内容，使责任

落实明确具体。另一方面，又可以循迹查责，有

效地防止责任主体履职虚化和不作为。

有效防范廉政风险。风险防范是有目的、

有意识地通过计划、组织、控制和检查等活动来

阻止防范风险损失的发生，削弱损失发生的影响

程度，以获取最大利益。从权力运行机制看，风

险防范的关键是掌权者务必要用好权、管住手中

的权力。从权力风险控制看，关键是要找出风险

点、能预警并及时进行处置，防患于未然。“数

据铁笼”下的风险防范，更加强权力运行轨迹的

集成、挖掘及关联分析，更强化权力风险预警及

处置的数据支持，更强化对风险的预测和防控，

进而提高了风险防范的有效化。同时，通过系统

平台对数据的全程记录和反映个人行为，实现对

个人行为描述的具体化、精准化，及时发现廉政

风险。

助推地方政府权力监督的路径创新

实现人为监督向数据监督转变，保证权力监

督数据化。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数据铁笼”

为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由人为监督向数据监督转

变提供新的理念与方向，保证政府权力运行过程

中的数据化，实现权力监督的精准化、具体化和

可视化，有效地遏制了权力腐败。它通过建立网

上政务云平台，依托网上办公、网上执法、网上

审批政务信息系统，实现政府权力运行全过程的

数据化，实现权力运行过程所有痕迹和记录的可

追溯、可查询。然后再对数据之间的关联分析、

融合分析，及时发现和捕捉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异

常和风险，实现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合理性和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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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评估和审查。

实现事后监督向过程监督转变，保证权力

监督规范化。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行政监督采取的

模式往往是事后监督，有必要从事后监督向过程

监督转变，把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有机结合起

来，保持整个监督过程首尾有机联系，从整体上

提高监督效果，保证行政人员实施行政权力整个

过程行为都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大数据监督时代的到来，可为构筑“制度

+数据”的权力运行“防火墙”，让权力运行监

管制度落地，实现全天候、前方位的权力监督。

“数据铁笼”是通过大数据融合分析来提高权

力运行过程中监督的实时性和有效性，它覆盖了

各类行政事项的全过程，使得权力运行过程中的

每一个环节风险都能及时的被发现、预警和分层

次推送，真正实现事后监督向过程监督转变。行

政监督主体可以通过对数据的融合分析，随时查

看每一位行政人员的工作状态、权力运行流程轨

迹、跟踪监督、数据比对等行政办公业务，对行

政权力运行过程实时监督、实时督查和纠偏改

进，保证权力监督规范化。

实现个体监督向整体监督转变，保证权力监

督普遍化。大数据时代改变了信息传播和信息交

换的方式，人人都是信息和数据的制造者，人人

都握有“话筒”的舆论场，个体可以将个人重要

问题演变成公众议题，凸显了个体的主动性和能

动性，极大地增强集体行动的能力。（作者 谭海

波 蒙登干）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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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类移动应用程序（App）在给公众

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其背后存在的强制授权、

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也给用

户个人信息安全带来极大隐患。近日，上海检察

机关就此向多家互联网企业发出公益诉讼检察建

议书。如何看待公益诉讼对于规范App违法收集

个人信息乱象的意义和价值?App在收集个人信息

时又该如何落实“必要原则”?本期“声音版”

邀请相关专家和读者一道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齐爱民：重庆大学网络与大数据战略研究院

院长

许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

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阿拉木斯：网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网络空间

安全协会理事

周慧虹：银行职员

史洪举：法官

期待公益诉讼承担起个人信息保护重任

齐爱民

大数据时代，企业采集用户个人信息的主

要目的之一就是基于海量和领域交叉的用户信

息，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用户的消费行为进行分

析，进而精准匹配投放商业广告，以达到“一对

一”“千人千面”的营销效果。但在隐私政策缺

失或无法真实发挥约束作用的现状下，通过手机

App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使得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和相关安全隐患剧增。然而，由于普通消费者和

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就个人信息的获取、利用等

存在信息不对称，加之消费者在维权时经常面临

举证难困境，这都使得消费者个人主体很难对

App违规收集利用个人信息乱象起到遏制作用。

此前，App违规行为已经引起消费者协会和

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17年12月，江苏省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百度违法获取用户信息权限

及相关问题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2018年11

月，中消协发布《100款App个人信息收集与隐

私政策测评报告》，揭示出个人信息收集情况不

容乐观；今年年初，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又联合

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行

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今年6月，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组织开展了App违法收集个人信息问题的

专项调查，并向存在相关违法情形的App开发者

发出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书。

可以说，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始

终面临着违法成本低与维权成本高的双重困境。

在行政手段之外，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根本还在

于立法与司法。从立法角度看，诸多手机App开

发商、运营者之所以敢于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

息，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法律不够健全。目前，

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始终是依附在隐

私、网络安全等领域，尚未形成法定的独立权

利，且大多是概括性、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

大数据时代 个人信息如何才能不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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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因此，有必要加快专门立法进程，让个人信

息保护步入法治化轨道。

从司法实践角度看，由于手机App过度收集

用户个人信息的受害者比较分散，且个人维权成

本较高，举证艰难，极少出现用户个人提起诉讼

维权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确定最佳的个人信

息保护方式和保护主体显得尤为重要。在寄希望

企业自律和个人主体主动维权难以实现的情况

下，为确保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无虞，笔者认

为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或许是目前为止最佳

的选项。

公益诉讼一般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组织和个

人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作为公权力代表

的检察机关针对App违法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

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是一种公益诉讼领域的全新

尝试，将对维护公共利益中的个人信息权利，规

范App行业乱象产生积极影响。

第一，树立法律权威，引起互联网行业高度

重视。以公权力介入民商法违法领域，将极大树

立法律的权威，给App行业违法收集个人信息乱

象以强大震慑，既体现出国家对于法律的高度执

行力，也能让互联网行业予以高度重视，从而进

一步推动相关企业主动建立和认真对待消费者个

人信息中的合规性制度，有效推进个人信息保护

工作。

第二，为行政执法保驾护航，提高执法效率

和执行力。国家网信部门在处理违法收集利用个

人信息案件时，往往由于处罚力度和执行力度的

不足难以真正对违法企业产生实质性影响，以至

于不法企业反复出现违法乱象。通过提起公益诉

讼的方式，将为后续行政执法提供强大的法律后

盾，强化执法效率和执行力。

第三，增加公共利益的维权路径，强化公民

个人信息权利保障。通过检察机关针对App违法

收集个人信息领域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解决用

户在互联网络中的弱势地位和举证艰难的困境。

这种通过增加公民维权渠道的方式，对规范互联

网行业的个人信息保护将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程，从根本

上规制互联网行业个人信息收集使用乱象。目前

我国已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纳入立法规划，检察机

关的公益诉讼实践是将来确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具

体规定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对于个人信息保护

法出台后可操作性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破解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必要原则”困局

许可

丰富多彩、应用广泛的App已经成为我们每

个人须臾不离的生活工作助手，但与此同时，

App也成为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的重灾区。有

鉴于此，今年2月，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

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组织开展App违法

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行动，要求网络

运营者遵循必要原则，不收集与所提供服务无关

的个人信息，从而划定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边

界。

其实，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必要原则由来已

久。早在1981年，欧洲理事会在《关于个人数据

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中就规定：个人数

据应出于明确、具体及合法的目的而收集，且对

其处理目的而言，数据应适当、关联且不过量。

必要原则在1995年欧盟《数据保护指令》被进一

步强调，最终成为2018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DPR）的六项处理原则之一。

基于上述国际经验，我国网络安全法第41条

亦明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必要原则。2018

年，国家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5.2条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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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三项衡量标准，即收集个人信息与实现产品

或服务的业务功能之间的直接关联、最低频率和

最少数量关系。

然而，在大数据时代，必要原则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

据时代》一书中所指出的，大数据的价值不再来

源于基本用途，而是源于其二次使用；更重要的

是，许多数据在收集时并无意他用，最终却产生

了诸多创新性用途，显然，数据收集者永远不可

能提前告知收集时尚未想到的目的。以美国芝加

哥通信公司为例，其收集用户位置信息的主要目

的是确定手机信号覆盖情况。但在新的场景中，

通过采集在特定地点所有手机用户的信息，它还

能计算出开车经过特定广告牌的人数，进而估算

出广告牌的价值，显然，这是收集目的的一次重

大转变。

不唯如是，社会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士都知

道，当人们事前知道其信息将被收集和度量，就

可能导致最终结果出现偏差，这是因为人们会不

自觉地改变行为，甚至出于利益考虑而操纵或破

坏数据。所以，在很多场景下，用户数据的被动

收集和间接度量比主动收集和直接度量，更能实

现收集的初衷，而这样的目的往往是无法向用户

告知的。

2009年，在甲型H1N1流感爆发前几周，谷

歌使用了亿万用户的检索词准确预测了流感发生

的地区和州，如果严格遵循必要原则，这一尝试

不但在技术上不可行，在成本上也是难以想象

的。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践行必要原则，防范

个人信息被无节制、无边际地收集和使用，另一

方面，又要为后续创新容留空间，避免过分阻碍

数字经济的发展，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这一

难题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解答，但不妨从如下方

面探索可能的解决之道。

其一，清晰、灵活地划定收集范围。必要

原则的症结在于难以判断“究竟何为必要”，或

者“究竟哪些个人信息与服务相关”。为此，

监管者不妨尽量在事前列出与特定服务直接相连

的个人信息范围。最近，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制定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基本业务功能

必要信息规范（V1.0）》便依照这一思路，明确

了地图导航、网络约车、即时通讯社交、网络支

付等16种服务所需的个人信息类型。但必须指

出，在产品迅速迭代、服务日新月异的今天，上

述规范不应视为相关App不能在上述范围之外另

行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而应理解为给企业额外

增加了自证清白的负担。简言之，一旦在事后发

生执法和纠纷，它们必须证明自己已充分告知了

用户，并且相关信息的收集和使用符合其产品定

位、商业惯例和商业道德。

其二，严谨、务实地解释“目的”。欧盟

在GDPR的起草中，已经意识到数据的二次利用

可能与原先目的无关，为此GDPR特别引入“兼

容使用”概念。这意味着企业可以在既有目的之

外，对数据作出后续处理。当然，这并非没有限

制，监管者需要综合考量后续使用目的与原先目

的之间的关联性、数据收集的场景、该场景下个

人的合理预期、数据性质、后续使用产生的后果

及现有的保障措施等。

其三，促进市场化的个人信息保护。如果我

们把个人信息保护理解为一种服务，那么通过市

场来让个人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不失为激励相容的

治理方式。美国一项针对30万款App的定量分析

发现，较之收费App，免费App中收集个人敏感

信息的现象更为频繁。就此而言，个人信息已经

成为隐形的价格。以此观之，一些禁止网络运营

者服务质量、价格差异的条款的规定，则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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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市场经济规律的眼力。恰恰相反，监管者应

当鼓励App披露其定价策略和个人信息收集之间

的关联，使得用户充分知情后作出审慎决定。

其四，通过科技降低个人信息收集的需求。

数据难以流通是各个App争相收集个人信息的重

要原因。由于制度缺失和安全担忧，企业不愿意

共享数据。数据孤岛的现实，迫使所有人都必须

自力更生，凭借一己之力，尽可能多地从用户那

里攫取数据。如今，通过“多方安全计算”技

术，企业可以在原始数据不出域的情况下实现数

据共享、计算、合作，从而在维护数据安全、保

护用户隐私、挖掘数据价值之间取得了平衡，这

必然大大缓解企业对取得个人数据的焦虑。

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并不矛盾，正

如个人权利和企业利益并不矛盾一样。作为立法

者和监管者，理应执其两端、统筹各方，最终实

现共生共享共赢的网络空间。

众议

用公益诉讼保护个人信息应审慎

阿拉木斯

目前，在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这一领域，关

于个人信息和数据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权利

或权益，是财产权还是人身权，如何平衡保护和

利用的关系等一些关键的、底层的问题，在整个

国际范围内相关的制度和研究都远没有达到相对

成熟的程度，还有很多关键核心问题需要得到破

解和形成共识。去年欧洲虽然出台了《一般数据

保护条例》（GDPR），但争议仍很大，尤其是

在产业界。

单就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本身而言，其一般

不会产生直接危害后果，只有这种行为和非法使

用、转让、披露等一起发生时，才会带来侵害

后果。因此对过度乃至未告知收集等其他非法收

集个人信息的规制，需要视不同情况具体来看。

进一步来说，关于个人信息保护，远不像目前已

经纳入公益诉讼范畴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等领域那样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法

律和制度体系，执法部门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和判

断方法，因此用公益诉讼保护个人信息应审慎推

进。在互联网这个快速发展变化的领域，在很多

问题上需要看得更全面和更长远，并且进行过充

分的论证，才可能得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法律解

决方案，实现发展和规范的平衡。

防止App越界需联动处置

周慧虹

App开发运营者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一旦保

管与使用不当，极易为电信诈骗、窃取个人网上

钱财等违法犯罪活动留下可乘之机。为从源头上

查堵漏洞，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将App开发运营

者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控制在最少够用原则范围

之内。近日，《移动互联网应用基本业务功能必

要信息规范（V1.0）》发布，针对不同行业、服

务类别，进一步细化了原则标准，让最少够用等

相关原则更具可衡量性与可操作性，此举有助于

遏制有些App开发运营者“揣着明白装糊涂”，

继续过度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在此基础上，对信息安全、网络消费等负有

监管职能的各级机构还应携手联动，进一步完善

工作协调机制，着力构筑起一张防护个人信息安

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大网，努力使非法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等行为无从遁形，让社会公众

不再因个人信息被无端泄露而担惊受怕。

压实应用商店和开发者责任

史洪举

打击超范围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和窃取隐私的

App并非无法可依。根据有关规定，App未向用

户明示并经同意，不得开启收集地理位置、读取

通讯录等功能，不得开启与服务无关的功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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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就将承担下架等责任。应用商店对此也负有监

管等责任。同时，根据网络安全法，侵犯个人信

息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款，并可责令其停业

整顿，关闭网站、吊销证照。尤其是，根据刑法

有关规定，非法获取行踪轨迹、通信内容等信息

50条以上的，就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向一些非法过度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App

说“不”，根本不能靠弱势的消费者自觉发现和

抵制，更不能靠唯利是图的应用商店及App开发

者良心发现。而应靠监管部门积极作为，科学应

对，妥善处置。具体而言，除制订强制标准外，

还应注重监测、下架、屏蔽违规App，追究开发

者和应用商店的违法乃至刑事责任。进而压实应

用商店的审核责任和开发者的主体责任，让其多

些对规则和用户权利的尊重。让用户真正享受到

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而非在科技的发展下沦为

毫无还手之力的“裸奔者”。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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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多元化支付手

段的不断涌现和公众消费习惯的逐步改变，公众

对现金服务业务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目前，

传统现金服务业务模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

求，有待借助大数据思维，推动现金服务业务转

型，切实提高现金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当前，传统现金服务业务模式尚存在不少缺

陷，具体包括：受经济效益、人员不足和管理便

利性等因素的影响，流通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小

面额人民币的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的问题；在个

别营业窗口、菜市场等特定地点流通的人民币整

洁度有待提高；由于可流通纪念币（钞）鉴别难

度较大，直接影响了此类货币回存的工作效率和

服务质量；残损人民币回收机制尚不完善，回收

工作还不同程度存在履职不尽责、服务不到位的

问题，公众主动将残损人民币缴存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意识不强；反假货币协调联络工作还存在短

板，不同单位和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还不健

全，无法及时实现资源共享。

在大数据盛行的今天，建立大数据平台势在

必行。现金服务大数据平台应包括三部分内容：

人民银行的大数据监管平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大数据应用平台和服务平台。其中，人民银行可

以对现有的业务系统进行整合或重新开发，建立

一整套科学、规范、可扩展的大数据监管平台；

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整合已有的数据资源，借助大

数据思维，大力推动银行业现金服务业务转型；

公众可以通过大数据服务平台，及时了解提供现

金服务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大数据服务平台提交

预约需求、投诉和建议等。

笔者认为，建立大数据平台对相关金融机构

推进现金服务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小面额人民币供给能力能够得到提升。借

助大数据应用平台，银行业金融机构能够实时、

精确掌握本单位的现金库存情况，并结合各网点

对不同券别的需求分析，为网点小面额现金调剂

服务提供强大的支持和保障。借助大数据服务平

台，公众可以实时了解附近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

网点的小面额备付金存量情况，按需提出预约服

务，便于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时调整小面额备付

金标准。

流通市场人民币整洁度能够显著提高。借助

大数据监管平台，人民银行可以科学指导银行业

金融机构合理调整库存的券别结构以及不同券别

大数据背景下现金服务业务转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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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原封新券和回笼券的投放比例，有针对性

地改善区域或行业流通市场不同券别人民币的整

洁度。

普通纪念币收兑渠道能够更加畅通。借助大

数据应用平台，可以为近几年发行的普通流通纪

念币（钞）的图样、公众防伪特征等建立样本数

据库，供临柜业务人员在收兑纪念币（钞）时参

考，临柜业务人员还可以得到在线专家指导。公

众也可以通过大数据服务平台，了解各种纪念币

（钞）的收兑服务信息。

残损人民币兑换机制能够得到健全和完善。

在大数据架构下，通过建立残缺污损人民币样币

及兑换标准数据库，可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临柜

人员开展兑换业务提供参考和依据。临柜人员也

可在线进行咨询。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服务信息

也可以在大数据服务平台上公布，便于公众就近

得到满意的服务。

反假货币成员单位协作模式能够趋于成熟。

运用大数据思维模式，对现有反假货币系统进行

功能升级，有利于实现反假货币组织间的数据共

享。同时，通过为公众设立假币举报和咨询服务

平台，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形成反假货币工作

的整体合力。 （记者 毕英丽 马刚）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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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万物及万物“普遍联系”的全景

式记录，被称为“信息时代的石油”。当前，我

国正在大力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

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

改善，成为大数据发展的时代命题。编者特邀请

三位专家，分析如何避免数据孤岛、隐私泄露、

算法歧视等问题，探讨大数据时代的依法治理之

道。

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

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互联网快速

发展不断积累的海量数据，使人类一切活动数据

化，万物互联，一切留下痕迹。通过算法对数量

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大数据进行采集、

存储和关联分析，可以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

值、提升新能力。

如今，大数据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比如，包括人脸

识别在内的智能防控系统提高了案件侦破率；健

康医疗大数据推动人工智能辅助医疗，可以缓解

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现状；城市大脑与智慧城市的

发展，既可以缓解交通拥堵等老大难问题，还可

以使城市生活更为美好；基于大众供给方与大众

需求方供需大数据精准匹配的分享经济新业态，

可以极大提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正在迅速改变

传统生产方式，推动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

展。

由于我国网民人口数量大，大数据应用场景

丰富，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强，大数据

发展具备各种非常有利的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

要求，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有力支撑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

慧社会建设，这为我国大数据发展明确了方向。

大数据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我国大数据发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与

挑战不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数据共享不畅，制约大数据发展与应用。

近年来，随着政务信息化的稳步推进，一些地方

和部门依托网络平台创新政务服务，“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改革措施

不断涌现。但是，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管理分散、

办事系统繁杂、事项标准不一、数据共享不畅、

业务协同不足、数据开放滞后等问题较为普遍，

制约了大数据发展与应用。

比如，一直以来受到各界诟病的“奇葩证

明”现象，根源在于政府部门间的数据无法共

享，只能要求当事人自己承担证明责任。再如，

按照法律规定，电子商务平台有义务对平台经营

主体的经营资质进行审核，但是，由于不少地方

管理部门的资质审批信息不对外开放，使平台根

本无法履行这种审核义务，导致法律要求无法落

地。数据共享不畅，导致办事难、办事慢、办事

繁等问题不时出现，也制约了政府监管能力的提

大数据时代 良法善治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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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跟不上大数据发展步伐，甚至会错失大数据

发展带来的各种机会。

万物互联环境下，数据安全风险外溢，给国

家安全带来新挑战。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

况没有根本改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较大风

险，并会外溢至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

等不同领域。几年前发生的“棱镜门”事件，已

经给全世界敲响了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警钟。

在算法为王的大数据环境下，如果对算法缺乏有

效监管，以个性化定制推送为特征的信息内容传

播恐会对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加剧两个舆论场

的相互背离现象，进而引发社会治理危机。

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和处理，加大个人数据

被滥用和权利被侵害风险。大数据中最有价值的

无疑是个人数据。通过软件、传感器、各种终

端等，不同数据控制者都可以对个人活动信息全

程采集、实时处理。一旦违法违规采集、使用、

交换个人信息，就会导致个人数据被滥用，引发

诸如诈骗、绑架、敲诈勒索等连锁负面后果，影

响公共安全与人身财产安全，徐玉玉遭电信诈骗

案就是典型。一些App超范围采集与其提供服务

无关的个人信息，隐含巨大的个人信息被滥用风

险。同时，在大数据处理过程中，根据财富、性

别、肤色、种族、人种、健康状况、地区差别等

各种外在因素所进行的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

预测性识别等，不仅涉及滥用个人数据，更会侵

犯数据主体的各项基本权利，造成新的不平等。

传统体制机制规则滞后，不适应大数据发

展要求。当前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

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为全球性

趋势，带来的是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而传统体

制机制规则不适应大数据发展要求的现象日益明

显。比如，根据业务领域划分边界的传统行政管

理体制和信息系统，很难适应大数据融合要求，

出现信息系统林立的信息孤岛现象；按照目前法

律规定，机动车只能由获得驾驶员证书的人员驾

驶，测试车不得上高速公路行驶等，明显不适应

无人驾驶的发展；基于生产与消费两分的传统行

政许可管理方式，无法直接照搬到建立在大众供

给基础上的分享经济新业态；传统的权利关系与

权利规则无法解决市场主体之间的新型数据权益

冲突。

构筑大数据法律体系应坚持的基本法律原则

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实施大数据发展战

略，相继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关

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

意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发展规划》等文

件，从顶层进行布局。2015年，国务院《促进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了大数据发展相

关的法规制度建设的具体要求，包括修订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积极研究数据开放、保护等方面制

度，明确政府统筹利用市场主体大数据的权限及

范围；制定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办法，建立政府部

门数据资源统筹管理和共享利用制度；研究推动

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作，界定个人信息采集

应用的范围和方式，加强对数据滥用、侵犯个人

隐私等行为的管理和惩戒；推动出台相关法律法

规，加强对基础信息网络和关键行业领域重要信

息系统的安全保护，保障网络数据安全；研究推

动数据资源权益相关立法工作。

经过几年努力，目前，网络安全法已经颁

布实施，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网络安

全基本制度；电子商务法对企业的数据报送、提

供制度做了原则性安排，为管理部门利用市场主

体大数据提供了法律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

订出台，为打造政务公开升级版，提升政府信息

资源管理水平创造了条件；《国务院关于在线政

务服务的若干规定》对于促进政务服务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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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明确了基

本要求；国务院推进“放管服”改革相关文件，

对于推进体制机制变革，优化营商环境，进行了

全方位探索；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

被列入本届人大一类立法计划，正在起草过程之

中，有望进一步夯实数据安全基本制度。另外，

贵州、天津等地相继制定推动大数据发展的地方

性法规，更多地方制定了相关的政府规章或规范

性文件；上海等地正在制定促进公共数据开放的

地方性法规或规定，各地数据开放工作和制度建

设全面推进，大数据发展与应用水平快速提升。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大数据法规制度

建设根据良法善治的要求，体现了四个鲜明的特

点，也是构筑大数据法律体系应该坚持的基本法

律原则：

以底线思维构筑大数据发展安全防线，加强

领导体制，优化执行体制，强化预警、预测与预

防，加强信息共享与综合能力建设，有效防范重

大安全风险，及时处置突发安全事件，维护国家

利益。

以创新思维推动体制机制变革，“放管服”

并重，包容审慎监管，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

性，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创新政府与服务型政

府共同推进，推动新业态发展，培育新动能，主

动引领大数据发展。

以法治思维明确不同主体行为规范与权利边

界，着力处理好管理部门与市场主体，市场主体

之间以及市场主体与数据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既维护数据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也促进市

场主体之间的良性数据竞争，并借助大数据提升

政府监管能力与服务能力。

以共治思维推动体系性解决，重视大数据发

展面临问题与挑战的复杂性、共生性与相互转化

性，避免线性思维、单向思维，构筑多元主体参

与、多种政策工具并用、激励约束并重、依法治

理与数据治理相结合的大数据治理新格局。（作

者 周汉华）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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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与成熟，大数据产业与各行业

深度融合并引发各种变革的趋势愈发明显。其

中，大数据一词更是在去年各种年度重要会议、

时间节点和国家战略中频频亮相。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也开始对人工

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产生了一些疑虑。究竟人工智

能会不会替代越来越多人工力量?在科技飞速发

展的同时，我们又该和这些新数据如何相处?对

此，台北医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谢邦昌明确表

示，未来已来，不论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只要

人类与之形成很好的协作关系，一定会更好推进

人类智慧的成长。

人类要跟人工智能好好相处

作为一种智能工具，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

经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并不是

非常直观，但当人们进行学习、租房、打车、

看病、娱乐、点餐等任何一项日常活动时，都已

经离不开智能工具的辅助。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就是智能手机如今已几乎融入到家家户户的生活

中。

智能给现代生活带来的便捷效果已非常明

显。另一个显著进步，在谢邦昌看来，就是随着

人工智能不断进步，在人工智能辅助之下，人也

变得越来越聪明。首先就是人们获取知识的效率

越来越高，谢邦昌介绍，普通人一辈子对大脑使

用率不会超过20%，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协助人

类开发自己的大脑，也会因此变得更加聪明。

回顾去年万众瞩目的人机围棋大战，智能机

器人AlphaGo以4∶1的成绩轻松战胜人类顶级围

棋高手李世石，让世界震惊。AlphaGo的亮相，

也证实了人类和人工智能在智力上存在明显差

距，这也引起社会各界的轮番热议，在震惊同

时，也产生了一些恐惧。“不过，这并不是最终

结果”，谢邦昌表示，“还有一层结果是，挑战

过AlphaGo的职业棋手，通过与智能机器人不断

切磋学习，也会棋艺大增，通过一次次突破自己

极限，变得越来越优秀”。此外，在战胜人类职

业棋手之后，AlphaGo又以围棋教学软件的角色

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在支持围棋事业层面，无

论是业余少年群体的普及，还是优秀围棋手的培

养，都发挥出了更大作用。

事实上，除了AlphaGo，我们今天所用的电

脑、手机等智能工具，在很多方面都比人聪明。

但人类不但没有排斥，反而越来越离不开它。在

谢邦昌看来，这也说明手机越来越懂人、越来越

接近人类。另一方面，这些智能工具的应用离不

开人类操作，所以手机、电脑与人其实正在形成

很好的协作关系。“我认为，人类一定要跟人工

智能好好相处，人工智能一定要跟人类脑力相结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未来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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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人类的工作也不会被

人工智能取代，而是会和它共同完成。”谢邦昌

对此表示。

智慧演进要靠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人工智能比人聪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聪

明只是前提，怎么应用好才是关键所在。

谢邦昌以台湾智慧医院为例，这家医院与

很多大数据平台思维相同，把所有医院平台进

行整合，通过蓝牙、传感器等数据共享，打造

“Smart Hospital”。这也是在台湾地区建立的

首个智慧医院。在这家智慧医院里，通过对医疗

影像整合，可以清楚看到病人到底存在哪些疾

病。通过智能医疗器具，可以做到对病人360度

的全面检查，并帮助医生做到更精准的医疗诊

断。

从智慧医院的打造可以看出，医疗是人工智

能技术中非常好的应用领域。在台湾，几乎所有

医科大学在教育、研究等各方面都已整体迈向人

工智能领域；精致农业也早已完成在大数据人工

智能上的布局；智慧电网、“便利店”诊所的逐

渐普及，甚至在执法机构逮捕毒贩和吸毒者时，

也已经同样离不开人工智能的支持。

“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来袭”，谢邦昌此前

早已在各种场合表达过自己的这个看法。在此次

数博会上，谢邦昌更是进一步呼吁：大数据人工

智能的发展已经来到每个人身边，政府企业一定

要积极拥抱。面对大数据产业是否存在泡沫的质

疑，谢邦昌也坚决表示，人工智能不会泡沫化，

“人工智能只会越来越严谨、越来越智慧，绝对

不会泡沫化。未来智慧的演进需要靠大数据不断

累积与分析。”

谢邦昌将现在时代定义为“弱人工智能时

代”，而未来会是“强人工智能时代”和“超人

工智能时代”。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技术未来一

定会越来越先进，关键问题在于人类该怎么善用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一定要想清楚从应用、

社会层面，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数据孤岛就像是“老年痴呆”

当大数据落实到应用层面，就不可避免要谈

到产业间的跨界融合。这也被业界普遍认为是未

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对此谢邦昌举例称，可

能只是“卖花”一项业务，就能联系到金融、生

产、流通等各领域，所以大数据接下来的发展也

绝对要跨界。从医疗、食品到金融，垂直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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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整合也越来越重要。“其实人类大脑本身就

是不同领域的整合，也就是智慧的体现”。

不过谢邦昌也指出，实现产业跨界的前提，

一定要形成数据开放共享的局面。据介绍，目前

台湾是全世界“Open Data”最多的地方，这里

的医疗数据和农业数据库等数据都可以轻松拿得

到。“一家医科大学，就可以跟台湾相关的ICT

（信息、通信和技术）进行整合，跟HTC、联想

都整合。一进入台北，就可以马上知道每条路的

房价，结合GPS数据可以了解整个市区的生活品

质、CP值（性能价格比），甚至还可以看到这个

区域的犯罪、空气、噪音等各种情况。”谢邦昌

表示。

不过，与数据共享相对立的概念就是“数

据孤岛”。谢邦昌把数据孤岛的现象比作“老年

痴呆”，就是各神经的链接断开，不能将信息

传达给大脑，从而导致失智。而数据与数据间不

能连接，就无法进行整合分析，数据也就失去了

价值。“所以中国古代的偏方，因为敝帚自珍导

致失传，成为阻碍医学发展的痛处。但《本草纲

目》把所有的用药加以整理分析，提供大家参

考，并能流传500年之久，这就是大数据，而不

是数据孤岛。”谢邦昌举例道。

隐私和共享相辅相成

当然，为更好地实现智慧演进，大数据必须

要共享与融合。但在实际情况中，随着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社会上对于个人数据的隐私

安全问题也越来越敏感。尤其在数据共享局面形

成后，这两者间会不会产生直接的对立冲突?数

据的开放会不会直接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负面影

响?针对这个问题，谢邦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个人隐私和数据共享会是一种相辅相成

的东西。共享前提一定是信任机制的建立，在一

个共同的信任机制里，每个人的隐私都展现在这

里，一旦向信任机制以外的人泄露，他马上就会

被发现、被围观，受到惩罚。“所以，共享本身

就是一个很好的监督和保护机制。在共享过程中

也会产生共同保护。”谢邦昌表示。

此外，个人隐私在大数据时代也会衍生出

新的保密机制。区块链就类似这样一个角色，其

最本质的内容是信任和安全。最核心的技术则是

密码学。通过大数据的加持，密码学变得越来越

精细，越来越难解，个人隐私数据掌握不到任何

人手中。“可见，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不断进步，促使密码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

潮，因此解决很多领域隐私问题的效率就会变得

越来越高。”谢邦昌表示。

最后谢邦昌总结称，大数据其实就是数据分

析，包括文字、声音、影像、甚至意念的整合，

所有这些东西经过整合、分析就可以产生智慧讯

息，这些智慧讯息经过再搜集、再精华以后，就

变成今天所讲的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的应用还

要结合人类智慧，人类智慧要告诉人工智能何为

真假、何为虚实，也是在这种不断磨合中，人工

智能也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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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存在融合发展深度有待加

强、融合创新能力亟待提升、政策支持和服务支

撑力度不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把

大数据机遇转化为发展红利，需要以“大数据+

实体经济”为抓手，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融合发

展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夯实融合发展基础，激发

实体企业与大数据融合发展动力，全面促进大数

据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当前，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

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引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正在日益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大数据既是

大机遇，也是大红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标志着大数据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应

用，加快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将为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注

入强大内生动力，助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迈向

高质量发展。

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瓶颈性问题不容

忽视

在信息时代，数据已成为继劳动力、土地、

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之后的新型生产要素，并

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源泉。近年来，

我国大数据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融合发展步伐也不断加快，以大数据为代

表的信息技术在企业、行业和区域等各个层面深

层次渗透，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当前，大数据与工业深度融合推动产业质

量效益持续提升，引领了工业行业提质增效，工

业持续向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

制、服务化延伸融合升级；大数据与农业深度融

合推动产业生产管理水平持续优化，支撑了农业

产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业持续向生产管理精

准化、质量追溯全程化、市场销售网络化融合升

级；大数据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涌现，促进了服务业转型升级，服务业持续

向平台型、智慧型、共享型融合升级。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我国各省市在推动大数

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进程中，还存在五大

瓶颈性问题。一是大数据与工业融合发展深度有

待加强，大数据与研发设计、生产管理、关键设

备等环节的融合仍是难点，工业转型升级的压力

较大。二是大数据与农业融合推动农业发展的能

力亟待突破，数据采集、保存成本较高，大多数

农业企业在信息资源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方面才

刚起步。三是大数据与服务业融合创新能力亟待

提升，服务业企业与用户在线实时双向开展精准

营销的企业不多，大数据与服务业融合的模式及

加快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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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有待创新。四是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的政策支持和服务支撑力度不足。五是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东西部地区、城市及农村地区信

息基础设施悬殊较大。

以“大数据+实体经济”为抓手，促进融合

向纵深发展

把大数据机遇转化为发展红利，需要以“大

数据+实体经济”为抓手精准施策，加快推进大

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向纵深发展。

一是推动“大数据+工业”向纵深融合，推

动中国制造升级。推动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应

用，加快部署和发展工业互联网应用，推动工业

向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

化延伸融合升级，打造数字工业。加快发展网络

化协同制造，发展协同研发、众包设计、供应链

协同、云制造等网络化协同制造模式，推动生产

制造、质量控制和运营管理全面互联。加快发展

个性化定制，鼓励企业运用大数据充分整合市场

信息和客户个性化需求，挖掘细分需求，开展个

性化定制服务。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鼓励传统

企业推进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仓储物流、电商

销售等服务功能的商业化剥离，从产品制造型企

业向制造服务型企业转变。积极实施工业技术软

件化工程，大力研发推广使用工业APP，整合工

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销售、

售后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企业数据，促进软件技

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构建工业互联网的产业

支撑体系。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

推进中国制造国际影响力从低价低端型向优质高

端型转变。

二是推动“大数据+农业”向纵深融合，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构建集大数据、云计算、

互联网、物联网技术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模

式，大力推动大数据在农业生产管理、产品追溯

和市场销售中的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实现

现代农业生产实时监控、精准管理、远程控制和

智能决策。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管理精准化，逐步

开展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全面结合的新型农业，

建立完善的农田地理信息系统，通过土壤肥力管

理、农田边界管理、产量管理、精确定位病虫害

控制方法和施肥决策管理等，提高农产品质量。

加快推进农业质量追溯全程化，运用大数据打通

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各个流程，形成完善的

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安全信

息追溯闭环。加快推进农业市场销售网络化，积

极培育农村电商主体，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

商应用能力，建设信息开放共享、数据互联互通

的农业电商公共服务系统，构建农产品冷链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网络化运营体系。加强农

产品在线营销环节与用户或消费者的互动，综合

质量追溯和用户评价反馈等信息，指导农业生

产、销售和服务更加精准化，加强农产品交易、

质量、需求、价格变动分析与预测，为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技术支持和产业支撑。

三是加快推进“大数据+服务业”深度融

合，推动服务业向平台型、智慧型、共享型发

展。创新大数据与服务业融合应用场景，不断深

化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加快发展平台型服务业，

建立健全旅游、物流、信息咨询、商品交易等领

域平台经济，融合各领域综合管控系统、流量监

控预警系统、应急指挥调度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电商平台、微信平台、手机APP等，将数据

资源转化为新型融合服务产品。发展数字金融、

智慧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推进“互联网+”普

惠金融发展，发展网络金融、移动金融、区块链

金融、网络股权众筹、互联网信贷、互联网支付

等新金融产品。以物流云建设为纽带，加快推进

信息化物流园区、智能公路港、智慧物流园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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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整合现有园区、企业信息化平台，实现

货源、车辆、仓储的数字化管理和网络化交易。

加快发展共享型服务业，持续壮大智慧旅游、智

慧健康、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

推动共享经济产品服务体系创新、平台创新和协

同方式创新。

四是加大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政策

支持力度，完善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支撑服务体

系。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建议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牵头，相关部委配合，制定出台国家层面的

《关于促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具体指导全国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推进和政策指导。

其次，加强资金以及人才支撑。建议国家财政设

置大数据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基

金），重点支持具有试点示范效应的省份、城市

和企业，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大

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经济管理等专业

人才培育、引进，设置智能制造一级学科，在相

关一级学科目录下设置智能制造、智能服务、智

慧农业等二级学科，推进新工科建设。再次，营

造良好发展环境。以专项资金、税收优惠、投融

资对接等多元化方式加大对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

合的资金支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实体经济企业重大项目建设、企业技

术改造。进一步探索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制、政策

等保障体系，创造融合发展政策环境、科研环

境、创新环境、人才环境，创新融合推进机制、

协调机制和共享机制。

五是全面夯实融合发展基础，激发实体企业

与大数据融合发展动力。加强政府引导，重点推

进新一代光纤网络、移动通信基站、公共场所无

线局域网建设，推进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强根固本。重点

加强对中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开展西部

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提升骨干

网络传输能力，提升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的基础

带宽，加强5G、北斗、绿色大数据中心和网络

安全建设。率先在贵州、上海、河南、重庆、沈

阳、京津冀、珠江三角洲等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部署5G通讯网路，支持打造5G典型场景示范

应用，夯实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基础。

（记者 李胜）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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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贵州

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

“大数据融合推动贵州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在

贵阳举行。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贵州把融

合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鲜明导向，大力推进

大数据与各行各业融合，全省大数据发展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

力、增强了动力、开辟了新的路径。同时，贵州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深做实

“四个强化”，打造全国大数据发展首选“实验

田”，着力将大数据产业培育成高质量发展新的

支柱产业。2014年以来，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四年排名全国第一，数字经济吸纳就业增速连续

两年排名全国第一，大数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20%。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018年，全省共建设102个融合标杆项目、

1050个融合示范项目，带动融合企业1625户，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水平达到36.9，

正由融合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加速迈进。

大数据推动工业向智能化生产、个性化定

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转型。33.9%的工

业企业实现大数据与研发、生产、销售、管理等

关键业务环节全面融合。

大数据推动服务业向平台型、智慧型、共享

型融合升级。18.5%的服务业企业实现企业间关

联信息共享交互，54%的服务业企业依托数据实

现成本、利润分析决策，平台化成为服务业发展

重要方向，数据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

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智慧金融等新模式新业态

不断涌现。

大数据推动农业企业向生产管理精准化、

质量追溯全程化、市场销售网络化融合升级。全

省农业企业实现生产管理精准化、质量追溯全

程化、市场销售网络化的比例分别达到27.7%、

12.2%、57.9%，458个农产品被纳入追溯系

统，10个农业物联网基地建成。

大数据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我省把大数据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建设数

字乡村作为数字贵州建设的重要方面，大力推动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生产管理服务中的

运用，加快农村数字化、智慧化进程，为乡村振

兴赋能。

大幅改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全省所有

行政村光纤宽带和4G网络实现100%覆盖，30户

大数据融合推动贵州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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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自然村4G网络覆盖率达85%，提前两年超额

完成国家规定目标。“广电云”实现村村通户户

用，普及率居全国前列。

推动农产品风行天下。构建农产品产销对接

体系平台，建成县级电商运营服务中心70余个、

村级电商服务站点10250个，全省所有乡镇快递

物流实现全覆盖。79个市县入选国家级和省级电

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实现了黔货“触网”，推

动了“黔货出山”“农货进城”。

农村生产管理更加智慧。打造一批示范应

用，助推农村产业革命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建成500亩以上坝区农业大数据平台，具备对全

省500亩以上坝区农业产业的空间分布、统计分

析、决策调度、进度管理、数据采集等综合业务

功能。

大数据与服务民生融合

释放高质量发展数字红利

我省充分利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

实施民生服务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开展“数字

民生”攻坚战和群众办事痛点堵点难点疏解行

动，推动民生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大幅提升。贵州着力打造

“进一张网、办全省事”的政务服务网，在手机

端建设云上贵州多彩宝，在电脑端建设贵州政务

服务网。如今，通过多彩宝的电子凭证，在贵阳

坐飞机不用带身份证，开汽车不用带驾照；省级

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83.10%，今年将达

到100%，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连续三年

排名全国前三，2018年在中西部地区排名第一。

政府数据开放水平领跑全国。建成省政府数

据开放平台，省市县数据资源目录100%上架。

《2018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显示，贵州

在全国省级数据开放评价中排名第二，贵阳市政

府数据开放排名全国第一。

群众大数据获得感持续增强。通过大数据

在教育、医疗、旅游、交通等领域的广泛运用，

贵州涌现了“医疗健康云”“税银贷”“通村

村”“多彩警务云”等典型应用，让群众同享大

数据红利。

大数据与社会治理融合

政府管理服务提质增效

贵州还将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相融合，推动

“放管服”改革，实施政府治理大数据应用示范

工程，开展“数字治理”攻坚战。

政务信息化建设机制探索迈出新步伐。在

全国率先开展政务信息化建设新机制探索，通过

建设“一云一网一平台”，破解数据“互联互通

难、信息共享难、业务协同难”，从根本上解决

了数据“壁垒”问题。

政府数据整合共享打通“放管服”经脉。省

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率先接入国家平台，形成

了“上联国家、下通市州、横接厅局”数据共享

交换体系。目前，该平台已接入8个国家部委18

个接口数据。“贵州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应

用”被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评为“数字中国

建设”年度最佳实践。贵州获批建设国家政务信

息系统整合共享应用试点省。

打 造 了 一 批 优 秀 政 务 典 型 应 用 。 “ 水 利

云”“交通云”“税务信用云”等一批典型应用

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好帮手。（本报记者 张

海涛）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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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贵州省、京津冀、珠江三角洲、上

海市、河南省、重庆市、沈阳市、内蒙古，有一

个共同的名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这些大数据的探路者捕捉到了数字时代发展

机遇，先后加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行列，搭

建中国大数据发展实践的“立体骨架”。

三年多来，八大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相

互交流、竞争和学习中，不断成长。

2019数博会召开期间，中国党刊网/领导者

客户端联合包括贵州在内的来自八大国家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的八家主流媒体推出联动报道《来自

八大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对话》，听他们说

那些乘“云”飞翔的故事。

今日推出京津冀篇：智慧生活已随处可见

5G通信、无人巴士、无人超市、区块链租

房……以数字基因催生的美好生活已随处可见。

两岁的雄安，已经具备了超越两岁的智慧。

5G试验网已经正式开通

无网络，不智慧。高智慧需要强大的数据传

输能力做保障。

一位市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我很喜欢园区的工作环境。因为这里的网速太

快了。很多文件一下子就传到了。”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是河北省雄安新区的行

政机构，位于雄安新区容城东部小白塔及马庄村

界内，总建筑面积9.96万平方米，园区设计理念

突出“绿色、现代、智慧”。2018年6月，服务

中心投入使用。

这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下班后我也喜

欢呆在中心。因为中心已经实现了免费Wi-Fi全

覆盖，这里的Wi-Fi比其他地方的都要快，比北

京家里的还要快。”

在工作人员的推荐下，记者也用手机连上

了中心的免费Wi-Fi，体验到了“飞一样”的感

觉。

其实，不仅是市民服务中心网速飞快，整个

雄安新区都将享受到最先进的通信技术。

 《 国 务 院 关 于 河 北 雄 安 新 区 总 体 规 划

（2018—2035年）的批复》中明确，要坚持数

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适度超

前布局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宽带、融合、安全、

泛在的通信网络和智能多源感知体系，打造智能

城市信息管理中枢。

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运营商积极行动。不

久前，中国移动已在雄安新区完成了5G试验网建

设部署和开通。

中国移动人士对记者介绍说，雄安新区5G

试验网覆盖范围包括：市民服务中心、新区主干

道、白洋淀高铁站、白洋淀景区、京雄高铁施工

区域等人流密集区域，现场下载速率测峰值达到

来自八大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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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bps。目前，5G开通涉及30个基站，并已全部

接入SA核心网，用户通过5G CPE终端就可以直

接访问外网。

 中国移动人士介绍说，雄安新区5G试验网

还可支持4K/8K高清直播、VR、无人驾驶、云办

公等，使新区成为国内新科技生活办公的实验先

锋。

无人系统产业正在高速发展

记者进入市民服务中心后，看到了多个人工

智能新物种。

新石器无人售货车好神奇，客户可通过微信

内置小程序采购所需物品或收取快递，设置成功

后，无人售货车将自动行驶到客户指定的地点。

 智行者无人清扫车在园区进行清扫工作，

遇到前方的行人还会立刻停下。

百度与金龙汽车合作的L4级无人巴士阿波龙

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阿波龙通体科技蓝色，Q

萌可爱。车辆运行平稳，自动拐弯，遇到行人自

动避让，停靠无人驾驶停靠站时相当准确。

京东X无人超市门前，总是挤满了好奇的游

客。

游客进入京东X无人超市前，需要进行人脸

信息的录入，并进行支付功能的绑定；选购物品

时，智能货架上的摄像头与感应器将会记录用户

的购买行为，进行人货绑定，不仅减少盗窃事

件，而且进行数据分析，方便商家补货与推送；

最后，从智慧结算通道上“说走就走”，只需20

秒即可完成刷脸结算。

 据介绍，京东超市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和行为

抓取等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缩短了结账时

间，同时可以采集用户购买的行为数据。=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雄安要

“搭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重点

实现无人系统智能技术的突破，建设开放式智

能网联车示范区，支撑无人系统应用和产业发

展”。

这一蓝图正在快速变成现实。

区块链正在融入社会拥抱大众

雄安的智慧，不仅有人工智能的智慧，也有

区块链的智慧。

难以找到有哪座城如雄安这般重视区块链。

大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小到刚刚栽种的树苗，都

透露着区块链的智慧。

自2017年年底以来，雄安9号地块一区造林

项目、10万亩苗景兼用林项目、市民服务中心项

目、截洪渠项目等雄安重大建设项目，都使用了

区块链系统，实现从合同建立、工程履约到最后

付款的全链条管理，付款环节与银行系统对接，

实现资金闭环管控。

2018年年初，雄安新区已建成区块链租房应

用平台，这是国内首例把区块链技术运用到租房

领域。在这一政府主导的区块链统一平台上，挂

牌房源信息，房东房客的身份信息，房屋租赁合

同信息将得到多方验证，不得篡改。此举有望解

决租房场景最核心的“真人、真房、真住”的问

题。

当很多人对区块链的认知还停留基本概念上

时，雄安已经在实际运用这一先进的技术，现已

在精准扶贫、社会诚信方面部署场景、创新使用

区块链。

“让人们像感受互联网红利一样亲身体验到

区块链红利。”雄安新区管委会主任陈刚表示，

“雄安不仅仰望星空、畅想未来，也在脚踏实

地、奋力探索，积极推动区块链全面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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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大众。”

【对话贵州】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

围绕大数据政用、民用、商用三大领域，积极推

动大数据的创新应用，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

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社会治理四个方面的深度

融合，以大数据赋能做好高质量发展文章。

工业结构单一，煤电烟酒四大传统产业占工

业比重达60%，要摆脱过去的路径依赖，贵州把

大数据作为后发赶超的路径选择。依托“千企改

造”“万企融合”行动，贵州引导企业实施全流

程和全产业链智能化改造，加快传统工业产业改

造升级，促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2018年贵州经

济增速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连续8年居全国

前列。

同时，贵州加快大数据在教育、医疗、旅

游、交通等领域的运用：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

支撑平台”，打通扶贫、教育等部门数据，实现

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省市县乡公立医疗机构的远

程医疗服务体系，2018年全省远程医疗开展会

诊服务23.6万例；建成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数据

集聚、共享、开放平台“云上贵州”，通过全省

“一张网”，基本实现一张网办全省事，方便群

众办事。

五届数博会，见证了贵州大数据产业从“无

中生有”到落地生根，再到风生水起的过程。大

数据为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奋力走出

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

路贡献着重要力量。（作者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 

网信天津 李雁争）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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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加快构建大数据、云计算、

互联网、物联网技术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模

式，实现现代农业生产的实时监控、精准管理、

远程控制与智能决策。加快实现贫困农户建档立

卡数据与农业生产数据的共享互联，做好精准脱

贫识别；建设农业产业脱贫攻坚大数据库和大数

据平台，构建“天空地人”四位一体的农业大数

据可持续采集更新体系；夯实农业大数据基础，

实现农业生产数据的关联整合、时空分析与智能

决策，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

贵州将物联网作为实施“互联网+现代农

业”行动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加快推广应用，充

分发挥其在节水、节药、节肥、节劳动力等方面

的作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

产率，促进农业生产管理向智能化、精准化、网

络化方向转变。同时，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农业产

业发展的数据标准化体系，构建农业数据指标、

样本标准、采集方法、分析模型、发布制度等标

准体系。积极开展农业部门数据开放、数据质

量、数据交易等关键共性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带

动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规模化。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贵州充分运用

大数据技术，聚焦茶叶、蔬菜、水果、禽蛋等贵

州特色农业产业，实现农产品产地、生产单位、

产品检测等信息的追溯查询，打通农产品生产、

加工、流通等环节，形成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

询、质量有保障、责任可追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最终实现农产品的安全风险管理。同

时，推进农业市场销售网络化。贵州积极培育各

类农村电商主体，加强与国内知名电商平台的合

作，用好本地电商平台，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电商的网络销售应用能力。（记者 刘久锋）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486

贵州农业植入大数据“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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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伴随着清脆的下课铃声，地处武

陵山区深处的贵州省铜仁市第十一小学顿时热闹

起来。1100余名学生走出教室，兴高采烈地来到

食堂，排队吃营养午餐。

“今天的菜谱是青椒炒肉、炒冬瓜、炒油

麦菜、小瓜汤。”食堂负责人邹丽告诉记者，她

2011年来到这所小学任教，当时刚好国家开始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这对山

区孩子的健康成长无疑是一个福音。

然而，这项全新的工作涉及生产、采购、加

工等多个环节，流程十分琐碎。如何让营养餐真

正成为农村学生的安全餐、营养餐、幸福餐，考

验着多方的管理能力。

“以前要拿本子记，现在都在平台里。”邹

丽说，自从学校加入铜仁市打造的“学生营养餐

智慧云”平台后，她的工作轻松了不少，身上食

品安全、财务管理等压力也小了。

副校长付智告诉记者，现在学校使用App移

动终端管理食堂，食材采购、进出库在手机上下

单完成，每天还要上传食堂管理视频和图片。另

外，各级管理人员实时可在网上对食堂进行巡

察，提高了食堂管理实效性和精准度。

像第十一小学这样接入“学生营养餐智慧

云”平台的，目前铜仁市已有3070所中小学及幼

儿园，覆盖学生数达到40多万名。

指着屏幕上不停跳动的数据，负责研发该平

台的贵州山久长青智慧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伶介绍，学生今天吃了哪些食品，明天该吃哪些

食品，食品由哪里生产，谁进行配送、检测、加

工一目了然，有效降低了食堂管理不规范、资金

使用不合理、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

此外，为了孩子吃得更“营养”，平台上还

提供898个营养套餐方案，并试点开展学龄儿童

体质监测。

从“吃得饱”向“吃得好”的转变，还得益

于“学生营养餐智慧云”平台把588家农业生产

基地纳入其中。

来到铜仁市碧江区和平村一片上百亩的蔬

菜种植基地，技术人员李发龙正在现场调度今天

的采摘包装。“上午拉了1200斤白菜、1200斤

黄瓜走，下午还要送点莲花白和小瓜。”李发龙

说，像这样的基地，平时就有五十多个周边村民

来务工。

跟随运输蔬菜的货车前往锦江绿色蔬菜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配送站点，工人杨新光和其他

人一起正在流水线上盘点送往各个学校的货物清

单，在隔壁还设立了一个快检中心，有2名工作

人员正在对即将配送的食材进行取样检测。

“‘学校+配送企业+生产基地+贫困户’模

式，实现了农产品信息与食堂需求相融合，实现

‘产供销’精准对接。”杨伶介绍，今年第一季

度，平台交易额达4.95亿元，这一模式还被成功

贵州用大数据守护百姓“舌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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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省内外地区。

在中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大数

据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打开“食安

云”App，点击“食安追溯”，1275个贵州绿色

农产品产品溯源、仓储物流台账、样品检验报告

等尽在眼前。

食品安全与营养（贵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陶光灿介绍，贵州按照社会共治的模式，

构建了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互联网+”检验检

测云服务、食安质量追溯认定云服务以及食品安

全大数据平台。

“过去工作人员对食品生产、流通、餐饮企

业进行日常监督检查，要看营业执照、健康证等

70多项指标，现在用开发的食安监App扫一扫，

很多就能自动录入了，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

时。”陶光灿说。

“数据在心，食药放心。”中国工程院院

士邬贺铨认为，要创新食品药品监管方式，注重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提升监管效能，加快实现全

程留痕、信息可追溯，让问题产品无处藏身、不

法制售者难逃法网，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

全。（记者 何天文 王新明 向定杰）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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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方药业、航宇科技、顺络迅达、雅光电

子、达沃斯等13家企业获评贵州省2018年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性项目，占全省入选项目（43个项

目）的30%；

“贵州工业云‘双创’服务平台”入选国家

工信部“2018年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

目”；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航空锻件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获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项目；

作为全省、全市大数据发展的主战场、核心

区之一，近年来，贵阳国家高新区以大数据引领

高质量发展，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发展生态，呈

现出产业加快聚集、行业深度融合、创新能力显

著增强、信息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的良好态势。大

数据成为引领数字经济，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引擎，为发展不断催生新动能。

■大数据引领高质量发展

数据存储、数据清洗加工、数据分析应用、

数据安全、数字物流、创新创业期化、大数据人

才培训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以大数据、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

发展不断创造着新可能。

一直以来，贵阳高新区以核心示范引领，建

立了大数据产业体系，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

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全区5家

数据中心服务器可承载规模已达20万台。

全力打造“云上贵州产业园”，聚集云上贵

州、多彩贵州、太极智旅等一批企业，华为软件

云、英特尔人工智能云、食品安全云、东方祥云

（水利云）、医疗健康云等20余朵云已落户运

营。

全力培育朗玛信息、家有购物两家大数据核

心品牌企业。其中，朗玛信息旗下的“39健康

网”现已达到国内健康资讯网站访问量第一，日

均点击4500万次，月活跃用户1.6亿。

全力建设多彩宝“互联网+”益民服务平

台、航天云网“区域级工业云创新服务平台应用

集成解决方案”等10个应用场景，其中航天云

网“区域级工业云创新服务平台应用集成解决方

案”入选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7年大数据优

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案例》名单。

今后，高新区将做优做强大数据产业，做

“中国数谷”动力之源——以重点实施十大重点

任务为主要抓手，重点推进大数据与制造业融

合、推进大数据与服务业融合、推进大数据聚通

用、加强大数据培训力度等任务，全面推进中国

数谷之心建设行动。

■传统产业植入“数字心”

中航工业贵航股份永红散热器公司的数字化

车间内，一个生产调度系统可管控生产过程，追

贵阳高新区：以大数据引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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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产品质量，梳理再造仓储物流等业务流程，综

合效率提升10%，库房管理准确率提升90%以

上，产品质量水平提升30%……中航工业贵航股

份永红散热器公司依托贵州工业云平台完成智能

化转型。

依托这朵“云”，贵阳国家高新区多家工

业企业通过“千企改造”实现“华丽转身”。目

前，该平台的注册用户已突破170550户，累计接

入省内主要生产设备连接4093台，提供260个大

数据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142个实施案例供企

业筛选使用。

这朵“云”诞生之初就实现了三个“全国率

先”——其分析系统平台率先成为制造强国产业

基础大数据平台的首个省级节点；监测系统平台

率先成为全国省、市、县三级经济和信息化部门

共建共享的首个开放式调度平台；贵州工业云公

共服务平台率先成为全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的首批工业云平台试点示范，取得了全国领先

的地位。

2019年，贵阳国家高新区将继续加快实体经

济向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发展，持

续推进智能制造专项行动，推动工业企业信息系

统集成应用和生产装备数字化。

同时，推进大数据与服务业融合，依托500

万平方米大数据广场，200万平方米云计算中心

等，培育一批数据中心企业，一批呼叫中心企

业，一批电子商务企业，一批基于大数据清洗、

挖掘、分析、处理、应用、安全的企业，一批行

业云计算应用服务企业，为传统服务业提供整体

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推进建设平台型、智慧

型、共享型高端服务业。

■大数据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年来，高新区以“一网通办、一趟不跑”

为改革目标，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模式，采取“大

数据+”“互联网+”“标准化+”模式，实现了

“办事多次跑”到“办事跑一趟”，甚至“一趟

都不跑”的转变，打造全省乃至全国行政审批改

革的新

在 精 准 施 政 方 面 。 高 新 区 建 立 了 辖 区

数据共享工作及大数据政用系统建设开发的 

“1+12N+1”体系架构。构建了数聚高新一体化

平台，完成了共性设施层的25个组件，搭建了共

享交换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和快速开发平台三

个平台应用。

为推进建设大数据社会治理先行试验区，高

新区重点实施了大数据精准权力监督、大数据精

准招商安商、大数据精准政务服务、大数据精准

移动办公等“十二大应用示范工程”，完成大数

据精准政务服务、招商安商、移动办公、智慧园

区、智慧质监等平台建设，让应用场景看得见、

摸得着。

同时，建成“块数据指挥调度中心”，对

“十二大应用”产生的数据进行汇聚、加工、挖

掘和分析，最终实现高新区大数据政用平台精准

化、科学化、全方位化的调度管理和指挥决策，

成为辖区政府应用“智慧大脑”。

今后，高新区将持续推进大数据聚通用，加

快建设政府数据共享平台，加强政府部门数据资

源横向整合和管理，加强与国家有关机构的数据

互换、信息互通，实施政务数据资源整合计划，

打造大数据实现高水平治理示范区。（记者 易

颖）

来源； https ://www.bigda ta-expo.cn/

news/148790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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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惊讶，在中国的内陆城市能举办

如此国际化的博览会，并且感受到浓郁的大数据

氛围。”谈起第一次参展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俄罗斯Napoleon IT公司CEO巴维

尔·巴特科鲁托夫感慨地说。

不久前在贵阳举办的数博会上，巴维尔·巴

特科鲁托夫带来了一套大数据解决方案，利用AI

识别系统对超市的货架、人流量进行采集和数据

分析，从而帮助商家更好掌握商品流量，进行布

局调整。他表示，此次前来参会，最大的成果就

是结识了许多同行，接触了行业的前沿技术。

“俄罗斯企业纷纷感叹，没想到中国的技术

应用这么‘前卫’。”贵阳高新区国际合作促进

中心主任李海波介绍，“俄罗斯的展商今年比去

年多，共十余家企业30多人。”

2017年，贵阳高新区在莫斯科政府科技园建

立了贵阳高新离岸创新中心，招募当地人员从事

国际交流、创新孵化、招商引智等业务。

李海波介绍，贵州省是中国首个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省会贵阳市又提出打造“中国数谷”。

作为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的贵阳高新区，近年来

为补齐人才短板，提出“当地孵化、高新区产业

化”的模式，在海外总共建了8个创新中心，位

于莫斯科的是其中之一。

“创新中心不仅是招商，更多是想做一种科

技孵化。”他说，俄罗斯有很多高端人才和技术

专利，创新中心可以通过提供资金等方式，助其

更好、更快成长。发展到产业化阶段，再引进到

高新区落地。

据介绍，在创新中心的帮助下，贵阳高新区

多次和俄罗斯的企业、专家进行技术交流对接，

随着洽谈深入，有望达成更多合作。

“同时，园区内的企业也想走出去，比如中

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就承接了莫斯科

一个政府性安居工程。我们也希望做大数据解决

方案的输出，例如把食品安全云这套追溯体系推

广出去。”李海波表示。

李海波对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彼得里琴科院

士印象深刻：“70多岁了，还坚持做农业防冻

技术。他定期过来指导，已经多次表示，贵阳这

边发展潜力大、前景好，希望能够把产业发展起

来、技术应用起来。”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贵阳高新区已经与

包括彼得里琴科在内的数十名俄罗斯专家签订了

合作协议，并将其纳入该区“一带一路”发展专

家库，成为长期合作伙伴。（记者 向定杰）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465

“中国数谷”将大数据国际名片发到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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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期4天的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在贵阳圆满落幕。此次数博会以“创新发

展 数说未来”为主题，举行了“一会、一展、

一发布、大赛”及多场系列活动。来自美国、英

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等59个国家和地区的2.6万

名代表和嘉宾参会，全球共448家企业参展，参

加活动人数12.5万人。

据了解，本届数博会共开展了162场活动，

其中终端对话和商业论坛53场，展馆活动18场，

大赛6场以及其他活动，布展面积6万平方米，共

展出超过1210项最新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在数

博会期间，共签约项目125个，签约金额1007.63

亿元。

经过4年的打造，本届数博会无论是参展嘉

宾数量和层级均创历史新高，专业化、国际化正

成为标签，展会上展现的黑科技产品让参展人员

大呼过瘾。数博会正成为全球大数据业界的一个

约定和时尚。“数博会已经成为充满合作机遇、

引领行业发展的国际性盛会，成为共商发展大

计、共用最新成果的世界级平台。”贵州省委书

记孙志刚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

专业性高度凸显 国际化魅力四射

“参加数博会，已经成为全球大数据业界的

一个约定和时尚。”来自泰国的泰中经济协会常

务副主席吴小菡引用孙志刚的话说，虽然是第一

次参会，但要学习贵州运用大数据帮助泰国贫困

人口解决贫困问题。

记者从数博会组委会了解到，与2018年相

比，本届数博会参会国家从29个增加到59个，

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36个，比去年增加

24%。荷兰、捷克、黑山、乌克兰等20个国家属

首次参加。参会世界500强企业从15个增加到39

个，参展企业从388家增加到448家，其中国外参

展企业从56家增加到156家。

除了参会企业外，参会嘉宾数量层级范围创

历届新高。今年共有46位中外部长参加数博会，

数量比2018年增长一倍；57个国家部委机构相关

负责人参会，33个地方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相关领导参会，比2018年的119名增长71%。

数博会也在全球范围受到更多关注。数据显

示，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共派出119名重要嘉宾

参加今年数博会，相比2018年增长138%。

今 年 ， 国 际 经 济 学 界 大 咖 更 是 “ 星 光 熠

熠”。其中，有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保罗·罗

默，他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据了

解，今年共有134名专家学者参会，相比2018年

增长11%。参会的两院院士达到25名。

参会嘉宾们表示，数博会作为引领大数据产

业发展的风向标，历来是全球大数据和互联网发

展领域专业人士最热衷的舞台，也是各国学者和

数博会黑科技扎堆 国际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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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思想碰撞、理论探讨的最佳场所。

黑科技产品扎堆 观众直呼“没看够”

如果说专业性和国际化是本届数博会升级的

标志，那么黑科技产品的出现，则让更多人感受

到了科技的奥秘。

在数博会展览上，由海信发布的全国首个5G

智慧街区项目引得众多参展人员驻足观赏。

据介绍，该5G智慧街区深度融合5G、大数

据、人工智能以及“城市云脑”等多项先进技

术。在智慧街区内，小到井盖都有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的加持。展台工作人员介绍，智慧街区采用

一体化建设模式，有智能井盖、智能消防栓、桥

梁监测等10余种智能化设施，所有设备状态一目

了然。如果设备异常，数据会实时传输到市政设

施智能管控平台，系统自动派单至附近的运维人

员进行处置，实现管理的精准高效。另外，部署

在街区周边的智能路标还为市民提供多项人性化

服务，包括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接续导航功能让

人免去问路烦恼；一键报警功能可以帮助市民快

速发出救助信息；体感游戏、WiFi热点连接、手

机充电等服务；通过对照明和喷淋进行智慧化建

设，让街区内的一度电都不多用、一点水都不白

流，从而实现节能环保。

这只是此次展会上展现的黑科技一角。在展

馆内，记者还看到了全球首款商用手机SoC芯片

华为麒麟980；曾参与西昌森林火灾救援的无人

机高空基站；可实现人脸识别、一键报警的安保

巡逻机器人“小安”……这些大数据智能化的科

技产品让人目接不暇。

据了解，这是曾参与西昌森林大火救援的无

人机高空基站的首次亮相。它可用在应急救援当

中，实现空中通信保障和网络热点扩容。此次亮

相的双通道无人机高空基站，可在空中稳定飞行

四小时，实现9.5平方公里的通信信号稳定覆盖。

全球首款商用7nm公益手机SoC芯片麒麟

980、全球首个可同时支持2G/3G/4G/5G多模芯

片巴龙5000……数博会W1馆内，华为带来的5款

基于5G技术的最新研发成果芯片引起了观展者们

的强烈关注，纷纷围着现场解说工作人员了解5G

前沿技术和应用。

记者了解到，此次数博会共发布了十款黑科

技产品，包括360安全大脑、京东智能客服、联

通大数据智慧树、聆声智能声音前端处理技术、

明智系统、神鸮、搜狗AI合成主播、讯飞翻译机

2.0、华为云ModelArts一站式AI开发平台、液冷

系统研究及应用。

“在展场逛了一整天，没看完也没看够。这

些丰富多彩的高科技产品，真是令人惊叹!”趁着

周末休息，一大早带着孩子赶来逛数博会的贵阳

市民张先生说，“这次展会让自己和孩子都大开

眼界。”（记者 戈清平）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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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大数据产

业交流与合作，展示我国大数据产业最新发展成

果，6月4日至5日，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主办，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

员会承办的“2019大数据产业峰会”在北京召

开。

据了解，本次峰会引起了大数据领域及相关

行业的广泛关注，会议现场参会者超过3000人。

多位政府官员、学者专家表示，大数据是新时代

的“数字宝矿”，是当今世界最有价值的战略资

源之一。全球大数据正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我国

的大数据发展也步入快车道，必须深入推动大数

据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发展壮大以数据为关键要

素的数字经济。

王新哲：

工信部六举措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指出，大数

据与5G、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模

式，重塑了全球产业链分工。

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产业发

展日益壮大，融合应用不断深化，数字经济量质

提升，对经济社会的创新驱动、融合带动作用显

著增强。与此同时，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还存在

原创性的技术和产品不足、数据开放共享水平较

低、数据安全管理较为薄弱等困难和挑战。

王新哲表示，作为产业发展主管部门，工信

部将扎实推进大数据战略，深入推动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发展壮大以数据为关键要

素的数字经济，为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今后将重点抓好六个方面

工作：

一是完善网络设施，夯实发展基础。持续深

入实施网络提速降费，推进全光网络建设和4G深

度覆盖，全面部署IPV6。近期发放5G商用牌照，

推动5G商用。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积

极部署人工智能、车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推动协同创新，增强发展活力。加强政

产学研合作，共同攻关大数据关键技术，培育面

向大数据的开源软件生态体系。推广大数据优秀

产品和解决方案，形成一批垂直领域成熟的大数

据解决方案。

三是深化融合应用，拓宽发展领域。鼓励企

业加强内部数据资产管理，加快建设集约、开放

的大数据平台。推动工业大数据在全生命周期和

全产业链的创新应用，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

四是构建支撑体系，优化发展环境。加快

标准体系建设，建立企业数据治理能力的评估体

系。支持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组织搭建公共服

务平台。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大数据产业

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大数据企业在科创

我国大数据产业进入加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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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市。

五是增强安全保障，促进健康发展。完善个

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防护等制度。强化网络基

础设施安全管理，提高网络数据的完整性、安全

性、可靠性。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技术能力建设，

推进数据脱敏、安全多方计算等技术研发和应

用。

六是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开放发展。加快大

数据领域开放进程，鼓励跨国公司、国外机构等

在华设立技术研发机构，支持国内企业与国际优

势企业加强研发合作。结合“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建立大数据关键技术研究、开放共享、标准

规范、产业发展等国际合作机制。

奚国华：

大数据发展进入快车道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奚国华表示，当

前全球大数据正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技术产业

应用创新不断迈向新高度，我国大数据发展也正

在快车道上不断前行。我国在发展大数据上有其

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其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没有一个国家

能像中国这样把发展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并

持续深入推动。这种持续性的方向引导和顶层设

计，使我国在大数据发展规划布局、政策支持、

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创新创业等方面均走在了

世界的前列，尤其是在应用市场上。

其二，数据资源内容丰富。人人互联向万

物互联的格局形成，新形态不断出现，零售、医

疗、交通、能源等率先沉淀大数据资源。据国际

研究机构预测，到2020年，中国数据总量将会超

过8万亿GB，占全球数据总量的比例达到20%左

右。

其三，技术产业快速壮大。我国大数据软硬

件自主研发能力正在提升，新兴专业化大数据企

业创新活跃，我国独有的大体量应用场景和多类

型实践模式，促进了大数据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处

于国际领先地位。

其四，融合应用蓬勃发展。无论是从新增企

业数量、融资规模还是应用热度来说，与大数据

结合紧密的行业正在从传统的电信业、金融业扩

展到健康医疗、工业、交通物流、能源、教育文

化等行业，应用脱虚向实趋势明显。

奚国华指出，我国大数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

政产学研用各方通力配合，要重点完成以下三个

方面的工作：

第一，着力加强攻关核心技术。必须抓住重

点领域、关键环节和核心问题，找准着力点和突

破口，要构建具有核心技术自主权的大数据产业

链，形成自主可控的大数据技术架构，提高关键

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有效破解制约产业发

展的瓶颈。

第二，着力推进数据资产管理。社会各界对

数据应用背后的管理还不够重视，数据质量低、

“数据孤岛”普遍存在，数据安全管理不到位，

数据流通共享不畅的问题成为困扰大数据应用往

前发展的障碍，为此，各方面都需要像重视实物

资产一样重视数据资产的管理，为实现数据价值

的持续释放打好基础。

第三，着力深化大数据行业应用。当前大

数据行业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数据处理、用户画

像以及企业管理效率优化等方面，下一步应重点

推动大数据在更深层次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这需

要鼓励大数据技术企业不断提升大数据平台和应

用的可用性和操作便捷程度，优先支持面向各应

用行业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的开发，简化大

数据底层繁琐复杂的技术，方便大数据行业的部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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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宝宏：

大数据发展进入新阶段

在对《大数据的风向-2019》进行深入行业

解读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

究所所长何宝宏表示，可以判断的是，整体科

技，尤其信息产业进入了滞胀期，这对于大数据

从业者来说反而是个埋头思考和做事的机会。

何宝宏认为，数据是未来最重要的战略资

源，但与此同时，它要成为战略资源还需要具备

技术条件和应用条件。如今，数据的属性和来

源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对于数据的关注点也在变

化。谈论大数据的时候，关于风险、道德、管理

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这是技术发展的普遍规

律，也表明我们的大数据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

数据资产方兴未艾，但何宝宏指出，我们

只是认识到数据是资产，还不知道如何把数据变

成资产和机会。为适应数据流通的需要，多方安

全计算技术已经趋于成熟，需要有新的技术解决

流通的问题。数据流通有很多难题，包括数据质

量、价值和安全规范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很漫长的过程。“数据是大宗商品，可能是迄

今为止唯一的还没有变成大宗商品的大宗商品，

这是最大的大宗商品，也可能会变成期货、衍生

品，但毫无疑问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何宝

宏说。

他认为，我们正在从高估大数据的短期影响

到低估大数据的长期影响。隐私保护、数字资产

化等的技术化工具是机会。大数据基础性技术已

经趋于稳定，持续性创新还在继续，数据内部分

工刚刚萌芽，整个数据产业处于初期阶段，数据

在垂直行业应用才刚刚起步。（记者 张汉青）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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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2019数博会将启幕，全球大数据

再次迎来“贵阳时间”。

新时代，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

大动力。可以说，谁掌握了大数据的主动权，谁

就赢得了核心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这对于解决好“三农”问题、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 关 于 “ 守 底 线 、 走 新

路、奔小康”的嘱托，细化实化“八要素”坚

持用活“五步工作法”，精准把握“八个关键

细节”，贵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奏响乡村振

兴强音，加快大数据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为全省夺取脱贫攻坚战全胜作表率、走前列、

做贡献。

大数据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让贵阳的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贵阳“一乡

一品、一品一业”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一

品一业、百业富贵”发展愿景正在迈向现实。

大数据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贵阳把破题

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主要抓手，以大数据为“钥

匙”，开启乡村振兴的大门。

贵州第一“淘宝村”——息烽县立碑村就

尝到了甜头。未发展电商之前，立碑村及周边的

农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农产品种植和市

场需求信息不对称，以及销售渠道单一，是我们

以往农产品滞销的主要原因。”立碑村村支书龚

兴春说，“互联网+”减少了中间环节，让藏在

“深闺”的农产品走出大山、流向城市、销往世

界。

去年10月，立碑村网络零售额又一次突破

3000万元，再度成为2018年“中国淘宝村”，

也是迄今为止我省唯一的“淘宝村”。“淘宝

村”的成功经验不仅是全省各地发展农村电商的

范例，而且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立碑村村民黄琪还记得世界银行原行长金墉

在去年11月造访家中的情景，看到满货架的商

品，金墉问：“你卖的这些猕猴桃都是村民自己

种的?”“都是村里种的，我从村民那里进货，

把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靠卖村里农特产品的黄

琪，月收入高达3万元。

电 商 赋 能 ， 为 乡 村 振 兴 插 上 科 技 的 翅

数谷之光交相辉映 乡村振兴大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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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如今，息烽当地的“纯然息品”“黔味

坊”“立碑村美味源”等网店日发货量达200

单以上，网络零售额年均100万元以上，猕猴

桃、贡米、辣子鸡等产业迅速发展，带动大量

村民脱贫增收。

立碑村的成功，与贵阳借力大数据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分不开。从统计数据来

看，2018年，全市完成网络零售额106.58亿元，

增长35.91%，占全省59.13%。

目前，贵阳建成8个县级农村电商运营中

心和600余个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含区市县自

建）、5个“村淘创富”示范村，农村乡级快递

网点覆盖率达100%。

久久为功，贵阳交出了可喜的成绩单，也展

现出勃勃生机。城市的人力资源、资金等要素不

断涌向农村，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

全市636个村开展“三变”改革试点，22万农民

变股东、村集体以土地资源入股20余万亩，财政

投入资金2亿元，形成股金1.5亿元，参股经营主

体达378个。

下一步，贵阳将抓好主体培育，立足资源

禀赋和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

等产业，同时抓好信息化平台建设，创新体制

机制，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

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

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大数据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加快振兴乡村进程，人才是关键。作为国

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核心区，贵阳用好

大数据这一技术“助推器”，促进互联网、大数

据与农业农村发展深度融合，打造一支“互联网

+”现代农业建设队伍。

做好人才技术培训。贵阳先后出台《贵阳市

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5—

2017年）》《贵阳市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

工程指导计划（2018—2020年）》等方案，从

顶层设计上明确责任、保障经费、强化监管，使

培训工作落到实处。

促进农村贫困户就业。贵阳根据省里的农村

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平台，农民可通过电视广播

网络，在村活动室、农民讲习所等地集中收看培

训内容，也可自己在家中收看，通过远程授课的

形式，帮助农民提升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和能力水

平。同时，通过该平台，深入挖掘农村农业大数

据的“政用、民用”价值。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贵阳突破农村电子商务

网点的基础设施、物流配送、运营等发展瓶颈，

打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

渠道，联合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大学”等

培训机构，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

电商培训，提升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水平及农村现

代流通水平。

清镇市卫城镇犀牛村村民周斌斌就是接受电

商培训的其中一员。2015年11月，在参加清镇市

第一批“农村淘宝电商”合伙人培训班后，周斌

斌成为犀牛村农村淘宝服务站负责人。“技术培

训让我学到了新知识，提升了运营水平。”周斌

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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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斌只是贵阳通过“互联网+”加快人才

技术培养的代表。贵阳通过远程授课的形式开展

农民继续教育和专业技能学习，帮助农民提升专

业技术理论知识和能力水平，加快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致富带头人等，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引擎”。

培训中，贵阳围绕菜篮子、果盘子、茶园

子、药坝子、奶瓶子“五子登科”等特色优势产

业和农业精准扶贫等领域，通过“互联网+”等

远程授课的形式，在全市扎实开展人才培训工

作，加快培育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

通过“互联网+”模式，催生了一批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全产业

链，提升农业价值链。

同时，“互联网+”理念和技术的应用，加

速培育了有知识、有文化、会经营、懂管理的新

农民，在信息化的助力下能够以一当十，辐射带

动新农民新主体成长，较大程度提高了农业生产

经营效率。

来自贵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贵阳

2018年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从去年9月开

始，至今年4月份结束，计划培训1974人，实际

完成2014人。

大数据助农业跑出“加速度”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乡村才能振兴。

为农业插上互联网“翅膀”，才能更好地紧扣农

村产业革命“八要素”，扎扎实实推动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

大数据助力农业跑出加速度，贵阳有这个优

势，也有这个底气。

修文县香巴湖村的猕猴桃种植大户周珍品，

就深刻体会到了大数据带来的巨大变化。“地里

居然要装摄像头，还有些稀奇的设备立在地里，

技术人员还教我们用电脑。”周珍品回忆说，当

时觉得很稀奇，不知道这些“高科技”能干啥。

“现在会用了，才知道这些东西真厉害。”

周珍品说，电脑会采集土壤、空气、树苗的相关

数据，然后进行分析，并给出管理和调整的方

法。他坐在电脑前就能管理猕猴桃，这在过去是

难以想象的。

周珍品算了一笔账，自从采用了大数据手

段，他家猕猴桃的生产成本降低了20%，产量反

而提高了30%。

因为大数据，传统的劳作方式和销售模式被

颠覆。“我们正在探索利用大数据的分析功能，

实现市场精准投放，针对不同地区，利用技术手

段，采取订单式的方法生产出符合地方口味、出

口标准的猕猴桃，让修文猕猴桃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修文县猕猴桃产业发展局副局长黄亚欣

说。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可追溯系统，修文猕猴桃

实现了产、销等环节的全程检索、全程管控、追

踪溯源，使产品百分之百实现生产有规程、有记

录。

无独有偶，通过在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管理

方式精准化方面积极试点开展农业物联网应用，

贵阳已有10余家企业在茶园基地建设了前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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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系统、环境监控系统、生产数据采集系统。

“种植、养殖大数据可持续采集更新体系、

农产品市场和销售价格大数据库的应用，带动了

贵阳农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潘剑说。

在贵阳，大数据带给农业的变化远不止于

此。数据显示，2015年建成的“贵阳市果蔬生产

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一期）”，目前已上线精品

水果生产企业、基地达到了109家，涉及10个精

品水果品种，涵盖追溯面积10.7万亩。

走进开阳县数谷农场，农业物联网正在通过

精准的环境控制，为不同植物匹配适宜的生长环

境，同时结合室外气候、温室内环境、植物种植

状况等信息，提出优化后的整套环境控制策略；

清镇市卫城镇凤山村推出基于身份链和数字

钱包，结合诚信管理服务的个人便民应用产品，

通过“大数据三变”，打造“会思考的村庄”；

……

在全省各地深入开展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

的产业革命的同时，贵阳正发挥自身的大数据优

势，让大数据在乡村振兴征程上释放出强大动

能。

大数据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打赢脱

贫攻坚战，是贵州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贵

阳的干部群众始终牢记肩上沉甸甸的担子，切实

强化省会担当，凝心聚力带动全省脱贫攻坚。

正是在这样的使命引领下，贵阳依托大数据

发展优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推

进大数据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现代化农业体

系“家底”愈发厚实。

从统计数据来看，2018年，贵阳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完成82.78万亩，种植特色农产品200万

亩，乡村旅游收入150亿元；新增省级农业高效

示范园区4个，新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161

个；贵阳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一产增加值

完成153.1亿元，增长6.6%，现代农业增加值占

一产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

正是在这样的使命引领下，贵阳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省会意识、担起省会责任、秉持

省会标准，不断提升引领力、辐射力、聚集力、

创新力，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省脱贫、全省发展。

2018年7月，中共贵阳市委十届四次全会向

全市各级各部门发出号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只争朝夕、

苦干实干，为全省脱贫攻坚战发起总攻、夺取全

胜作出新的更大的省会贡献；

2019年3月，贵阳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印发《贵阳市巩固提升脱贫成果行动方案》提

出，深入实施社会帮扶，开展社会力量参与帮扶

工作；开展对外帮扶助推全省脱贫攻坚，实施大

市场带动等“六大工程”，带动11个受帮扶贫困

县脱贫攻坚，助推天柱县、普安县、长顺县脱贫

摘帽；

……

3月15日，占地1000亩，总建筑面积69万平

方米，总投资32亿元的贵阳农产品物流园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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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贵阳市推动“大市场带动大扶贫”的重要实

施主体，贵阳农产品物流园精准发力，打造农产

品经营“航空母舰”，搭建智慧农批云平台，为

产业扶贫插上大数据翅膀。

建成后的智慧农批云平台将是贵州省首个实

现对供应链、园区、O2O交易、支付结算等全过

程进行智慧化管理的平台。贵阳农产品物流园也

将成为贵州首个数字化、智慧化的农产品批发市

场。云平台智慧交易终端可通过IC卡、银联卡、

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方式进行交易，提高工作效

率。云平台还将搭建电商平台，提供线上交易渠

道，打通线上线下壁垒。

依托贵阳大数据产业优势，智慧农批云平台

可进行农产品生产流通数据的集成、分析、发布

和共享，形成西南地区农产品信息中心、价格中

心；可根据系统数据，分析供需关系，为贵州省

农产品扶贫基地科学确定种植养殖规模提供指导

依据，减少资源浪费，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如今，通过贵阳农产品物流园，威宁的土

豆、赫章的核桃、罗甸的火龙果等绿色农产品被

“搬”到贵阳市民的餐桌上。与此同时，物流园

与贵州8个市（州）签订保供协议，形成上下游

渠道的精准对接，打造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建立

中央大厨房，直供生鲜超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食

堂、大型酒店厨房，为B2C生鲜电商提供分拣加

工、仓储物流、冷链配送等专业化服务。

发挥贵阳大市场作用带动全省大扶贫是贵阳

大数据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2018

年，贵阳实施对口帮扶项目59个，安排对口帮扶

资金1.49亿元，采购本省农产品120万吨，提供

就业岗位17.6万个，带动省内10万贫困人口稳定

脱贫。

新时代，大数据的“基因图谱”正向广阔

的筑城乡村拓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孕育

着无比美好的未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贵阳将持续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开启

乡村振兴新征程。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2/content_61253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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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上午，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

记、部长苗圩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苗圩表示，当前，数据的基础性、战略性资

源作用愈发突出，有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经济

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驱动力。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认真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推动建立部际协同推进机制，加强

技术产业支撑，深入开展各行业各领域的示范应

用，积极打造产业集群，取得了积极进展。

苗圩指出，数据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资源，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本次数博

会以“创新发展 数说未来”为主题，推进大数据

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深化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

融合。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着力做好四方

面工作。一是增强创新能力，夯实产业基础。二

是聚焦实体经济，推进深度融合。三是加强数据

治理，持续优化环境。四是深化开放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5月26

日-29日举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贵州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本届数博会与去年相比，参会国家从

29个增加到59个，参会世界500强企业从15个增

加到39个，参展企业从388家增加到448家，其

中国外参展企业从56家增加到156家，均创历史

新高。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49.htm

苗圩出席2019数博会 提出推进大数据技术产业发展四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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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高兴向2019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致贺。大数据及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对

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巨大潜力。从医药、

交通运输到农业，大数据向世界提供了促进全球

进步的卓越工具。

然而，大数据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风

险。算法可以帮助发现谁将从新医疗诊断中受

益，但也可能被用于侵犯隐私和人权，无人机技

术可以帮助农民使用特定杀虫剂，以提高产量，

但也可能被应用于致命自动武器系统，我们对此

不能接受。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确保大数据及其生成的

技术，被用于提升人类福祉，并将其对发展、和

平安全和人权的风险降到最低。

为此，我成立了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

组，邀请马云先生和梅琳达·盖茨女士担任共同

主席。该小组同世界各地民众和组织开展磋商，

将于下月提交最终报告。我期符大家共同阅读、

思考该小组的分析，共同创造一个令人自豪的数

字世界，并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最诚挚地祝愿2019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取得丰硕成果。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2019年5月26日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27.htm

联合国秘书长致2019数博会贺信：共同创造一个令人自豪的数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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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在2019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发

布会”上，49项最新、最热的科技成果和最先进

的商业模式正式亮相。

“数博发布”是2019数博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期间将举行26场发布会，主要包含领先科技

成果发布、公益类发布和企业自主发布。

 其中，领先科技成果包括10项黑科技、10

项新技术、9项商业模式、20项新技术。此外，

还有 100 个项目入选2019 领先科技成果优秀项

目。

 据了解，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奖”已获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成功列入国

家级社会化科学奖励目录，有力提升了“数博发

布”的权威性和含金量。

10项黑科技名单：

360安全大脑——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ModelArts一站式AI开发平台——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

神鸮——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京东智能客服——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搜狗AI合成主播——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讯飞翻译机2.0——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液冷系统研究及应用——中国信通院/腾讯/

联想/广东合一/3M

智慧数——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

聆声智能声音前端处理技术——北京凌声芯

语音科技有限公司

明智系统——北京明略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10项新技术名单：

蚂蚁风险大脑——蚂蚁蓉信（成都）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早知道”气象大数据融合平台——北京嘉

韵楷达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人大政协政务大数据智能服务平台——北京

市计算中心

面向一体化协同管控的智慧高速关键技术和

应用——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贵州省扶贫民生领域监督软件——贵州宇云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HiLens——端云协同AI视频平台——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

知识计算云服务——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小米“Pagesus”分布式存储系统——小米

集团

2019数博会发布49项领先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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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的下一代定位技

术——广东星舆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DPI架构设计及大数

据应用——中国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研究院

9项商业模式名单：

“天眼+安服”安全运营

服务——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

公司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商业模

式——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有限

责任公司

满帮公路干线智慧物流交

易一站式综合服务模式--满运

宝——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以物联网+大数据相融合

的设施农业时空生产地图创新

能 力 建 设 项 目 —— 海 芯 华 夏

（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睿 博 科 技 医 疗 大 数 据 应

用——江苏睿博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智 能 供 应 链 技 术 服 务 平

台——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腾讯安心计划平台——深

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UU跑腿即时服务共享经

济大数据云平台——郑州时空

隧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物联网客户大数

据运营开放一体化平台——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研究

院

20项新产品名单：

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感知、

应急处置及攻防对抗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北京奇安信科技

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大数据智能决策

平台——北京百卓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C i r r o D a t a 分 布 式 数 据

库——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互 联 网 + 专 科 建 设 平

台——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智能OCR数据化产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京东云JDStack专有云平

台——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

公司

小京鱼智能平台——北京

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想LeapIOT工业物联及

数 字 孪 生 平 台 —— 联 想 （ 北

京）有限公司

大数据技术汽车消费领域

的智能应用平台——世纪恒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搜狗智能录音笔C1——北

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腾讯微法院小程序——深

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指

挥大数据平台——武汉地大信

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小米智能客服机器人——

小米集团

网络视频数据库平台——

央视国际网络无锡有限公司

易鲸捷银行核心交易系统

分布式架构平台——贵州易鲸

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翼云互联网运行监测服

务平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云计算分公司

G E O V I S 数 字 地 球 平 台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智 能 风 控 系 统 —— 中 移

（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日

志审计产品——中移（苏州）

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警 邮 一 站 式 车 主 服 务 平

台——中邮（北京）信息产业

有限公司

来源：http://www.cb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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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gdata-expo/html/2019-

05/26/content_6127855.htm

2019数博会“黑科技”成

果发布（附名单）

5月26日，2019数博会正

式开幕。在下午举办的“领先

科技成果发布会”活动上共发

布了49项领先科技成果。包括

10项黑科技、10项新技术、20

项新产品、9项商业模式。此

外，还有100个项目获得2019

领先科技成果优秀项目殊荣。

“10大黑科技”名单揭

晓：

1、360安全大脑（北京奇

虎科技有限公司）

360“安全大脑”以大数

据为基础，依托漏洞资源、威

胁情报、人工智能和安全专家

等四大支柱，包含DDoS攻击

监测、APT监测、扫描监测、

溯源反制、资产测绘、应急指

挥和实网攻防等七大功能系

统。

2、京东智能客服（北京

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 能 客 服 涵 盖 售 前 、 售

中、售后，形成了用户的全链

条客服服务，不仅服务于广大

京东用户，还助力京东商家和

外部企业，包含从文字到语

音，从用户到商家，从智能对

话到智能坐席等一整套解决方

案。

3 、 联 通 大 数 据 智 慧 数

（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

智慧数基于大数据环境，

围绕其价值的产生、传递和创

新，打造能够自感知、自治理

的数据资源服务，让数据会说

话，并提供了一组微服务、可

视化的构件集。

4、聆声智能声音前端处

理技术（北京凌声芯语音科技

有限公司）

凌 声 芯 的 聆 声 智 能 声 音

前端处理技术是将麦克风阵

列、听觉场景分析、深度学习

和Gammatone滤波器组等技

术结合，形成完整的近场、中

远场声音前端智能处理方案。

实现噪声抑制、混响消除、阵

列增益、目标声信号分离、跟

踪、增强等功能，极大提升声

音信号的质量，为后端处理提

供保障。

5、明智系统（北京明略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明 智 系 统 为 打 通 感 知 和

认知的行业人工智能大脑，该

产品基于AI驱动的数据治理平

台（包括结构化数据治理平

台CONA、非结构化文本治理

平台Raptor、关联知识挖掘产

品HARTS），实现各类结构

化、非结构化视频、图像、文

本等多元异构数据的符号化

过程，通过知识图谱数据库蜂

巢NEST完成数据的汇聚、融

合、推理及复杂运算，知识图

谱分析平台SCOPA实现秒级运

算和在线分析挖掘。

6、腾讯神鸮大数据市场

监管平台（深圳市腾讯计算机

系统有限公司）

腾 讯 神 鸮 大 数 据 市 场 监

管平台，是由腾讯安全反诈骗

实验室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持。

主要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

版权局等政府部门提供辖区内

市场主体的多维度经营风险监

测，包括帮助打击网络传销、

违规广告、虚假食药销售、知

识产权侵权等行为，助力构建

基于大数据的市场舆情监测体

系、企业信用体系、联合惩戒

体系、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同

时，发挥腾讯微信的触达优

势，为企业工商登记、行政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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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等提供全程电子化的完整解

决方案。

7、搜狗AI合成主播（北

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搜狗AI合成主播采用搜狗

“分身”技术，在业界率先结

合人脸关键点检测、人脸特征

提取、人脸重构、唇语识别、

情感迁移以及音视频联合建模

等多项前沿技术，结合语音、

图像等多模态信息进行联合建

模训练，使机器可以依据所输

入文本生成相应内容视频，并

确保视频中音频和视频表情、

唇动保持自然一致，展现与真

人无异的信息传达效果。

8、讯飞翻译机2.0（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讯飞翻译机2.0是科大讯

飞继全球首个具备离线翻译功

能的“晓译”翻译机之后推出

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翻译产品，

采用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语音

识别、语音合成、图像识别、

离线翻译以及四麦克风阵列等

多项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中文与50多种语言即

时互译，覆盖全球200多个国

家和地区。

9、ModelArts 一站式AI

开发平台（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

华为云ModelArts提供全

流程的AI开发服务，海量数据

处理、大规模分布式训练、

端-边-云模型按需部署，运

维管理，帮助用户快速创建

和部署模型、管理全周期AI工

作流，满足不同开发层次的需

要，降低AI开发和使用门槛，

实现系统的平滑、稳定、可靠

运行。

10、液冷系统研究及应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

司、联想 （ 北京 ） 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3M 中国有限公

司、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

限公司）

液 冷 技 术 是 将 大 部 分 热

量通过液体循环介质带走，单

台服务器需求风量降低，机房

整体送风需求也随之降低，大

大减少机房回流导致的局部热

点。目前来看数据中心液冷主

要有冷板、浸没和喷淋三种技

术路线。

来源：http://www.cbdio.

com/bigdata-expo/html/2019-

05/26/content_61278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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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由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组委会主办，中国通信学会承办，贵州省通

信管理局、贵州省通信学会协办的“2019云计

算和大数据发展前沿高峰论坛”在中国数谷贵阳

召开。论坛活动中，行业专家、学者、企业家就

大数据、云计算的前沿发展问题发表演讲，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尧学发表了《大数据能形成产业

吗？》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促进大数据形成产

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分别是数据采集、数据储

存、数据安全。

以下是演讲内容整理：

张尧学：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大数据非常热，大家也非常了解，我最早接

触大数据的时候已经是十几年前了，我心里有一

个疑惑，就是大数据它到底能不能形成一个真正

的产业？我所说的产业不是一百个亿或是几百个

亿，而是几万个亿甚至上千万个亿的大产业。

看看这十几年的发展历程。首先这是一个老问

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索洛当时提出一个观点：计算机无所不在。此观点

在全世界的经济界引起了热议，最后信息化没有带

来实际的发展，这句话被他自己给否定了。

现在是软件即服务的时代，大数据已经成为一

个服务提供给大家，但是其实作为服务提供给大家，

说的是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应用。

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用了“大数据”这个名词，但是

到底是不是大数据，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定义，或

者说我们说的所谓的大数据就是“大数据”。

2017年，我们国家的大数据产值大概为200

多亿，当然这是指核心产业。真正做大数据系统

并拿出来卖的，我们国家包括全世界有没有专门

卖大数据系统的公司？大家听到最多的是阿里

云、腾讯云等等。它有一个大数据系统，什么

都放网上，说这是大数据，说交通大数据、医疗

大数据、教育大数据，但是大家真正在卖大数据

吗？在卖大数据支持系统吗？卖的是服务。

既然说大数据系统做了十年，但并没有带来

很大的一个产业值，问题出在哪儿呢？真正建一

个大数据，或者说建一个大数据系统，它有哪些

关键因素？

第一，数据采集是关键因素。大数据一定要

和一个相关的产业融合、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生

产效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行业或者产业与

大数据技术融合的话，那么它是很难形成生产效

益的，也就生产不出利润。

要和行业结合，首先必须采集数据。比如

采集海洋大数据，那就必须有相应的终端或者传

感器深入海洋去采集，这就是5G和IOT为什么有

这么大影响力的原因。IOT以采集和处理数据为

主。最早采集数据的时候，数据库基本上是格

式化的文本数据，后来也有一些流媒体等数据，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大数据能形成产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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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它是跨媒体或者全媒体数据，即采集的

数据不仅是声音、图象、文字等，而是各种各样

的。数据采集之后要对它进行整合、传输，传输

过程当中还要关注保密、安全等等问题。

其次，是公共数据、私有数据的采集问题。

去年12月在美国，我对一个现象大吃一惊：张学

友的演唱会运用了人脸识别以后一下子抓了十几

个逃犯，那是因为中国走到哪儿都采集你的头像，

而且不违法。我发现美国只有进海关的时候才能采

集你的头像，其他地方都不能采集你的肖像。一个

案例：旧金山街上小混混抢警察的车，抓不着，但

是在中国就可以很快抓住犯罪者。为什么美国抓不

到？因为在美国肖像信息是隐私，谁对你拍照了你

可以告他，因为你有肖像权，他侵犯了你的肖像

权。这就是公共数据和私有数据该怎么处理的难

题。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脸部特征都在公安部的数

据库里，所以你不管走到哪儿，通过特征匹配很快

就知道，好人匹配没问题，坏人一下子就会被抓

住，这是好事，同时也是坏事。

另外就是采集终端的问题。IOT最大的变化

就是把原来的台式计算机和手机都变成了都是计

算机，它主要用途第一是采集数据，第二才是对

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

数据采集标准，所以要想使大数据和行业结合，

数据治理标准十分重要。

第二个就是数据怎么存。数据采集之后面临

储存的问题，目前大数据有很多存储方案，包括

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的数据。很多省市

建了很大的存储基地，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大数

据的集中存储和分布式存储是不一样的，过分集

中的储存大数据有的时候是一件坏事。

第三是数据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涉及大

数据的问题——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涉及机器学

习、神经网络等，到现在大家都认为人工智能

有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其实人工智能是没有太

多进步的，它唯一的进步就是大数据，即数据多

了。数据为什么多了？是网络。

人工智能在算法上根本没有进步，感觉它进

步了是因为机器强了、算力强了、数据量大了，

然后你可以通过原来的算法，使得它原来一天算

出来的现在十秒钟就算出来，原来是1P的数据

现在有1000P，所以就能更快得到结果。所以不

同的行业如果能和大数据深度融合，能够通过新

的算法进行分析，才是具有真正的竞争力。当然

你有了算法，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精准搜索问

题，包括百度、Google它实际上都是精准搜索。

总之，我认为大数据能不能形成产业的核心

问题不是在大数据本身上形成产业，而是大数据

推动行业进步，和其他行业融合起来发展形成产

业。所以我的看法是三点：

一是大数据没有办法形成产业，它和原来的

Oracle不一样，就是卖软件，像微软操作系统能够

卖出巨大的微软，后来云计算也是一样卖服务了；

二是大数据虽然可以极大推进新的产业的发

展，但是它的融合可能会给人的隐私或者人类本

身带来极大的破坏。打一个简单比方，如果你把

希特勒的基因搞明白了，复制一千个希特勒的基

因出来，这个世界怎么办？他肯定挑起战争，全

世界很快就被它灭亡了。科学技术发展这么快，

大数据稍微控制不好，或者数据造假，一个小问

题可能就会放大成蝴蝶效应；

三是数据采集，我们也做了不少终端应用到

医院采集数据，这些数据包括CT、MRD、核磁

共振等，只要机器启动所有的数据就进入了大数

据系统，同时病人能在1~2分钟内拿到片子，数

据采集对之后的数据使用十分重要。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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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在2019数博会“贵阳市区块链技

术与应用联合实验室主权区块链生态——享链生

态发布会”上，图灵奖得主惠特菲尔德·迪菲

（Whitfield Diffie）首次现身数博会，并登上演

讲台发表即兴演说，分享其对区块链的认识。

迪菲说到：“区块链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具

有创新性和令人兴奋得技术。它有两个非常关键

的功能因素，一个因素是把物理介质取消掉，另

一因素则是把一个中心化的计算，用一个分布式

的、大家在社区里面的一个行为来代替。这个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化，尤其是在大数据和信息化

领域里面，信息能够可溯源，可存证的系统里把

它记录出来，希望它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演讲中，迪菲还分享了他与其合作伙伴共同

从事密码学及区块链技术的研究的有趣过程。

迪菲是Cryptic Labs（加密实验室）首席科

学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

院士，被誉为“现代密码学之父”“世界网络安

全奠基人”。作为世界著名的密码技术与安全技

术专家，曾在2015年获得被称为“计算机领域

诺贝尔奖”的图灵奖，他与其合作伙伴创建的史

上第一个密钥交换机制——Diffie-Hellman开创

了密钥加密算法和数字签名机制的先河，至今仍

在保护着每天互联网中无数个用户之间的信息沟

通，以及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37.htm

图灵奖得主惠特菲尔德·迪菲：希望区块链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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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数博会”）在贵州贵阳正式举行。

本届数博会以“创新发展，数说未来”为主题，

来自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万六千多名嘉宾，

以及400多家国内外顶尖企业，集中展示全球、

全国大数据最前沿的新产品、新方案、新技术、

新成果、新模式。

正式跻身“国家队”的奇安信，作为中国最

大的网络安全公司之一，受邀参加2019数博会，

并通过参与2019数博会“一会、一展、一发布、

大赛及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基于“数据驱动安

全2.0”的新一代网络安全和国家队实力。

这是5月10日中国电子战略入股后，奇安信

首次以“国家队”身份亮相国家级博览会。

在2019数博会现场，奇安信全面展示了基于

“44333” （四个假设、四新战略、三位一体、

三同步和三方制衡的新一代网络安全体系思想打

造的，面向大数据时代的新一代网络安全防护体

系和安全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基于大数据可视化

技术、全息互动体感技术、行为追踪识别技术、

大数据分析技术打造的新一代智慧城市安全防护

体系，以及零信任动态可信访问控制体系、一体

化的泛终端安全治理体系、安全资源的服务化标

准化、数据生命周期安全治理体系、数据驱动的

安全智能运营体系等基于数据驱动安全2.0的五大

安全防护体系。此外，奇安信旗下专注服务政企

机构的专属化工作平台蓝信亦亮相本届数博会。

奇安信展台吸引了与会嘉宾的广泛关注，

而旗下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亦斩获多项大奖。其

中，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感知、应急处置及攻防对

抗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天眼+安服”安全运营

服务分别荣获2019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大奖；

天机TrustSpace安全工作空间、云安全智慧大脑

（网神云安全管理平台）荣获荣获2019数博会领

先科技成果“入围优秀项目”奖。

展示国家队实力，除了新一代网络安全防护

体系和解决方案外，奇安信总裁吴云坤等多位专

家还受邀在大数据安全、工业互联网等多场专业

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分享面向大数据环境下大

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安全防护体系建设方法论以

及成功实践。

吴云坤在数博会上提出，以大数据为核心的

新一代信息化建设，改变了信息化和业务环境，

也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数据已成为大数

奇安信展示国家队实力，新一代网络安全亮相2019数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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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境下网络安全防护的首要目标。而保护大数

据时代的网络安全需要有新的思想、技术、体系

和方法，即应以“44333”新体系思想为指导构

建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安全体系。同时，在数据

产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驱动力的当下，保

护数据安全是国家队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奇安信在2019数博会期间，一方面

在2019数博会组委会、贵州省公安厅指导下，联

合清华大学举办首届DataCon大数据安全分析比

赛。该比赛系国内首次以大数据安全分析为目的

的实战型竞赛，通过模拟真实网络环境下的数据

安全分析，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端安全人才。

另一方面，奇安信通过与贵州铜仁市、黔南

州等地方政府的战略合作，以数据安全产业落地

等方式，为地方大力发展数据产业和智慧城市全

面赋能。

此前，奇安信董事长、党委书记齐向东表

示，过去三年，奇安信创造了国内网络安全行业

难以企及的三座高峰：公司价值高峰、增长速度

高峰和团队规模高峰。未来，奇安信将与广大合

作伙伴一道，合力构建开放创新的网信产业生态

环境，努力营造更加繁荣的大数据产业生态，更

好保障国家重要信息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

安全，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建设网络强国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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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贵州这几年的发展，堪称奇迹。

经济增速已连续八年位居全国前列，在西部

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贵阳高铁西南枢纽地

位从“十”字形中心迈向“米”字形中心，减贫

人数全国第一，旅游井喷式增长，全省大数据产

值超过1100亿元……没有人在谈及贵州时还会想

起“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旧照片，一个

几近全新的黔中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还是那山那水，历史已写新篇，接续奋斗的

贵州人在进入新时代之际，跨过了从量变到质变

的临界点。

如果说，是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奋力攀高，

蓄积了愈来愈快的加速度，那么，以大数据为引

领践行创新驱动发展，则是贵州在新时代强势爆

发的能量源。

选择大数据，培育“智慧树”、深挖“钻

石矿”，弯道得以取直，后发也可赶超；发力大

数据，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中国数谷、

全球首个大数据主题博览会，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宛若平地起惊雷；乘势大数据，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贵州开出守好“两条

底线”，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

他省份发展新路”的惊艳之花。

溯往追今，道理昭然：唯有实干，才有实

变，唯有创新，才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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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寄语

贵州要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2018数博会，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发来贺信，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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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望参会代表和嘉

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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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嘱托在心，重任在肩，贵州当有作为，亦大

有可为。

从2015“互联网+时代的数据安全与发

展”，到2016“大数据开启智能时代”，从

2017“数字经济引领新增长”，到2018“数化

万物·智在融合”，再到2019“创新发展，数说

未来”。五年来，数博会已成为全球大数据发展

数博短评丨数“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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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向标和业界最具国际性和权威性的成果交流

平台，贵州大数据发展，始终紧扣产业脉搏、站

在时代前沿，始终与国家大数据战略同频共振、

同声相应。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发展大数据从来不是一省

之事、一时之需。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信息产

业革命的风起云涌，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贵州当责无旁贷，抢抓历史机遇，为大数

据发展提供贵州方案、作出贵州贡献。

今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2019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如约开幕，依靠实干与创新把

“富饶的贫困”丢进了故纸堆的贵州，将与来自

全球的志士同道，共商大数据“聚通用”良策，

共谋信息化发展大计，以大数据共创美好未来，

共享美好未来，共赢美好未来！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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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记者从数博会执委会获悉，2019

数博会展位图正式发布，公众可通过该图提前了

解各馆企业分布及展览情况，另已确定448家展

商参展。

据了解，本届数博会已确定448家展商参

展，阿里巴巴、腾讯、紫光、华为、Google、

Dell、Pivotal、Erwin等大咖企业将带来各自领域

的最前沿科技以及案例经验、新项目。

此外，本届展会设立国际前沿技术、行业

数字应用、创新创业成果三大版块，每个版块

设置2个展馆。其中，W1馆、E1馆为国际前沿

馆，以阿里巴巴、腾讯、紫光、华为、戴尔、

谷歌、中通服、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依图、优必选等国际知名企业为代表，馆

内分别展示智慧城市、5G技术及应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扶贫、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

验区等内容。

数字应用馆在W2、E2。本馆以数字冰雹、

软通智慧、神州数码、深信服、东方国信、同方

股份、浙江大华、数联铭品、科大国创、一舟股

份等大数据细分行业领域内优秀企业为代表，

分别展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挖掘、数据可

视化、数据应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等技术，以

及大数据技术在政务、城市治理、医疗健康、农

业、交通、能源等各社会领域的应用。

同时，该馆还设置国家展团集中展示区，展

示来自美国、以色列、英国、加拿大、俄罗斯、

德国等25个国家大数据及互联网企业最新技术成

果。Pivotal、Erwin等国外巨头也将在此进行展

示。

以高成长性创新创业大数据示范企业参展为

主的创业创新馆在W3、E3馆。馆内配套了投资

人观展、双创项目路演等相关活动，打造双创

企业和投资人双向互动平台。该馆还设置了港

澳台展团集中展示区以及无人驾驶高端体验项

目，向嘉宾和专业观众提供全场景的无人驾驶

体验。

据悉，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

5月26日在贵阳举行，目前，2019数博会票务销

售系统已全面开通，公众可通过数博会官网、数

博会微信服务号、数博会App等渠道购买展览、

高端对话、论坛类票，现场体验、参观、聆听国

内外顶尖企业大咖们带来的顶尖智能科技。

来源：ht tp s : //www.b igda t a-expo . cn/

news/1487902198

4月22日，记者从贵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创业

局获悉，截至4月21日，贵阳高新区共有23家企

业确定参展本届数博会。

本次参展的23家企业中，贵阳高新区孵化

的企业有15家。其中，人民日报数字传播（贵

州）有限公司、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数博会参展企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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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智诚科技有限

公司、食品安全与营养（贵州）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贵州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翰凯

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都是连续多届参展。

近年来，贵阳高新区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积极落实《孵化器十条》相关扶持政策，

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区四级孵化器

管理体系。截至目前，全区孵化面积达263万平

方米，聚集各类孵化器（众创空间）及加速器53

个，其中国家级孵化器4个、国家级众创空间5

个，在孵企业近1300家。（记者 帅煜杰）

来源：https:/ /www.bigdata-expo.cn/

news/1487901911

2019数博会聚焦人工智能 5G运用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26到29号

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多场高端论坛聚焦物联网

和云计算、人工智能与产业互联网。德国前国防

部长鲁道夫·沙尔平在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表

示，中国在5G领域已经取得了领先，未来期待

更多德国和中国科技企业的合作。海内外众多业

内精英和专家学者共同聚焦大数据与扶贫、绿色

金融、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动态。政

务云、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液冷处理器，这些

基于大数据运用的高科技数字产品在数博会上逐

一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来宾的关注。本届数博会

外国参展企业为156家，共有30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参展。2018年发布的《数字中国

建设发展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数据资源

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凤凰卫视高悦

嘉、何超 贵阳报道）

来源：凤凰网微博

数博会资讯

数谷之光交相辉映 乡村振兴大步前行

再过几天，2019数博会将启幕，全球大数据

再次迎来“贵阳时间”。

新时代，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

大动力。可以说，谁掌握了大数据的主动权，谁

就赢得了核心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这对于解决好“三农”问题、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底线、走新路、

奔小康”的嘱托，细化实化“八要素”坚持用活

“五步工作法”，精准把握“八个关键细节”，

贵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奏响乡村振兴强音，加

快大数据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为全省夺取脱

贫攻坚战全胜作表率、走前列、做贡献。

大数据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让贵阳的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贵阳“一乡

一品、一品一业”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一

品一业、百业富贵”发展愿景正在迈向现实。

大数据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贵阳把破题

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主要抓手，以大数据为“钥

匙”，开启乡村振兴的大门。

贵州第一“淘宝村”——息烽县立碑村就

尝到了甜头。未发展电商之前，立碑村及周边的

农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农产品种植和市

场需求信息不对称，以及销售渠道单一，是我们

以往农产品滞销的主要原因。”立碑村村支书龚

兴春说，“互联网+”减少了中间环节，让藏在

“深闺”的农产品走出大山、流向城市、销往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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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立碑村网络零售额又一次突破

3000万元，再度成为2018年“中国淘宝村”，

也是迄今为止我省唯一的“淘宝村”。“淘宝

村”的成功经验不仅是全省各地发展农村电商的

范例，而且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立碑村村民黄琪还记得世界银行原行长金墉

在去年11月造访家中的情景，看到满货架的商

品，金墉问：“你卖的这些猕猴桃都是村民自己

种的?”“都是村里种的，我从村民那里进货，

把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靠卖村里农特产品的黄

琪，月收入高达3万元。

电商赋能，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的翅膀。如

今，息烽当地的“纯然息品”“黔味坊”“立碑

村美味源”等网店日发货量达200单以上，网络

零售额年均100万元以上，猕猴桃、贡米、辣子

鸡等产业迅速发展，带动大量村民脱贫增收。

立碑村的成功，与贵阳借力大数据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分不开。从统计数据来

看，2018年，全市完成网络零售额106.58亿元，

增长35.91%，占全省59.13%。

目前，贵阳建成8个县级农村电商运营中

心和600余个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含区市县自

建）、5个“村淘创富”示范村，农村乡级快递

网点覆盖率达100%。

久久为功，贵阳交出了可喜的成绩单，也展

现出勃勃生机。城市的人力资源、资金等要素不

断涌向农村，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

全市636个村开展“三变”改革试点，22万农民

变股东、村集体以土地资源入股20余万亩，财政

投入资金2亿元，形成股金1.5亿元，参股经营主

体达378个。

下一步，贵阳将抓好主体培育，立足资源

禀赋和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

等产业，同时抓好信息化平台建设，创新体制

机制，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

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

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大数据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加快振兴乡村进程，人才是关键。作为国

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核心区，贵阳用好

大数据这一技术“助推器”，促进互联网、大数

据与农业农村发展深度融合，打造一支“互联网

+”现代农业建设队伍。

做好人才技术培训。贵阳先后出台《贵阳市

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5—

2017年）》《贵阳市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

工程指导计划（2018—2020年）》等方案，从

顶层设计上明确责任、保障经费、强化监管，使

培训工作落到实处。

促进农村贫困户就业。贵阳根据省里的农村

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平台，农民可通过电视广播

网络，在村活动室、农民讲习所等地集中收看培

训内容，也可自己在家中收看，通过远程授课的

形式，帮助农民提升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和能力水

平。同时，通过该平台，深入挖掘农村农业大数

据的“政用、民用”价值。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贵阳突破农村电子商务

网点的基础设施、物流配送、运营等发展瓶颈，

打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

渠道，联合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大学”等

培训机构，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

电商培训，提升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水平及农村现

代流通水平。

清镇市卫城镇犀牛村村民周斌斌就是接受电

商培训的其中一员。2015年11月，在参加清镇市

第一批“农村淘宝电商”合伙人培训班后，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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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成为犀牛村农村淘宝服务站负责人。“技术培

训让我学到了新知识，提升了运营水平。”周斌

斌说。

周斌斌只是贵阳通过“互联网+”加快人才

技术培养的代表。贵阳通过远程授课的形式开展

农民继续教育和专业技能学习，帮助农民提升专

业技术理论知识和能力水平，加快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致富带头人等，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引擎”。

培训中，贵阳围绕菜篮子、果盘子、茶园

子、药坝子、奶瓶子“五子登科”等特色优势产

业和农业精准扶贫等领域，通过“互联网+”等

远程授课的形式，在全市扎实开展人才培训工

作，加快培育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

通过“互联网+”模式，催生了一批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全产业

链，提升农业价值链。

同时，“互联网+”理念和技术的应用，加

速培育了有知识、有文化、会经营、懂管理的新

农民，在信息化的助力下能够以一当十，辐射带

动新农民新主体成长，较大程度提高了农业生产

经营效率。

来自贵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贵阳

2018年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从去年9月开

始，至今年4月份结束，计划培训1974人，实际

完成2014人。

大数据助农业跑出“加速度”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乡村才能振兴。

为农业插上互联网“翅膀”，才能更好地紧扣农

村产业革命“八要素”，扎扎实实推动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

大数据助力农业跑出加速度，贵阳有这个优

势，也有这个底气。

修文县香巴湖村的猕猴桃种植大户周珍品，

就深刻体会到了大数据带来的巨大变化。“地里

居然要装摄像头，还有些稀奇的设备立在地里，

技术人员还教我们用电脑。”周珍品回忆说，当

时觉得很稀奇，不知道这些“高科技”能干啥。

“现在会用了，才知道这些东西真厉害。”

周珍品说，电脑会采集土壤、空气、树苗的相关

数据，然后进行分析，并给出管理和调整的方

法。他坐在电脑前就能管理猕猴桃，这在过去是

难以想象的。

周珍品算了一笔账，自从采用了大数据手

段，他家猕猴桃的生产成本降低了20%，产量反

而提高了30%。

因为大数据，传统的劳作方式和销售模式被

颠覆。“我们正在探索利用大数据的分析功能，

实现市场精准投放，针对不同地区，利用技术手

段，采取订单式的方法生产出符合地方口味、出

口标准的猕猴桃，让修文猕猴桃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修文县猕猴桃产业发展局副局长黄亚欣

说。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可追溯系统，修文猕猴桃

实现了产、销等环节的全程检索、全程管控、追

踪溯源，使产品百分之百实现生产有规程、有记

录。

无独有偶，通过在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管理

方式精准化方面积极试点开展农业物联网应用，

贵阳已有10余家企业在茶园基地建设了前端视频

采集系统、环境监控系统、生产数据采集系统。

“种植、养殖大数据可持续采集更新体系、

农产品市场和销售价格大数据库的应用，带动了

贵阳农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潘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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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阳，大数据带给农业的变化远不止于

此。数据显示，2015年建成的“贵阳市果蔬生产

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一期）”，目前已上线精品

水果生产企业、基地达到了109家，涉及10个精

品水果品种，涵盖追溯面积10.7万亩。

走进开阳县数谷农场，农业物联网正在通过

精准的环境控制，为不同植物匹配适宜的生长环

境，同时结合室外气候、温室内环境、植物种植

状况等信息，提出优化后的整套环境控制策略；

清镇市卫城镇凤山村推出基于身份链和数字

钱包，结合诚信管理服务的个人便民应用产品，

通过“大数据三变”，打造“会思考的村庄”；

……

在全省各地深入开展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

的产业革命的同时，贵阳正发挥自身的大数据优

势，让大数据在乡村振兴征程上释放出强大动

能。

大数据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打赢脱

贫攻坚战，是贵州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贵

阳的干部群众始终牢记肩上沉甸甸的担子，切实

强化省会担当，凝心聚力带动全省脱贫攻坚。

正是在这样的使命引领下，贵阳依托大数据

发展优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推

进大数据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现代化农业体

系“家底”愈发厚实。

从统计数据来看，2018年，贵阳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完成82.78万亩，种植特色农产品200万

亩，乡村旅游收入150亿元；新增省级农业高效

示范园区4个，新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161

个；贵阳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一产增加值

完成153.1亿元，增长6.6%，现代农业增加值占

一产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

正是在这样的使命引领下，贵阳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省会意识、担起省会责任、秉持

省会标准，不断提升引领力、辐射力、聚集力、

创新力，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省脱贫、全省发展。

2018年7月，中共贵阳市委十届四次全会向

全市各级各部门发出号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只争朝夕、

苦干实干，为全省脱贫攻坚战发起总攻、夺取全

胜作出新的更大的省会贡献；

2019年3月，贵阳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印发《贵阳市巩固提升脱贫成果行动方案》提

出，深入实施社会帮扶，开展社会力量参与帮扶

工作；开展对外帮扶助推全省脱贫攻坚，实施大

市场带动等“六大工程”，带动11个受帮扶贫困

县脱贫攻坚，助推天柱县、普安县、长顺县脱贫

摘帽；

……

3月15日，占地1000亩，总建筑面积69万平

方米，总投资32亿元的贵阳农产品物流园开业。

作为贵阳市推动“大市场带动大扶贫”的重要实

施主体，贵阳农产品物流园精准发力，打造农产

品经营“航空母舰”，搭建智慧农批云平台，为

产业扶贫插上大数据翅膀。

建成后的智慧农批云平台将是贵州省首个实

现对供应链、园区、O2O交易、支付结算等全过

程进行智慧化管理的平台。贵阳农产品物流园也

将成为贵州首个数字化、智慧化的农产品批发市

场。云平台智慧交易终端可通过IC卡、银联卡、

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方式进行交易，提高工作效

率。云平台还将搭建电商平台，提供线上交易渠

道，打通线上线下壁垒。

依托贵阳大数据产业优势，智慧农批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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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农产品生产流通数据的集成、分析、发布

和共享，形成西南地区农产品信息中心、价格中

心；可根据系统数据，分析供需关系，为贵州省

农产品扶贫基地科学确定种植养殖规模提供指导

依据，减少资源浪费，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如今，通过贵阳农产品物流园，威宁的土

豆、赫章的核桃、罗甸的火龙果等绿色农产品被

“搬”到贵阳市民的餐桌上。与此同时，物流园

与贵州8个市（州）签订保供协议，形成上下游

渠道的精准对接，打造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建立

中央大厨房，直供生鲜超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食

堂、大型酒店厨房，为B2C生鲜电商提供分拣加

工、仓储物流、冷链配送等专业化服务。

发挥贵阳大市场作用带动全省大扶贫是贵阳

大数据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2018

年，贵阳实施对口帮扶项目59个，安排对口帮扶

资金1.49亿元，采购本省农产品120万吨，提供

就业岗位17.6万个，带动省内10万贫困人口稳定

脱贫。

新时代，大数据的“基因图谱”正向广阔

的筑城乡村拓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孕育

着无比美好的未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贵阳将持续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开启

乡村振兴新征程。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2/content_6125360.htm

苗圩出席2019数博会

提出推进大数据技术产业发展四项举措

5月26日上午，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

记、部长苗圩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苗圩表示，当前，数据的基础性、战略性资

源作用愈发突出，有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经济

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驱动力。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认真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推动建立部际协同推进机制，加强

技术产业支撑，深入开展各行业各领域的示范应

用，积极打造产业集群，取得了积极进展。

苗圩指出，数据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资源，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本次数博

会以“创新发展 数说未来”为主题，推进大数据

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深化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

融合。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着力做好四方

面工作。一是增强创新能力，夯实产业基础。二

是聚焦实体经济，推进深度融合。三是加强数据

治理，持续优化环境。四是深化开放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5月26

日-29日举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贵州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本届数博会与去年相比，参会国家从

29个增加到59个，参会世界500强企业从15个增

加到39个，参展企业从388家增加到448家，其

中国外参展企业从56家增加到156家，均创历史

新高。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49.htm

联合国秘书长致2019数博会贺信：共同创造一个

令人自豪的数字世界

我十分高兴向2019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致贺。大数据及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对

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巨大潜力。从医药、

交通运输到农业，大数据向世界提供了促进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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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卓越工具。

然而，大数据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风

险。算法可以帮助发现谁将从新医疗诊断中受

益，但也可能被用于侵犯隐私和人权，无人机技

术可以帮助农民使用特定杀虫剂，以提高产量，

但也可能被应用于致命自动武器系统，我们对此

不能接受。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确保大数据及其生成的

技术，被用于提升人类福祉，并将其对发展、和

平安全和人权的风险降到最低。

为此，我成立了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

组，邀请马云先生和梅琳达·盖茨女士担任共同

主席。该小组同世界各地民众和组织开展磋商，

将于下月提交最终报告。我期符大家共同阅读、

思考该小组的分析，共同创造一个令人自豪的数

字世界，并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最诚挚地祝愿2019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取得丰硕成果。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2019年5月26日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27.htm

2019数博会发布49项领先科技成果

5月26日，在2019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发

布会”上，49项最新、最热的科技成果和最先进

的商业模式正式亮相。

“数博发布”是2019数博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期间将举行26场发布会，主要包含领先科技

成果发布、公益类发布和企业自主发布。

其中，领先科技成果包括10项黑科技、10项

新技术、9项商业模式、20项新技术。此外，还有 

100 个项目入选2019 领先科技成果优秀项目。

据了解，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奖”已获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成功列入国

家级社会化科学奖励目录，有力提升了“数博发

布”的权威性和含金量。

10项黑科技名单：

360安全大脑——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ModelArts一站式AI开发平台——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

神鸮——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京东智能客服——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搜狗AI合成主播——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讯飞翻译机2.0——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液冷系统研究及应用——中国信通院/腾讯/

联想/广东合一/3M

智慧数——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

聆声智能声音前端处理技术——北京凌声芯

语音科技有限公司

明智系统——北京明略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10项新技术名单：

蚂蚁风险大脑——蚂蚁蓉信（成都）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早知道”气象大数据融合平台——北京嘉

韵楷达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人大政协政务大数据智能服务平台——北京

市计算中心

面向一体化协同管控的智慧高速关键技术和

应用——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贵州省扶贫民生领域监督软件——贵州宇云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HiLens——端云协同AI视频平台——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

知识计算云服务——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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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Pagesus”分布式存储系统——小米

集团

基于北斗的下一代定位技术——广东星舆科

技有限公司

统一DPI架构设计及大数据应用——中国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9项商业模式名单：

“天眼+安服”安全运营服务——北京奇安

信科技有限公司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商业模式——贵阳大数据

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满帮公路干线智慧物流交易一站式综合服务

模式--满运宝——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江

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以物联网+大数据相融合的设施农业时空生

产地图创新能力建设项目——海芯华夏（北京）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睿博科技医疗大数据应用——江苏睿博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供应链技术服务平台——北京京东尚科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腾讯安心计划平台——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

统有限公司

U U 跑 腿 即 时 服 务 共 享 经 济 大 数 据 云 平

台——郑州时空隧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物联网客户大数据运营开放一体化

平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20项新产品名单：

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感知、应急处置及攻防对抗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大数据智能决策平台——北京百卓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CirroData分布式数据库——北京东方国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专科建设平台——贵阳朗玛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OCR数据化产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京东云JDStack专有云平台——北京京东世

纪贸易有限公司

小京鱼智能平台——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联想LeapIOT工业物联及数字孪生平台——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大 数 据 技 术 汽 车 消 费 领 域 的 智 能 应 用 平

台——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搜狗智能录音笔C1——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腾讯微法院小程序——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

统有限公司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指挥大数据平台——

武汉地大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小米智能客服机器人——小米集团

网络视频数据库平台——央视国际网络无锡

有限公司

易 鲸 捷 银 行 核 心 交 易 系 统 分 布 式 架 构 平

台——贵州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翼云互联网运行监测服务平台——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云计算分公司

GEOVIS数字地球平台 ——中科星图股份有

限公司

智能风控系统——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日志审计产品——中

移（苏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警邮一站式车主服务平台——中邮（北京）

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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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数博会“黑科技”成果发布（附名单）

5月26日，2019数博会正式开幕。在下午举

办的“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会”活动上共发布了49

项领先科技成果。包括10项黑科技、10项新技

术、20项新产品、9项商业模式。此外，还有100

个项目获得2019领先科技成果优秀项目殊荣。

“10大黑科技”名单揭晓：

1、360安全大脑（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360“安全大脑”以大数据为基础，依托漏

洞资源、威胁情报、人工智能和安全专家等四大

支柱，包含DDoS攻击监测、APT监测、扫描监

测、溯源反制、资产测绘、应急指挥和实网攻防

等七大功能系统。

2、京东智能客服（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智能客服涵盖售前、售中、售后，形成了

用户的全链条客服服务，不仅服务于广大京东用

户，还助力京东商家和外部企业，包含从文字到

语音，从用户到商家，从智能对话到智能坐席等

一整套解决方案。

3、联通大数据智慧数（联通大数据有限公

司）

智慧数基于大数据环境，围绕其价值的产

生、传递和创新，打造能够自感知、自治理的数

据资源服务，让数据会说话，并提供了一组微服

务、可视化的构件集。

4、聆声智能声音前端处理技术（北京凌声

芯语音科技有限公司）

凌 声 芯 的 聆 声 智 能 声 音 前 端 处 理 技 术 是

将麦克风阵列、听觉场景分析、深度学习和

Gammatone滤波器组等技术结合，形成完整的

近场、中远场声音前端智能处理方案。实现噪声

抑制、混响消除、阵列增益、目标声信号分离、

跟踪、增强等功能，极大提升声音信号的质量，

为后端处理提供保障。

5、明智系统（北京明略软件系统有限公

司）

明智系统为打通感知和认知的行业人工智能

大脑，该产品基于AI驱动的数据治理平台（包括

结构化数据治理平台CONA、非结构化文本治理

平台Raptor、关联知识挖掘产品HARTS），实现

各类结构化、非结构化视频、图像、文本等多元

异构数据的符号化过程，通过知识图谱数据库蜂

巢NEST完成数据的汇聚、融合、推理及复杂运

算，知识图谱分析平台SCOPA实现秒级运算和在

线分析挖掘。

6、腾讯神鸮大数据市场监管平台（深圳市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腾讯神鸮大数据市场监管平台，是由腾讯

安全反诈骗实验室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持。主要为

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版权局等政府部门提供辖

区内市场主体的多维度经营风险监测，包括帮助

打击网络传销、违规广告、虚假食药销售、知识

产权侵权等行为，助力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市场舆

情监测体系、企业信用体系、联合惩戒体系、营

商环境评估体系，同时，发挥腾讯微信的触达优

势，为企业工商登记、行政许可等提供全程电子

化的完整解决方案。

7、搜狗AI合成主播（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搜狗AI合成主播采用搜狗“分身”技术，在

业界率先结合人脸关键点检测、人脸特征提取、

人脸重构、唇语识别、情感迁移以及音视频联合

建模等多项前沿技术，结合语音、图像等多模态

信息进行联合建模训练，使机器可以依据所输入

文本生成相应内容视频，并确保视频中音频和视

频表情、唇动保持自然一致，展现与真人无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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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达效果。

8、讯飞翻译机2.0（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

司）

讯飞翻译机2.0是科大讯飞继全球首个具备

离线翻译功能的“晓译”翻译机之后推出的新一

代人工智能翻译产品，采用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图像识别、离线翻译以及

四麦克风阵列等多项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

实现中文与50多种语言即时互译，覆盖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9、ModelArts 一站式AI开发平台（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

华为云ModelArts提供全流程的AI开发服

务，海量数据处理、大规模分布式训练、端-边-

云模型按需部署，运维管理，帮助用户快速创建

和部署模型、管理全周期AI工作流，满足不同开

发层次的需要，降低AI开发和使用门槛，实现系

统的平滑、稳定、可靠运行。

10、液冷系统研究及应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深圳市腾讯计算机

系统有限公司、联想 （ 北京 ）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3M 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

液冷技术是将大部分热量通过液体循环介质

带走，单台服务器需求风量降低，机房整体送风

需求也随之降低，大大减少机房回流导致的局部

热点。目前来看数据中心液冷主要有冷板、浸没

和喷淋三种技术路线。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40.htm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大数据能形成产业

吗？

5月25日，由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组委会主办，中国通信学会承办，贵州省通

信管理局、贵州省通信学会协办的“2019云计

算和大数据发展前沿高峰论坛”在中国数谷贵阳

召开。论坛活动中，行业专家、学者、企业家就

大数据、云计算的前沿发展问题发表演讲，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尧学发表了《大数据能形成产业

吗？》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促进大数据形成产

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分别是数据采集、数据储

存、数据安全。

以下是演讲内容整理：

张尧学：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大数据非常热，大家也非常了解，我最早接

触大数据的时候已经是十几年前了，我心里有一

个疑惑，就是大数据它到底能不能形成一个真正

的产业？我所说的产业不是一百个亿或是几百个

亿，而是几万个亿甚至上千万个亿的大产业。

看看这十几年的发展历程。首先这是一个老

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索洛当时提出一个观点：计算机无所不在。

此观点在全世界的经济界引起了热议，最后信息

化没有带来实际的发展，这句话被他自己给否定

了。

现在是软件即服务的时代，大数据已经成为

一个服务提供给大家，但是其实作为服务提供给

大家，说的是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

数据应用。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用了“大数据”这

个名词，但是到底是不是大数据，我们很难给它

下一个定义，或者说我们说的所谓的大数据就是

“大数据”。

2017年，我们国家的大数据产值大概为200

多亿，当然这是指核心产业。真正做大数据系统

并拿出来卖的，我们国家包括全世界有没有专门

卖大数据系统的公司？大家听到最多的是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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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腾讯云等等。它有一个大数据系统，什么

都放网上，说这是大数据，说交通大数据、医疗

大数据、教育大数据，但是大家真正在卖大数据

吗？在卖大数据支持系统吗？卖的是服务。

既然说大数据系统做了十年，但并没有带来

很大的一个产业值，问题出在哪儿呢？真正建一

个大数据，或者说建一个大数据系统，它有哪些

关键因素？

第一，数据采集是关键因素。大数据一定要

和一个相关的产业融合、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生

产效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行业或者产业与

大数据技术融合的话，那么它是很难形成生产效

益的，也就生产不出利润。

要和行业结合，首先必须采集数据。比如

采集海洋大数据，那就必须有相应的终端或者传

感器深入海洋去采集，这就是5G和IOT为什么有

这么大影响力的原因。IOT以采集和处理数据为

主。最早采集数据的时候，数据库基本上是格

式化的文本数据，后来也有一些流媒体等数据，

但是现在它是跨媒体或者全媒体数据，即采集的

数据不仅是声音、图象、文字等，而是各种各样

的。数据采集之后要对它进行整合、传输，传输

过程当中还要关注保密、安全等等问题。

其次，是公共数据、私有数据的采集问题。

去年12月在美国，我对一个现象大吃一惊：张

学友的演唱会运用了人脸识别以后一下子抓了十

几个逃犯，那是因为中国走到哪儿都采集你的头

像，而且不违法。我发现美国只有进海关的时候

才能采集你的头像，其他地方都不能采集你的肖

像。一个案例：旧金山街上小混混抢警察的车，

抓不着，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很快抓住犯罪者。为

什么美国抓不到？因为在美国肖像信息是隐私，

谁对你拍照了你可以告他，因为你有肖像权，

他侵犯了你的肖像权。这就是公共数据和私有数

据该怎么处理的难题。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脸部

特征都在公安部的数据库里，所以你不管走到哪

儿，通过特征匹配很快就知道，好人匹配没问

题，坏人一下子就会被抓住，这是好事，同时也

是坏事。

另外就是采集终端的问题。IOT最大的变化

就是把原来的台式计算机和手机都变成了都是计

算机，它主要用途第一是采集数据，第二才是对

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

数据采集标准，所以要想使大数据和行业结合，

数据治理标准十分重要。

第二个就是数据怎么存。数据采集之后面临

储存的问题，目前大数据有很多存储方案，包括

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的数据。很多省市

建了很大的存储基地，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大数

据的集中存储和分布式存储是不一样的，过分集

中的储存大数据有的时候是一件坏事。

第三是数据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涉及大

数据的问题——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涉及机器学

习、神经网络等，到现在大家都认为人工智能

有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其实人工智能是没有太

多进步的，它唯一的进步就是大数据，即数据多

了。数据为什么多了？是网络。

人工智能在算法上根本没有进步，感觉它进

步了是因为机器强了、算力强了、数据量大了，

然后你可以通过原来的算法，使得它原来一天算

出来的现在十秒钟就算出来，原来是1P的数据

现在有1000P，所以就能更快得到结果。所以不

同的行业如果能和大数据深度融合，能够通过新

的算法进行分析，才是具有真正的竞争力。当然

你有了算法，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精准搜索问

题，包括百度、Google它实际上都是精准搜索。

总之，我认为大数据能不能形成产业的核心

问题不是在大数据本身上形成产业，而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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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行业进步，和其他行业融合起来发展形成产

业。所以我的看法是三点：

一是大数据没有办法形成产业，它和原来的

Oracle不一样，就是卖软件，像微软操作系统能

够卖出巨大的微软，后来云计算也是一样卖服务

了；

二是大数据虽然可以极大推进新的产业的发

展，但是它的融合可能会给人的隐私或者人类本

身带来极大的破坏。打一个简单比方，如果你把

希特勒的基因搞明白了，复制一千个希特勒的基

因出来，这个世界怎么办？他肯定挑起战争，全

世界很快就被它灭亡了。科学技术发展这么快，

大数据稍微控制不好，或者数据造假，一个小问

题可能就会放大成蝴蝶效应；

三是数据采集，我们也做了不少终端应用到

医院采集数据，这些数据包括CT、MRD、核磁

共振等，只要机器启动所有的数据就进入了大数

据系统，同时病人能在1~2分钟内拿到片子，数

据采集对之后的数据使用十分重要。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36.htm

图灵奖得主惠特菲尔德·迪菲：希望区块链

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5月25日，在2019数博会“贵阳市区块链技

术与应用联合实验室主权区块链生态——享链生

态发布会”上，图灵奖得主惠特菲尔德·迪菲

（Whitfield Diffie）首次现身数博会，并登上演

讲台发表即兴演说，分享其对区块链的认识。

迪菲说到：“区块链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具

有创新性和令人兴奋得技术。它有两个非常关键

的功能因素，一个因素是把物理介质取消掉，另

一因素则是把一个中心化的计算，用一个分布式

的、大家在社区里面的一个行为来代替。这个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化，尤其是在大数据和信息化

领域里面，信息能够可溯源，可存证的系统里把

它记录出来，希望它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演讲中，迪菲还分享了他与其合作伙伴共同

从事密码学及区块链技术的研究的有趣过程。

迪菲是Cryptic Labs（加密实验室）首席科

学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

院士，被誉为“现代密码学之父”“世界网络安

全奠基人”。作为世界著名的密码技术与安全技

术专家，曾在2015年获得被称为“计算机领域

诺贝尔奖”的图灵奖，他与其合作伙伴创建的史

上第一个密钥交换机制——Diffie-Hellman开创

了密钥加密算法和数字签名机制的先河，至今仍

在保护着每天互联网中无数个用户之间的信息沟

通，以及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37.htm

奇安信展示国家队实力，新一代网络安全亮

相2019数博会

5月26日，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数博会”）在贵州贵阳正式举行。

本届数博会以“创新发展，数说未来”为主题，

来自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万六千多名嘉宾，

以及400多家国内外顶尖企业，集中展示全球、

全国大数据最前沿的新产品、新方案、新技术、

新成果、新模式。

正式跻身“国家队”的奇安信，作为中国最

大的网络安全公司之一，受邀参加2019数博会，

并通过参与2019数博会“一会、一展、一发布、

大赛及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基于“数据驱动安

全2.0”的新一代网络安全和国家队实力。

这是5月10日中国电子战略入股后，奇安信

首次以“国家队”身份亮相国家级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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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数博会现场，奇安信全面展示了基于

“44333” （四个假设、四新战略、三位一体、

三同步和三方制衡的新一代网络安全体系思想打

造的，面向大数据时代的新一代网络安全防护体

系和安全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基于大数据可视化

技术、全息互动体感技术、行为追踪识别技术、

大数据分析技术打造的新一代智慧城市安全防护

体系，以及零信任动态可信访问控制体系、一体

化的泛终端安全治理体系、安全资源的服务化标

准化、数据生命周期安全治理体系、数据驱动的

安全智能运营体系等基于数据驱动安全2.0的五大

安全防护体系。此外，奇安信旗下专注服务政企

机构的专属化工作平台蓝信亦亮相本届数博会。

奇安信展台吸引了与会嘉宾的广泛关注，

而旗下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亦斩获多项大奖。其

中，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感知、应急处置及攻防对

抗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天眼+安服”安全运营

服务分别荣获2019数博会领先科技成果大奖；

天机TrustSpace安全工作空间、云安全智慧大脑

（网神云安全管理平台）荣获荣获2019数博会领

先科技成果“入围优秀项目”奖。

展示国家队实力，除了新一代网络安全防护

体系和解决方案外，奇安信总裁吴云坤等多位专

家还受邀在大数据安全、工业互联网等多场专业

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分享面向大数据环境下大

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安全防护体系建设方法论以

及成功实践。

吴云坤在数博会上提出，以大数据为核心的

新一代信息化建设，改变了信息化和业务环境，

也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数据已成为大数

据环境下网络安全防护的首要目标。而保护大数

据时代的网络安全需要有新的思想、技术、体系

和方法，即应以“44333”新体系思想为指导构

建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安全体系。同时，在数据

产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驱动力的当下，保

护数据安全是国家队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奇安信在2019数博会期间，一方面

在2019数博会组委会、贵州省公安厅指导下，联

合清华大学举办首届DataCon大数据安全分析比

赛。该比赛系国内首次以大数据安全分析为目的

的实战型竞赛，通过模拟真实网络环境下的数据

安全分析，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端安全人才。

另一方面，奇安信通过与贵州铜仁市、黔南

州等地方政府的战略合作，以数据安全产业落地

等方式，为地方大力发展数据产业和智慧城市全

面赋能。

此前，奇安信董事长、党委书记齐向东表

示，过去三年，奇安信创造了国内网络安全行业

难以企及的三座高峰：公司价值高峰、增长速度

高峰和团队规模高峰。未来，奇安信将与广大合

作伙伴一道，合力构建开放创新的网信产业生态

环境，努力营造更加繁荣的大数据产业生态，更

好保障国家重要信息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

安全，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建设网络强国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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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贵州这几年的发展，堪称奇迹。

经济增速已连续八年位居全国前列，在西部

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贵阳高铁西南枢纽地

位从“十”字形中心迈向“米”字形中心，减贫

人数全国第一，旅游井喷式增长，全省大数据产

值超过1100亿元……没有人在谈及贵州时还会想

起“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旧照片，一个

几近全新的黔中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还是那山那水，历史已写新篇，接续奋斗的

贵州人在进入新时代之际，跨过了从量变到质变

的临界点。

如果说，是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奋力攀高，

蓄积了愈来愈快的加速度，那么，以大数据为引

领践行创新驱动发展，则是贵州在新时代强势爆

发的能量源。

选择大数据，培育“智慧树”、深挖“钻

石矿”，弯道得以取直，后发也可赶超；发力大

数据，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中国数谷、

全球首个大数据主题博览会，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宛若平地起惊雷；乘势大数据，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贵州开出守好“两条

底线”，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

他省份发展新路”的惊艳之花。

溯往追今，道理昭然：唯有实干，才有实

变，唯有创新，才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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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寄语

贵州要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2018数博会，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发来贺信，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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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望参会代表和嘉

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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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嘱托在心，重任在肩，贵州当有作为，亦大

有可为。

从2015“互联网+时代的数据安全与发

展”，到2016“大数据开启智能时代”，从

2017“数字经济引领新增长”，到2018“数化

万物·智在融合”，再到2019“创新发展，数说

未来”。五年来，数博会已成为全球大数据发展

数博短评丨数“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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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向标和业界最具国际性和权威性的成果交流

平台，贵州大数据发展，始终紧扣产业脉搏、站

在时代前沿，始终与国家大数据战略同频共振、

同声相应。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发展大数据从来不是一省

之事、一时之需。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信息产

业革命的风起云涌，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贵州当责无旁贷，抢抓历史机遇，为大数

据发展提供贵州方案、作出贵州贡献。

今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2019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如约开幕，依靠实干与创新把

“富饶的贫困”丢进了故纸堆的贵州，将与来自

全球的志士同道，共商大数据“聚通用”良策，

共谋信息化发展大计，以大数据共创美好未来，

共享美好未来，共赢美好未来！ 

来源：http://www.cbdio.com/bigdata-expo/

html/2019-05/26/content_61278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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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掌握SQL基础

SQL技能是数据分析师的必备技能，数据分

析师50%的时间都在写SQL。

一道SQL面试题

这是一道来自百度数据部门的面试题，主要

考察row_number的使用。

题目：SQL语句如何查询各用户最长连续登

录天数？如图左边是源表User，右边是需要达到

的查询结果。

Step 1 审题

各用户最长的连续登录天数，先要确定连续

登录的数据特征，日期表现为每个用户的后一天

和前一天的差值为1，不能为大于1的值，一旦大

于1也就间断了。那么可以设置一列序号，如果

是连续的话，这列序号也是会随着日期同步增长

的，那么日期减去这个序号，应该都是一个确定

的日期。 

比如说2017年1月1号对应的序号是1，2017

年1月2号对应的序号是2，2017年1月3号对应的

序号是3，那么2017年1月1号-1=2016年12月

31号，同理，2017年1月2号-2=2016年12月31

号，都是同样的日期。

根据这个日期与序号之差和UID进行分组统

计出不同UID和差值的数量，最后按照UID分组

统计出数量的最大值。具体流程见下图：

【导读】本栏目推送数据科学相关学习内容，提供给需要学习大数据相关知识技术的渴

求者。本期推送SQL基础，SQL技能是数据分析师的必备技能，本文将从一道数据分析师的

SQL面试题开始分析讲解，期间，会涉及到SQL的基础操作和分析函数的使用等知识点，然

后为大家总结出了一份快速掌握SQL基础的指南，希望能够帮助到SQL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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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创建表

 C R E A T E  T A B L E  I F  N O T  E X I S T S 

`loadrecord` （  `uid` int，  `loadtime` string） ；

INSERT INTO ` loadrecord`  （`uid`， 

`loadtime`） VALUES

  （'201'， '2017/1/1'），

  （'201'， '2017/1/2'），

  （'202'， '2017/1/2'），

  （'202'， '2017/1/3'），

  （'203'， '2017/1/3'），

  （'201'， '2017/1/4'），

  （'202'， '2017/1/4'），

  （'201'， '2017/1/5'），

  （'202'， '2017/1/5'），

  （'201'， '2017/1/6'），

  （'203'， '2017/1/6'），

  （'203'， '2017/1/7'）；

Step 3 添加一列日期序号

select uid，loadtime，row_number（   ）

over （partition by uid order by loadtime） as 

row_num

from loadrecord；

结果如下图所示：

这里用到了row_number窗口分析函数，将

每个用户按照登录日期升序进行编号。

Step 4 获得一个新日期

se lect  u id，loadt ime，row_number

（    ）over （part i t ion by u id order by 

loadtime） asrow_num，date_sub（regexp_

r e p l a c e （ l o a d t i m e ， ' / ' ， ' - ' ） ， r o w _

number（） over （partition by uid order by 

loadtime）） as new_loadtime from loadrecord

这里先用字符串函数regexp_replace将日期

格式修改为"yyyy-MM-dd"格式，然后用date_

sub函数将日期相减。

Step 5 第一次聚合

select uid，new_loadtime，count（uid） 

as new_loadtime_num from （select uid，

loadtime，row_number（） over（partition by 

uid order by loadtime） as row_num，date_sub

（regexp_replace（loadtime，'/'，'-'），row_

number（） over （partition by uid order by 

loadtime）） as new_loadtime from loadrecord 

） a group by uid，new_loadtime

这里使用了count聚合函数和子查询操作，

通过这一次的聚合统计出每个用户对应的所有连

续登录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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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 审题

select uid，max（new_loadtime_num） 

as max_new_loadtime_num from （   select 

uid，new_loadtime，count（uid） asnew_

loadtime_num   from  （select uid，loadtime，

row_number（） over（part i t ion by u id 

order by loadtime） as row_num，date_sub

（regexp_replace（loadtime，'/'，'-'），row_

number（） over （partition by uid order by 

loadtime）） as new_loadtime from loadrecord 

） a group by uid，new_loadtime ） b group by 

uid

这里使用了max聚合函数和子查询操作，通

过这一次的聚合统计出每个用户对应的最大的登

录时长。

到此，以上为这道SQL题目的完整解答过

程，整个过程涉及SQL的基础操作（建表、查

询、限定、排序）的同时，也加入了聚合函数、

子查询和窗户分析函数相对进阶的操作。

各用户最长的连续登录天数-这样短短的12

个字，翻译成SQL语句居然用到了两层嵌套查

询、两个聚合操作、一个日期操作和一个窗口分

析函数。其实在数据分析师的日常工作中，比

这道SQL题目复杂的需求也是常见的，所以学好

SQL对于数据分析师工作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了吧。

本文的后半部分将用思维导图的方式给初学

者总结出一份快速学习SQL的指南，主要是一些

常用的知识点，根据二八定律，只需掌握最重要

的20%核心知识点，就足以胜任80%的常见工

作，这里总结的应该超过了20%，足够用了。

SQL学习指南

Stage 1 基础入门

本阶段是基础入门，了解SQL的基本语法，

主要涉及表的操作。

Stape 2 基础查询

查询操作是最常用的最重要的，下图是基

础查询用到的列的操作、运算符、结果限定的语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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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pe 3 复杂查询

复杂查询包括子查询、关联子查询和视图，

这一部分的内容如果掌握了，可以实际工作中的

很多问题。

Stape 4 数据更新

本阶段学习数据更新的基本操作，包括插

入、删除和更新。

Stape 5 常用函数

本阶段学习常用函数，此处按照熟悉函数、

字符串函数、日期函数、转换函数列举了较常用

的函数，不同的数据库对应的函数名称可能会不

一样，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查阅相应数据库的

函数文档。

Stape 6 聚合排序

本阶段学习聚合和排序，主要介绍聚合查

询、分组、分组后筛选、分居后排序的语法和注

意事项。一般在实际工作中使用的时候，书写

顺序是：select->from->where->group by-

>having->order by，但是实际的执行顺序是：

from->where->group by->having->select-

>order by（选表->筛选记录->分组->分组后筛

选->选列->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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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pe 7 集合操作

本阶段学习集合操作，包括表的加减、表的

联结。实际工作用多表的联结是很常见的，这里

的思维导图列出来的知识点相对比较基础，大家

可以在此基础上查阅相应的资料进行补充学习。

SQL的掌握重在实践，多在实际操作中使

用，不必死记硬背语法和函数，把它当做一个工

具箱，遇到问题的时候打开工具箱取出相应的工

具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而打开工具箱的方式多种

多样-记忆力超群的你各种函数了然于胸、借助

平台提示、搜索引擎搜索等等。

 来源：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原创： 斌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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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模式及风险控制分析

大数据金融场景下知识付费用户行为研究

中文文献

【作者】张名溦，哈尔滨

商业大学

【 摘 要 】 受 限 于 自 身 规

模 ， 中 小 企 业 始 终 受 到 融 资

难、融资慢问题的困扰。随着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中小企业在融资渠道的选择

上 倾 向 于 选 择 互 联 网 融 资 模

式、P2P、众筹融资以及大数

据金融等融资模式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其融资难题，但是

在融资过程中，往往面临一定

的风险。根据其面临的融资风

险，文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

施。 

【关键词】中小企业；互

联网融资；风险控制；

【 分 类 号 】 F 7 2 4 . 6 ；

F832.4；F276.3

【期刊】中国集体经济，

2019年16期

【ISSN】1008-1283

【作者】符月，贵州商学

院

【摘要】主要研究知识付

费产品的用户使用行为及其体

验情况。研究表明：用户倾向

以手机终端作为使用入口，单

次付费模式最受用户青睐，用

户对教育学习类、行业经验类

与职场发展类需求度最高，知

乎live、喜马拉雅FM、得到位

列用户使用频率前三，产品点

击频率低、单次打开时长多在

半小时内。 

【关键词】知识付费；复

购意愿； 用户运营；

【分类号】F49；F274；

F832

【期刊】现代工业经济和

信息化，2019年04期

【ISSN】2095-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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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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数据思维打造市场竞争力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监管研究

【 摘 要 】 大 数 据 产 业 正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受到广泛关注。随着技术飞速

发展，大数据正在逐步重构现

有的金融市场：一方面，一些

大 型 电 商 企 业 纷 纷 “ 去 金 融

化”，专注于科技赋能金融；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金融机

构则开始重视科技与金融业务

的融合，提高数据处理能力。

双方呈现微?

【报纸日期】2019-03-

02

【版名】读书空间

【版号】A08

【 分 类 号 】 F 4 9 - 5 ；

F830-5

【 报 刊 】 中 国 证 券 报 ，

2019-03-02 http: / /www.

cs.com.cn/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海

口中心支行课题组金武，中国

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摘要】随着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

术在金融行业的广泛应用，金

融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传 统 的 金 融 监 管 模 式 已 经 难

以满足及时性、有效性和穿透

性的要求。与此同时，新技术

的快速发展也为金融监管发挥

更大效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

机，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

将 会 重 塑 未 来 金 融 监 管 。 为

此，本文对大数据原理及其在

金融监管领域实践进行了深入

分析，提出了大数据在金融监

管中的应用思路。 

【 关 键 词 】 大 数 据 ； 金

融； 监管；

【分类号】F832.1

【期刊】海南金融，2019

年03期

【ISSN】1003-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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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和大数据在金融行业的应用研究

大数据金融的风险与挑战分析

【作者】刘烈奎，中信银

行信用卡中心

【摘要】区块链首先是指

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

集体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技

术方案，这也注定了大数据和

区块链的密切联系。当前，大

数据和区块链技术迅速发展，

有望在各行各业中产生影响。

本文讨论区块链和大数据在金

融行业的应用，并提出了在金

融行业的应用前景与建议，致

力于对今后区块链和大数据的

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区块链；大数

据； 金融业； 应用；

【 分 类 号 】 F 8 3 2 ；

TP311.13

【期刊】财经界，2019年

03期

【ISSN】1009-2781

【作者】侯晓玥，安徽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

【 摘 要 】 从 当 前 的 大 数

据技术的迅速发展能够看到，

和金融领域的结合度愈来愈紧

密，大数据金融成为新的发展

行业。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

了新的金融发展模式，大数据

金融迅速发展有着其优势，但

是在发展当中也存在着诸多风

险和挑战。本文先就大数据金

融发展的机遇以及所面临的挑

战加以阐述，然后就大数据金

融的风险和风险发生的原因进

行分析，最后探究大数据金融

发展的策略，希望能从理论层

面的深化探究，为应对大数据

金融风险有所裨益。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

风险；挑战；

【分类号】F832

【 期 刊 】 商 场 现 代 化 ，

2019年02期

【ISSN】1006-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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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选择路径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风险研究

【作者】张娜，山东财经

大学

【摘要】近年来小微企业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取得快速

发展，在我国经济发中发挥着

重要的力量，但是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依然是

制约着小微企业的发展。随着互

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大数据金

融融资模式、众筹融资模式以及

信息化的金融机构融资模式不断

涌现，在一定程度上给小微企业

融资带来新渠道，新的发展，同

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给小微企

业的融资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

在深化"互联网+小微金融"服务

的同时，加强风险管控，完善

法律制度，全方位做好小微企

业融资，促进小微企业健康的

发展。 

【 关 键 词 】 互 联 网 金

融； 小微企业； 融资模式；

【 分 类 号 】 F 7 2 4 . 6 ；

F832.4；F276.3

【 期 刊 】 中 外 企 业 家 ，

2019年03期

【ISSN】1000-8772

【作者】白玲，哈尔滨商

业大学

【 摘 要 】 我 国 电 子 商 务

的快速崛起，催生了互联网金

融 ， 快 速 更 迭 的 云 服 务 、 云

计算等信息通讯技术，为互联

网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中

小企业对融资的需求给了互联

网金融极大的发展空间。互联

网金融以其界面简洁、操作简

单、交易成功率高渗透到人们

生活的各个角落，以其第三方

支付平台、P2P网贷平台、众

筹 、 大 数 据 金 融 、 互 联 网 保

险、互联网金融门户六种模式

迅速抢占传统金融市场。而发

展过速与滞后的管理机制，导

致 互 联 网 金 融 出 现 了 安 全 风

险、市场风险以及监管隐患。

因此，应该建立担保机制，完

善金融法的立法内容以及建立

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从而使

互联网金融朝着正确健康的方

向继续发展。 

【 关 键 词 】 互 联 网 金

融； 金融监管；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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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金融体系建设与应用研究

——以兰考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范本

大数据金融生态系统、社会超群博弈与中国大数据金融战略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开

封市中心支行课题组赵继鸿，

中国人民银行开封市中心支行

【摘要】国务院2015年12

月31日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

发展规划（2016—2020）》

（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

建立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

系。同时，鼓励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客户提

供信息、资金、产品等全方位

金融服务（1）。兰考县作为我

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县域普惠金

融改革试验区，可以通过大数

据金融体系的构建实现对大数

据的有效利用，探索一种普惠

金融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

更好地促进改革方案的落实和

实施，形成县域普惠金融建设

的示范效应，因而具有重要意

义。 

【关键词】普惠金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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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大 数 据 技 术 与

互联网金融发展推动着区域性

与全球性大数据金融生态系统

形成，基于金融大数据和大数

据金融生态系统的社会超群博

弈是推动当代金融市场体系与

金融交易演化的关键力量。大

数据金融生态系统是在经济活

动金融化、金融交易数据化、

金融数据网络化、网络扩展全

球化、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背

景下演化和发展的。金融大数

据与大数据金融生态系统分布

具有显著的地理空间、物理空

间与网络空间特征，同时表现

出网络化、分散化与集中化特

征。金融大数据与大数据金融

生态系统推动着大国之间的货

币与金融市场竞争并形成全球

性大数据货币竞争，大数据时

代的大国货币竞争表现出网络

化、数字化与复杂化的特征，

全球大数据金融治理机制表现

出扁平化、网络化、虚拟化与

动态化的特征，中国需要制定

大数据金融战略以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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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ifying bank accounts by using transaction data is encouraging in cracking down on ille-

gal financial activities. However, few research simultaneously use heterogenous features,

which are embedded in the time series data. In this paper, a two route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TRHD-CNNmodel, fed with two types of heterogeneous feature matrices, is pro-

posed for classifying the bank accounts. TRHD-CNN adopts divide and conquer strategy to

extract characteristics from two types of data source independently. The strategy is proved

able in mining complementary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We firstly transfer the original

log data into a directed and dynamic transaction network. On the basis of that, two feature

generation methods are devised for extracting information from local topological structure

and time series transaction respectively. A DirectedWalk method i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to learning the network vector of vertices used for embedding the neighbor relationship of

bank account. The extensive experimental results, conducted on a real bank transaction

dataset that contains illegal pyramid selling accounts, show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TRHD-CNN over the existing methods. TRHD-CNN can provide recall scores up to 5.15%

higher than competing methods. In addition, the two-route architecture of TRHD-CNN is

easy to extend to multi-route scenarios and other fields.

Introduction

Almost any system that involves money and services can breed fraudulent activities, e.g. bank

fraud, insurance fraud,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and e-commerce frau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inancial fraud activities seriously threaten the property security of custom-

ers. Identifying the anomaly bank accounts helps for providing clues to police in combating

financial crime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has caused great interest

among researchers in recent years [1]. In this paper, we call the research, classifying bank

accounts, as CBA for short.

Due to its practical importance,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many financial fraud scenarios. The existing classification method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statistical based methods, time series based methods, and network based methods.

Statistical based methods [2] utilize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stomers, made up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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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ir trading behaviors, to generate the features used in classification. However, it

has major limitation that relying on a specific fraud scenario, the methods are not able to

detect unknown fraud patterns. The abnormal behavior, which changes over time, can be

described by the time series based classification methods [3]. The two types of methods mine

personal trading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historical data.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ome

activities that are normal individually but abnormal on group level. Therefore, the network

based methods are propos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by use of the technique of the social net-

work analysis [4]. Though the relationship data of the accounts is considered, the extracted

network structure features, e.g. intimacy, modularity, are too coarse-grained to describe their

relational structure in detail. In a word, the existing algorithms are mostly based on shallow

featur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s’ trading behavior.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financial fraud activities, e.g. money laundering, illegal multi-level

marketing (MLM), accomplished by a group of people (Examples are depicted in Fig 1).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se activities, the members are controlled to trade in specifc orders and

with certain counterpartie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ingle person, its trading

behavior is normal, however,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context, the trading behavior of the

group is abnormal. The existing CBAmethods cannot be used to detect this kind of the abnor-

mal entities.

In recent years, deep learning [5] has drawn the researchers’ attentions due to its outstand-

ing performance of feature learning. The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CNN) achieves impres-

sive results in image classification [6], and credit card fraud detection [7]. The reasons why

CNN architecture has been widely used can be listed as following: able to extract high-level

semantic features automatically, and the structure is flexi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a wide range

data typ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 two-route CNN classification model TRHD-CNN, fed with

two types of heterogeneous data, to classify the bank accounts without using manual selected

features. The framework of TRHD-CN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ubstructures orderly, i.e.

convolutional component and classification component. The convolutional component contains

two parallel convolution-pooling layer structures, which are employed to extract high-level

features from two kinds of data separately. The outputs of the convolutional component are

concatenated to train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The time series transaction data can be embed-

ded into a weighted directed transaction network. As shown in Fig 2, the transaction data uti-

lized in this paper is in form of the transaction log data. The front structure of TRHD-CNN

extracts classification features from network structure and the account’s historical transaction

data. In order to represent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the method of network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NRL), DeepWalk, is proposed in [8] to encode network structure into a low-dimen-

sional space. The NRL technique is proved to be successful in vertex classification. Therefore, a

network vector generation methodDirectedWalk, an improvement of DeepWalk [8], is devised

to learn the lat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directed and dynamic network. The technique of NLP is

utilized in obtaining the vertices representations. Thus that, for an account, the network vector

matrix of its neighbor vertices is seen as the local topological feature, which is inputted into

one route of the convolutional component.

Furthermore, the time series transaction features of an account is processed into a matrix,

composed of the transaction amounts with its counterparties, and is fed into another route.

Considering the minimum semantic units of the two feature matrices are quite different, we

exploit different convolution-pooling layer structures to extract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classi-

fication features. The TRHD-CNNmodel trains the two types of heterogeneous with a divide

and conquer structure. Its classification component concatenates high-level features output

from the convolutional component and optimizes the features together by using supervision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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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HD-CNNmodel significantly outper-

forms the existing methods in terms of accuracy, recall and F1-score.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can be listed as follows. (1) We build a weighted

directed transaction network, which embeds the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 of bank accounts. (2)

A network vector generation method DirectedWalk is proposed to extract the local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bank accounts. (3) We build a two-route CNNmodel TRHD-CNN to classify

bank accounts by using two kinds of heterogeneous data. TRHD-CNN can be easily expanded

to other fields owing to its divide and conquer structure. (4)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RHD-CNN outperforms the existing methods significantly.

The rest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Related work is reviewed in Sect. 1. In Sect. 2,

we propose the generation methods of local typological feature matrix and time series feature

matrix respectively. TRHD-CNNmodel is created in Sect. 3.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RHD-CNN is analyzed in Sect. 4. Sect. 5 concludes the paper, and finally Sect. 6 describes

our future work.

1 Related work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s in detecting financial fraud

[9]. In this filed, traditional methods divide the classification task into two separate parts, i.e.

feature mining and classifying. This section reviews the existing classification methods corre-

sponding to financial fraud scenarios, and the multi-input CNNmodels.

Fig 1. The examples of financial fraud activities accomplished by a group of members. (A) Trading behavior in
MLM organization. (B) Trading behavior in money laundering organization. As shown in (A), the money transaction
paths of MLMmembers are arranged in a tree-structured network. The transaction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members,
especially members in the same layer, a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A leaf node pays membership fee to its parent node and
earns rebates from a upper member (not depicted). In addition, howmany money member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levels earns decrease from top bottom. As depicted in (B), the money transaction paths are arranged in spindle-shaped
structure. A large fund is firstly injected into the left node, and is split into a number of small funds. These small
amounts are transferred in parallel and flow into the right node finally.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g001

Fig 2. Transforming the original time series data into network relationship data. (A) Example of transaction log.
(B)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count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g002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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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in financial fraud detection field

In recent years, different types of financial frauds and different fraud detection techniques are

studied widely.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y focus on, can be catego-

ries into three groups: statistical based methods, time series based methods, and network

based methods.

The statistical based methods exploit the statistical features from the historical data for pro-

filing an entity. In order to detect the credit card fraud, [10] devises a number of decision tree

and SVMmodels, using the trading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extracted from the continual

monitoring data of an account’s trading records. The records contain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ransaction date, and Merchant Category Codes, etc. Any new incoming data is quantifi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profile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ifference is larger than a suspi-

cion score. [11] mines frequent patterns from legal and fraud transaction data separately, and

proposes a matching algorithm to find which pattern the incoming data is closer to. The

Apriori algorithm [12], a classical algorithm in data mining, is utilized to return a set of fre-

quent itemsets. Similarly, the technique of fuzzy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is exploited by [13] to

extract knowledge useful for detecting credit card fraud accounts. Maes et al. [14] performs

experiments, by using Bayesian belief networks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on a new trans-

action data to identify whether it is fraudulent or not.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Bayesian net-

work has a better fraud detection capability.

The time series based methods use time series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action data to depict

the trading pattern of an entity. [3] conceives a developed time series decomposition method

EMD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to extract the fluctuation features. The complex

financial time series data is decomposed into some local detail parts and one global tendency

part. [3]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eer group comparison, which is implemented by using a

novel linear segment approximation method. [15] proposes a sequence matching method to

detect the suspicious activities of an account according to its own transaction trend and tem-

poral pattern. To create the temporal sequence of an account, [15] takes two kinds of infor-

mation into consider, i.e. the historical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from the

account’s peer group. [16] considers the transaction data of a credit card as a data stream,

and classifies the fraudulent users by using an expanded Very Fast Decision Tree (VFDT)

method.

The network based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a created transaction network, analyze the sus-

picious activities involves a cooperative group. Redmond et al [17] employ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in detecting the time-related suspicious groups in P2P (peer-to-peer) lending system.

[17] creates a directed loan network with parallel edges, in which each edge corresponds to a

timestamp. In the temporal network,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ation in local structure are used

to detect the suspicious active subgraphs, which occur during a short time interval. The experi-

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existence of three dense structures, i.e. cliques [18], trusses [19]

and FOFI. [20] describes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at is capable of analyzing group behaviors by

using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and supervised learning method together. A transaction net-

work is modelled by [20], in which vertices are parties, edges mean relationships, and the com-

munities are defined as near-k-top neighbors. Furthermore, an ego-centric approach is taken

to build the communities in a bottom-up processing. Finally, the author creates a SVM and a

random forest classifiers by using four kinds of community-related features, i.e. demographic,

network, transaction and dynamic features. In order to identify illegal pyramid selling

accounts, [21] builds a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and creates the ego network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users. It proves that the ego networks of normal and service users are far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LMmembers.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ego network of a MLMmember is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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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n as a tree-lik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LM transactions, six network

attributes are quantified and being used to detect the MLMmembers.

SummaryMost of the statistical features are extracte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knowl-

edge of the specific suspicious cases, [10] [13]. Table 1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o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in financial fraud detection field. The significant drawback is their weak scal-

able. Complemented with time series characteristics, the users’ trading pattern is expressed

more sufficient in [15]. The challenge of time series based methods is how to design a sequence

matching method, which is low in complexity but high in accuracy. The network analysis tech-

niques are employed in detecting the suspicious accounts, owning abnormal collective behav-

iors [19] [20]. However, the employed network features are too coarse-grained to achieve a

satisfying classification results.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intrinsic patterns, [7] proposes a CNN-

based detection framework to learn latent trading patterns from labeled data. In [7], a novel

feature trading theory is devised and the one-dimensional transaction data is transformed into

a feature matrix.

1.2 Multi-input CNNmodels

In order to extract more discriminative classification features from more perspectives, many

CNNmodels with multi-input structures are proposed by researchers. [22] presents a hand-

written digit recognition method based on cascaded heterogenous CNNs. Each CNN structure

is built to recognize a proportion of input samples, and the following CNN is fed with the

rejected samples. The reliability and complementation of heterogeneous CNNs are investi-

gated in [22]. Simonyan et al. [23] extend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 (ConvNets), a state-

of-the-art still image representation, to a two-stream ConvNet architecture for recognizing

actions in video data. The two-stream ConvNet structure incorporates two separate ConvNet-

style networks, training the spatial stream and the temporal stream together, to a multi-task

learning framework. The complementray of the two recognition streams are demonstrated by

the experiments results. [24] devises a multi-column deep neural network (MCNN) for crowd

counting from an individual image by using three columns of CNNs. Three filters of different

sizes are used in the three columns to adapt to the large variation in people size of an image.

Summary An additional CNN structure is helpful for extracting complementary features

for classifying samples. However, in [22] [23] [24], the types of convolution filters of multiple

CNNs are the same. In this paper, two kinds of heterogenous data, i.e. network relationship

data and time series data, are processed into two feature matrices and being used to describe

the trading patterns of an account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adjacent elements’ relationships in

those two matrices are quite different, each CNN inputs requires a distinct convolution filter.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TRHD-CNNmodel that contains two different CNN substructures

to solve the aforesaid problem.

2 Preliminaries

In this section, the problem definitions are given first. Then, we devise a DirectedWalk algo-

rithm for learning network vector of the accounts. Subsequently, the local topological feature

and time series feature of accounts are formed into two matrices respectively.

2.1 Problem definition

This part gives the formal definitions of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Definition 1 (CBA problem). Given the bank account set A = {a1, a2, . . ., an} and its category
label set C = {c1, c2, . . ., cm}, where ai denotes the ith bank account and cj means label of the jth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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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The CBA problem is to find the Cartesian product set D� A × C, where 8i, j, (ai, cj) 2
D, 1� i� n, 1� j�m, if and only if the category label of ai is cj.

Seen the accounts as vertices, the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counts as directed

edges and the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as edge weigh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transaction data

can be created into a directed and dynamic network. We define the network as bellow.

Definition 2 (bank account transaction network). Given G = (V, E,W, T), where V = {v1,
v2, . . ., vn} denotes the set of vertices, E = {eij}, E�V × V and 1� i� n, 1� j� n means the set
of edges. The eij =< vi, vj> represents the directed weighted edge from vi to vj, if at least one
transaction from vi to vj occurred. Then, we define W = {wij} as the set of all of the weight infor-
mation, and T = {tij}means the set of all of the timestamp information, where
wij ¼ ðrð1Þij ; r

ð2Þ
ij ; :::; r

ðNtÞ
ij Þ, and tij ¼ ðtð1Þij ; t

ð2Þ
ij ; :::; t

ðNtÞ
ij Þ, wij 2 (R+)Nt is the weight vector of eij, R+ is

the set of positive real numbers, Nt is the total number of transactions, rðkÞij ; k ¼ 1; 2; :::;Nt

means the kth transaction amount from vi to vj, and t
ðkÞ
ij 2 tij is the timestamp of rðkÞij .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2, the network built by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Fig 2 can be

depicted in Fig 3. Given V = 01, 03, 05, 07, 08, E = e15, e18, e31, e51, e71, the weight and time-

stamp information are embedded in the transaction network. For instance, the information of

e15 is denoted as a 2-tuple (w15, t15), where w15 = (−365.1, + 127, −437) and t15 = (20160105,

20160217, 20160223). For w15, the k equals 1, 2, 3, and the sign of each wðkÞ
ij mean the direction

of money flow, the minus sign of wð1Þ
ij means i delivers money to j and a plus means i gains

money from its counterparty. Thus, all of the transaction records are translated into the

directed and dynamic network, e.g. the last record in Fig 2 is expressed as ðwð3Þ
15 ; t

ð3Þ
15 Þ.

Definition 3 (neighbor vertex set). Given G, and neighbor radius h, for 8v 2 V,NðhÞ
vþ ¼

fw j< w; v >2 Eg represents its h step neighbor vertices exist incoming transactions, and NðhÞ
v� ¼

fu j< v; u >2 Egmeans the reverse vertex set. Therefore, the neighbor vertex set of v is denoted
as NðhÞ

v ¼ NðhÞ
vþ [ NðhÞ

v� .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3, given the local typological structure of vertex 01, showing in

Fig 4, the Nð1Þ
01 is the set of vertices in the inside circle and Nð2Þ

01 contains the vertices in the out-

side ellipse. As illustrated in Fig 4, Nð2Þ
01 ¼ 01; 03; 05; 07; 08; 09; 12; 13, in which

01; 03; 09; 05; 13 2 Nð2Þ
vþ and 01; 05; 13; 07; 12; 08 2 Nð2Þ

v� .

2.2 Generating the local topological feature matrix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ors believe that it is helpful to consider the vertex itself and its

neighbors comprehensively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vertex is fraudulent. In other words, for

any v in G, which category it belongs to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local topological structure Gv.

We propose a DirectedWalk algorithm, an improvement version of DeepWalk [8] in

directed and dynamic network, to learn the network vectors of accounts. Based on this, a

Table 1. Research o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in financial fraud detection field.

Data type Technique Fraud area Reference

Statistical
features

Decision tree and SVM, Aprior algorithm, fuzzy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bayesian belief network and artifical neural network

Credit card fraud accounts [10], [11], [13],
[14]

Time series
features

EMD and peer group comparing, sequence matching, VFDT Suspicious financial transaction, suspicious activites and
accounts, credit card fraud accounts

[3], [15], [16]

Network
features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and SVM+random
forest, ego-network

P2P members, suspicious active subgraphs, MLM
members

[17], [20], [2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t001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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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to generate an account’s local topological feature matrix is presented by constructing

its 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s.

2.2.1 DeepWalk. To capture the network topology information, [8] proposes a DeepWalk

approach, which learns features that describe the graph structure. The optimization

Fig 3. An instance of Definition 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g003

Fig 4. An instance of Definition 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g004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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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s,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language modeling, are used for learning social representa-

tions of a graph’s vertices. DeepWalk takes an graph as input and produces its latent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as an output. The learned structural features are used in many applications

such as network classification and anomaly detection with outperform results.

DeepWalk algorithm, borrowing the concept in language modeling, considers a set of short

truncated random walks as its own corpus, and the graph vertices as its own vocabulary. There

are two main components, a random walk generator and an update procedure. Given graph G
as input, the random walk generator samples uniformly a random vertex v as the root of the
random walkWv. For each vertex v, being the start of γ random walks, |Wv| vertices are

selected in order randomly. Aiming at updating the vector representation of v, Skip-Gram [25]

is utilzed to maximize the probability of its neighbors in the walkWv. Inspired by DeepWalk,

we propose a DirectedWalk algorithm to learn network vectors of accounts in the transaction

network.

2.2.2 Learning the network vector. We generate a corpus and a vocabulary from the

directed and dynamic network, which is the only required input for learning the network vec-

tors. Give G = (V, E,W, T), the vertex set V is considered as its own vocabulary, and the

directed sequential transaction paths are seen as its own corpus.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 Deep-

Walk, the relationship strength of two vertices is determined by the frequency they occur in an

adjacent position in random walks. Here, as defined in Definition 2, the strength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any two vertices vi and vj is determined by weight wij of eij and wji of eji.
Moreover, in G, the order of vertices that passed by a transaction path are not random but

time-related. Therefore, we propose a DirectedWalk algorithm for learning the network vector

of the transaction vertices. Each vertex can be seen as the start vertex of a directed walk with a

maximum length of l. For the last visited vertex v, the walk will pass over all of its directed
neighbors, only if v has trading with them within a time interval τ. The walk grows up itera-
tively until not satisfies the constraints.

Algorithm 1DirectedWalk(G, l, τ, w, d)
Require:
network G = (V, E, W, T)
maximum walk length l, timestamp interval τ
window size w, embedding size d

Ensure:
matrix of vertex rpresentations Φ 2 R|V|×d

1: the directed corpus NC is initialized to be empty;
2: for vi 2 V do
3: pi = [vi], pi � Pi
4: while 9pi.state = True do
5: NodeSentence p = Pi.pop() (pop a p in its active state)
6: v = p.lastvertex, t = v.timestamp
7: retrieve v’s directed neighbor vertices ((v1, t1), . . ., (vm, tm))
from G
8: for j 2 m do
9: if (9tk 2 tj, t < tk < t + τ) or (len(tj) = 1 and tð0Þj > t) then
10: p adds a new vertex (vj, tj)
11: if vj has no directed neighbor vertex or len(p) = l then
12: p.state = False
13: end if
14: Pi = Pi.push(p) (push p into Pi)
15: end if
16: end for
17: end while
18: end for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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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NC = NC
S

Pi
20: for c 2 NC do
21: SkipGram(Φ, c, w)
22: end for
Line 2-18 in Algorithm 1 shows the core of our algorithm. The outer loop specifies the

paths that start with each vertex and generates a time series ordering of the directed neighbor

vertices. The state factor of pi is initialized to True and will be reset to False, in condition that

its last vertex has no directed neighbor vertex or the length attains l. On condition that all of

the paths reach their False states, the generation procedure of Pi starting at vi is completed. As

depicted in line 8-16, for the last passed vertex v, the timestamp information is used to deter-

mine whether a vertex will be appended to v. In a summary, fixing a start vertex, the longer the

weight vectors of the passed directed edges are the more walks will be produced by our Direc-

tedWalk approach. Therefore, the frequent traders are more likely to exist in walks and appear

in a window with high probability.

It is shown in line 21, the Skip-Gram model [25] is employed to maximize the co-occur-

rence probability F among the vertices in the time ordered walks. Skip-Gram, using the inde-

pendence assumption, iterates over all possible collocations in directed corpus NC within the

window w.
We finally obtain the optimal network vecto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ertices by using the

same learning process of DeepWalk. DirectedWalk maps the directed and dynamic transac-

tion network into a d-dimensional vector space. The vertices that contain similar local directed

topological structures are mapped into adjacent vectors.

2.2.3 Constructing the local topological feature matrix. For 8v 2 V, given NðhÞ
v in G, the

local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vertex v is the subgraph G0 of vertex set NðhÞ
v [ fvg. In Sect. 2.2.2,

the structure of v in G0 is embeded into a d-dimensional network vector vt. Having calculated

the Euclidean distance between vt and vti 2 NðhÞ
v , we store the top k nearest vti in ascending

order. This yields the local topological feature matrix Tv as follows,

Tv ¼ ðvt0; v
t
1; v

t
2; :::; v

t
kÞ

T
;Tv 2 Rðkþ1Þ�d ð1Þ

where, vti (1� i� k) is the network vector of vi 2 NðhÞ
v , while vt0 denotes the network vector of

v itself.

2.3 Creating the time series feature matrix

For each account, the time series records are consist of incoming and outgoing direction trans-

actions, and each record is composed of three kinds of information, i.e. two accounts, a time-

stamp and transaction amount. In a real life scenario, the latent information in its transaction

sequence is helpful for determining which category an account belongs to.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2, given u, v 2 V, the weight of euv and evu are denoted as wuv

and wvu repectively. For instance, wuv contains the transaction amounts from u to v in chrono-

logical order. Therefore, all the incoming transactions of v are represented as set S−v = (w1v,

w2v, . . ., wnv) (n ¼ Si2NðinÞ
v

j wiv j), and its outgoing transactions are denoted as set Sv− = (−wv1,

−wv2, . . ., −wvm) (m ¼ Si2NðoutÞ
v

j wvi j). Integrating the above two sets and sorting its elements

by their occurrence timestamps, the time series vector of v, in length of N = n +m, is expressed

as:

vs ¼ ðw1;w2; . . . ;wNÞ;wi 2 fS�v [ Sv�g; 1 � i � N: ð2Þ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 August 19, 2019 9 / 22



182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In this paper, the time series feature of vertex v is created by its top k nearest neighbor verti-
ces, which are obtained from Sect. 2.2.2. The feature matrixWv is described as follows,

Wv ¼ ðvs0; v
s
1; v

s
2; . . . ; v

s
kÞ

T
;Wv 2 Rðkþ1Þ�dw ð3Þ

where, dw ¼ max i2½0;jVj�ðjvsi jÞÞ denotes the maximum length of vsi , which belongs to V 2 G.
And then, we pad the empty positions in matrixWv with 0.

Thus far, the local topological and time series information of bank accounts are embedded

into feature matrices respectively. These two features are two types of heterogenous data in the

same matrix format, 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input of a CNNmodel.

3 The CNN classificationmodel

In our earlier work, a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model MHD-CNN has been presented,

which splices the two matrices up and down into a concatenated matrix, and then classifies the

new matrix by using a CNN struc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in

lower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a novel two-route CNN classification model TRHD-CNN is

devised in this paper. This section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the framework of MHD-CNN, sum-

marizing the defects in previous study. Then, the TRHD-CNNmodel is described in detail.

3.1 The MHD-CNNmodel

For 8v 2 V, the concatenated matrixHv is described as in formula 4,

Hv ¼
Tv

Wv

" #T

;Hv 2 R2ðkþ1Þ�dh ð4Þ

where, dh = max{d, dw} is the maximum value of column numbers of Tv andWv. The empty

positions of matrixHv is padded with 0. Obviously, Hv expr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rtex v
with two kinds of heterogeneous data comprehensively. Taking Hv as input, the framework of

MHD-CNN is depicted in Fig 5.

Considering that each row of Tv in matrixHv, defined in formula 1, means a network vector

of a certain neighbor vertex, one row ofHv should be taken as the basic unit when constructing

the convolution kernels. That means the convolution kernel of MHD-CNN should cover at

least a row ofHv. Similar to the n-gram technique in NLP, our convolution kernels are

designed in n-vertex format, e.g., one-vertex, two-vertex and three-vertex. In this way, the

local shallow features relating to a different number of vertices are extracted into high level fea-

tures. As depicted in Fig 5, the used parameters of the convolutional layers are set as follows:

• The number of types of convolution kernels: fc1 and fc2 are set as 3.

• The stride length for each convolution kernel is set as 1.

• The number of each type of convolution kernel: fk1 and fk2 are is set as 30.

• The size of each convolution kernel: r1 and r2 are the same and range from {1, 2, 3}.

Although heterogeneous data are used to increase the discriminative classification features,

MHD-CNN also has some problems, which are listed as bellow.

• MHD-CNN exploits same types of convolution kernels on two kinds of heterogeneous data,

and it cannot fully mining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 The integrated input matrix doubled the size of model parameters, resulting in high compu-

tational complexity.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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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we propose an improved version of MHD-CNN, which possesses a parallel con-

volution structure to extract two kinds of characteristics independently.

3.2 The TRHD-CNNmodel

The novel two-route CNN classification model TRHD-CNN employs different convolutional

and pooling mechanisms on two kinds of data. Its architecture is depicted in Fig 6.

3.2.1 The first route in the TRHD-CNN architecture. The first route (i.e., Route 1 in Fig

6) extracts the local topological structure features of an involving account from its input matrix

Tv. As described in Sect. 2.2.3, the row vector of Tv, is the minimum unit in describing its local

topological structure. Thus, the convolution structure of this route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MHD-CNNmodel, with the following process steps.

The first route of the TRHD-CNNmodel fed with Tv employs the same architecture as the

MHD-CNNmodel, except from containing the softmax output layer (seen in Fig 5). Then,

vector Xre
1 , part of the output of the convolutional component of TRHD-CNN, will be used in

the subsequent classification procedure. The structure of Process 1 is expalined as following:

1. Input layer. For 8v 2 V, the input data is the matrix Tv.

2. Convolutional layer. The input matrix Tv is used as the feature map in the first layer. The

convolution kernels are same with those used in MHD-CNN. For the lth convolutional

layer, the processing function on each feature map is shown in formula 5,

Xl
i ¼ f ðXl�1 � Kl

i þ bl
iÞ ð5Þ

where, f(•) represents an activation function, the operator “�” expresses the convolution

operation, Xl−1 denotes an input feature map, Kl
i ; ð1 � i � 3Þ denotes the ith convolution

Fig 5. TheWHD-CNN classification model using concatenated heterogeneous data. There are two convolutional
layers and each is followed by a pooling layer. Conv.1 denotes the first convolutional layer, which contains fc1 kinds of
convolution kernels. Each kernel, in size of r1 × dh, generates fk1 feature maps. Pool.1 represents the first pooling layer,
which reduced the shape of a feature map but does not change the number of feature maps. The window size, in Pool.1,
is w1 × dh. In Conv.2, each kind of input feature map is calculated by fc2 kinds of convolution kernels, in which each
contains fk2 convolution kernel. FullyC. means the fully connected layer andOutput. is the output layer.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g005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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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el as mentioned in Sect. 3.1, and bl
i, means the bias vector. Therefore, the kind of out-

put feature maps is ∑i Ki times that of the input.

3. Pooling layer. The processing, on the feature map of the lth pooling layer, is shown in for-

mula 6,

Xl
i ¼ Xl�1

i � Pl
i þ bl

i ð6Þ

where, operator “�” represents a pooling function, which is used for downsizing the ith
input matrix Xl�1

i . The notations Pl
i and b

l
i denote the weight matrix and bias vector respec-

tively. The number of feature maps is not changed by the pooling procedures.

4. Connection layer. In this layer, the input feature maps, each in size of 1 × 1 and is obtained

from the last pooling layer, are concatenated into a one-dimensional vector Xcc
1 .

5. Fully connected layer. This layer compressed the vector Xcc
1 into a shorter vector Xre in

length of K1 by using a fully connected structure.

3.2.2 The second route in the TRHD-CNN architecture. The second route (i.e., Route 2

in Fig 6) is primarily used to extract discriminative classification features from the time series

feature matrix of a vertex v, denoting asWv. The difference betweenWv and Tv is that the min-

imum feature representation unit is a row vector for matrix Tv, while for matrixWv each data

element does. Therefore, a new kind of convolution structure,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route, is

needed for extracting more useful information. The second route of TRHD-CNN is designed

as following, shown in Fig 7.

1. Input layer. For any vertex v, the input data is its time series feature matrixWv. The length

of the row vector ofWv is set as the longest transaction sequence in network G.Wv is a

sparse matrix,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trading frequencies of accouts are quit different.

Fig 6.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TRHD-CNNmodel.Given an account v, the feature matrices Tv andWv are input to
the model through different routes. Features in Tv are mapped into vector Xre

1 by Process 1 and those inWv are
mapped into Xre

2 through Process 2 similarly. Being concatenated into Xmer, the features from Xre
1 and Xre

2 are
compressed into a shorter vector Xfu by a fully connected layer. The output layer can be seen as a classifier that maps
the features of Xfu into two category label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g006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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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volutional layer and pooling layer. As shown in Fig 7, the structure, two convolutional

layers with each followed by a pooling layer, is built referring to the following details. More-

over, the trading behaviors of different accounts are independent, which are hidden in their

time series transaction amounts. Therefore, the convolution kernels of the first convolu-

tional layer, c1, is created in form of 1 × n1, n1 2 N1. Taking the matrixWv as input, this first

layer generates |N1| × k1 feature maps by using k1 convolution kernels on each input feature

map. In order to extract the trad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single vertex, the pooling window is

created in 1 × p1 format. That means a pooling window does not slide over adjacent verti-

ces. Similar to the first one, the second convolutional layer is also built in the multi-kernel

structure. c2 kinds of convolution kernels are utilized, in which each in 1 × n2, n2 2 N2 for-

mat. Aim to describe the local region features of a feature map, we employ pooling windows

in shape ofm × n on the second pooling layer. Here,m and n equal the row and column val-

ues of the corresponding input feature map respectively. The processing of the convolu-

tional layer and the pooling layer correspond to formula 5 and formula 6 in Sec. 3.1,

respectively.

Fig 7. The second route structure in the TRHD-CNNmodel. Input. is the input layer. Fir: Conv. + Pool. is the first
convolutional layer and its following pooling layer, which contains c1 kinds of convolution kernels and generates c1 ×
k1 output feature maps. The window size of this pooling layer, win, is 1 × p1. In the Sec: Conv. + Pool. part, each kind of
input feature map, corresponding to a convolution kernel of c1, generates c2 × k2 output feature maps by using c2 kinds
of convolution kernels. And, the pooling window, in size ofm × n, down-samples each input feature map into an
element. Cona. denotes the concatenation layer that splice the feature maps into a column vector. FullyC. represents
the fully connected layer. The last FullyC. is utilized to compress the output into a lower dimensional vector.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g007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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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ully connected layer. There are two fully connected layers in this route. The first one con-

nects the |N1| × k1 × |N2| × k2 feature maps, generated by Sec: Conv. + Pool., into a one-
dimensional vector Xcc

2 . Subsequently, another fully connected layer is constructed to com-

press vector Xcc
2 and balance the effects of each route. Xcc

2 is reduced into Xre
2 of length K2,

and then is used as a part of the input for the succeeding classification process.

3.2.3 Concatenating the two routes of TRHD-CNN. This part describes the classification

component of TRHD-CNN, including three portions: concatenation portion, compression

portion and classification portion.

1. The concatenation portion. The vectors Xre
1 and Xre

2 , come from the first route and the sec-

ond route, are concatenated into vecto Xmer ¼ ðXre
1 ;X

re
2 Þ.

2. The compression portion. A fully connected layer is used to compress Xmer into Xre
f .

3. The classification portion. The portion acts as the output layer of TRHD-CNN, outputs the

category of a vertices v with Xre
f .

4 Experiments

4.1 Environmental settings

A deep learning server with GPU NVIDA LESLA P100 and 128G memory is adopted to

improve the speed of training the CNNmodels. TensorFlow is selected to train the

MHD-CNN and TRHD-CNNmodels.

4.2 Data set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been exploring computational models to classify bank accounts in

combating illegal pyramid selling.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investigation provides us with

plenty of transaction data of real bank accounts. An instance of transaction records is shown

in Fig 2. An account contains a lot of transaction records, each of which includes bilateral

transaction accounts, timestamp, amount of money and transaction direction, etc. We sample

out the transaction records belonging to 10145 bank accounts to form out dataset for training

our model. There are 9270 normal accounts and 875 accounts involving a MLM organization

respectively. As shown in Table 2,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 records generated by the normal

accounts run up to 6732730 and the fraud records created by MLMmembers amount to

275804 rows. These MLMmembers are manually annotated as “illegal” by economic investiga-

tors. Before training the models, we filtered out some noisy data, i.e. deleting the duplicate rec-

ords, incomplete records and the records whose transaction amounts no more than 50.

Therefore, 1371914 records is filtered out from the set of normal accounts’ transaction records

and 91341 records created by illegal accounts are deleted. In general, more than 5 million

transaction records are used after denoising. In our experiment, all the accounts are mixed

and five-fold cross validation strategy i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classification effective of our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set.

Dataset Normal account Fraud account

No. of accounts 9270 875

No. of edges 188359 39744

No. of transactions 6732730 275804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t002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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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HD-CNNmodel. That means the dataset is divided into 5 portions and each time the

model is trained with four portions as training set and the remaining portion as testing set. In

other words, the proportion of training accounts and testing accounts is set as 4:1 in the train-

ing process.

To obtain the optimal model, the back-propagation method [26] is used to update the

hyper parameters. Aim to speed up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TRHD-CNN, we adopt the Mini-

batch Gradient Descent (MBGD) method [27] in the iteration process. That means, the train-

ing process will stop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objective function is stable at its minimal

change. Note that, the hyperparameter of two routes are updated by joint training.

4.3 Experimental settings

For our TRHD-CNNmodel, the optimal parameters are selected from numerous experimental

settings. Selection range of these parameters are determined by default values and certain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real dataset.

4.3.1 Parameters for learning network vector. The length d of vector vðtÞi appeared in

Sect. 2.2, is set as 200,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effect is not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ith d increasing from 200 to 500. The top 20 nearest neighbors in NðhÞ
v of vertex v is selected

to make up the matrix Tv. Here, h equals 3.
4.3.2 Common parameters of MHD-CNN and TRHD-CNN.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CNNmodels converge under 100 epochs, therefore we set the training termina-

tion condition to a fixed epoch value of 100. In our experiments, during each iteration, the

learning rate is dynamically adjusted to accelerate the convergence, i.e. the learning rate is

selected from the set {0.01, 0.05, 0.09, 0.13, 0.17, 0.21, 0.25} in descending order according to

the training errors. In these two models, regularization term L2 and dropout rate are intro-
duced to avoid over-fitting. These two parameters are assigned referring to the default values

used in the relevant study [28], i.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L2 and dropout rate are set to
10e-4 and 0.5, respectively.

4.3.3 Parameters of MHD-CNN. The maximum length of the directed edge weight vec-

tors (i.e. dh) is derived from our transaction network based on real dataset. The maximum

length value equals to 1359. To achieve optimal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the MHD-CNN

model adopts the ReLU activation function in convolutional layers and max pooling function

in pooling layers.

4.3.4 Parameters of TRHD-CNN. In this part, we list the parameters of each component

of TRHD-CNN in turn.

A. Parameters of the convolutional component: In the first-route of the TRHD-CNNmodel,

the values of all parameters and the selected activation func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e MHD-CNNmodel. In the second-route, the used parameter settings are listed in Table 3.

Table 3. Values of the second route parameters.

Parameter used values

c1 4

k1 100

shapes of n1 {1 × n1, n1 = 2, 3, 4, 5}

p1 3

c2 3

k2 50

shapes of c2 {1 × n2, n2 = 2, 3, 4}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t003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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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its first convolutional layer, the number of convolution kernels c1 and the number k1 of
each kind of kernel are set as 4 and 100, respectively. And then the shapes of c1 convolution
kernels are set as {1 × n1, n1 = 2, 3, 4, 5}. The width of pooling window of the first pooling layer

p1 is set as 3. Similarly, in the second convolutional layer, c2 and k2 are set to 3 and 50, respec-

tively, and these c2 convolution kernels shaped like {1 × n2, n2 = 2, 3, 4}. The following pooling

layer adopts a pooling window in shape ofm × n, wherem and n are the number of rows and

columns of the corresponding input feature map, respectively.

B. Parameters of the classification componen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atenated vector, when K1 and K2 are set as 100 and 50 respectively, achieves the best

results in classifying bank accounts.

4.4 Analy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In this section, we analyze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CNNmodels from

two aspects, evaluating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and comparing classification per-

formance with other models.

4.4.1 Evaluating different architecture parameters of TRHD-CNN. We test the influ-

ence of the value of parameters K1 and K2, and the number of convolutional layers on the clas-

sification effects of TRHD-CNN, respectively.

(1) Tuning the values of K1 and K2. In this section, we tune the parameters K1 and K2 to

receive the best classification results for TRHD-CNN. The details are shown in Fig 8.

In the legend, the first-route means the parameter K1, and the second-route corresponds to

K2. The value of AUCmean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s well known, the greater the AUC

value is, the better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will be. As shown in Fig 8,

TRHD-CNNmodel achieves the best results with K1 = 100 and K2 = 50. Therefore, we set K1

to 100 and K2 to 50 in TRHD-CN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typological net-

work data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time series data on classification effects, which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advantage of our improved two-route framework.

(2) Adding extra convolutional layers. It is found that the TRHD-CNNmodel receives the

best results when the first-route contains one convolutional layer followed by a pooling layer,

meanwhile the second-route contains two convolutional layers and each layer is connected to

a pooling layer. The reason why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is

made when increases the convolutional layers, may be that the features is already well

described by TRHD-CNNmodel by shallow network structure.

4.4.2 Comparing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s of different models. In this section,

three groups of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three models, the LOF method [29], the

MHD-CNNmodel and the TRHD-CNNmodel, for testing their performance in classifying

bank accounts.

Note that we test several traditional abnormal account detection methods based on statisti-

cal features in our prior research [29]. [29] focuses on detecting bank accounts by using tradi-

tional classifiers with novel devised three kinds of behavioral features. In [29], the classification

problem on an imbalance dataset is seen as an abnormal detection problem. The utilized classi-

fication features, being extracted from their financial time series transaction records, are

group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features, network behavioral features and

periodic behavioral featur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veral classical classifiers, one-class

SVM, isolation forest (IForest), local outlier factor (LOF) and robust covariance (RC), is made

in [29]. Given a predefined outlier fraction,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IForest achieves

the best F1-score, i.e. 58%. It is obviously that the traditional abnormal account detection

methods are uncompetitive with the following ones.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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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in the following paper, the performance of IForest method is regarded as a

benchmark, and the other two models are tested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 values as mentioned

in Sect. 4.3. In particular, for IForest method, three values of a necessary threshold parameter,

i.e. 0.01, 0.08, 0.1, meaning the outlier factor are selected in our experiments. The optimum

outlier factor, which achieves the best result on the training set is selected for IForest. The clas-

s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three models on the dataset are shown in Table 4, where the optimal

results of MHD-CNN and TRHD-CNN are exhibited.

As shown in Table 4, both CNNmodels achieve better results than the traditional statisti-

cally methods (i.e. IForest), proving the superiority of deep learning methods in mining classi-

fication features. The reason may be the statistical features are manual extracted, which are

static during the classific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classification procedure of CNNmodel

contains a feedback process, which modifies the adopted classification features dynamically.

Moreover, the MBGD algorithm, a back-propagation method used for update the parameters,

ensures the CNNmodels converges to the minimum loss state. Therefore, CNN always

chooses the most effective features according to specific classification tasks, and learning the

Fig 8. The ROC curves of TRHD-CNNwith different output vector lengths of the two route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g008

Table 4.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three models. The numbers in parenthesses refer to the corresponding average results on training set.

Models No. Fractor Accuracy (%) Precision(%) Recall(%) F1-score(%)

IForest 1 0.08 93.54 (93.81) 64.1 (63.16) 57.14 (67.86) 60.42 (65.43)

MHD-CNN 2 n 96.85 (97.19) 84.91 (86.31) 77.14 (80.14) 80.84 (83.11)

TRHD-CNN 3 n 97.39 (97.7) 86.75 (89.16) 82.29 (83.43) 84.46 (86.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t004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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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 classification parameters, automatically. The improvement of CNN is not intuitively

obvious, referring to the generally high accuracies of the three method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recall is a more important evaluating indicator in a fraud identification scenario.

Moreover, the high accuracy is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number of illegal samples

and normal samples. Table 5 gives details of the methods’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n test set,

where the indicators tru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 false positive, true negative are respectively

denoted as TP, FP, FN, TN. Each time, one fifth dataset is randomly selected as test set, con-

taining 175 MLM accounts and 1854 normal accounts. As presented in Table 5, 144 MLM

accounts are identified by TRHD-CNN, in contrast with the amount 100 IForest recognized.

And yet, TRHD-CNNmake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ver MHD-CNN in TP.

On the whole, the TRHD-CNN is higher than the MHD-CNN in precision, recall and

F1-score, indicat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nvolution kernels have advantage of extracting more

useful features.

The results in Table 4 show that TRHD-CNN better than the other methods on accuracy

and recall obviously.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superiority of TRHD-CNN, we perform the

Paired Samples T Test (SPSS) for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our times five-fold validation was

performed on the data, and the accuracy results on the testing set are used for SPSS. Here,

IForest and MHD-CNN are compared with TRHD-CNN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6. According the definition of Probability Value (p-value), the smaller the p-value,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 is. Moreover,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highly significant when p-value is smaller than 0.01. Based on the p-values in
Table 6, we reject the null hypothesis, indicating a definite improvement provided by

TRHD-CNN.

In the process of testing the proposed CNNmodels, we adopt the method of dynamically

selecting learning steps to accelerate the convergence of the learning model. Fig 9 shows the

changes of training and testing errors with increasing iteration times for CNNmodels.

The x-axis and the y-axis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iteration times and the cost values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respectively. As shown in Fig 9, along with the iteration number increases,

all curves diminish sharply at the beginning, then decline in decreased speeds, and finally con-

verge to stable values. Obviously, the training errors and testing errors of the TRHD-CNN

model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MHD-CNNmodel in general, and the reason is that the

TRHD-CNNmodel is helpful in extracting more useful classification features. In addition,

using the strategy of dynamic selection of step size,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cost curves almost

disappear after a certain number of iterations (beginning at the 80th iteration). Hence, reduc-

ing the step size after a specific iteration number is helpful for the objective function to con-

verge to an optimal value correctly and rapidly.

In summary, the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xisting methods cannot take advan-

tage of the information, embedded in the time series transaction data, efficiently. While, the

TRHD-CNNmodel, which employs a two-route convolution structure for extracting the spe-

cific classification features, gain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ver other algorithms. Its superiority

in the recall indicator proves the complementary of local topological structure features and

Table 5. The confusion matrix of the three methods.

Models No. TP FP FN TN

IForest 1 100 56 75 1798

MHD-CNN 2 135 24 40 1830

TRHD-CNN 3 144 22 31 183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t005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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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eries transaction features in describing the category of an account. And yet, to say that

TRHD-CNN is time consuming in learning a new coming account’s classification features.

5 Conclusion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CBA problem by using features come from two kinds of heteroge-

nous data separately. It is found that the two data are complementary in describing the classifi-

cation category of an account. This paper develops a two-route TRHD-CNNmodel, which

adopts a devide and conquer strategy to train the two kinds of input matrices simultaneously,

and employs a two-route convolution structure for extracting the specific classification fea-

tures. During its training, TRHD-CNN utilizes local topological features to describe the rela-

tionship information and time series transaction features to extract the spending information.

This paper develops a DirectedWalk algorithm to learn the network vector of vertices in a

directed and dynamic network.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a real dataset show that

TRHD-CNN ha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ver other algorithms.

6 Future work

In our research, we have found that sub-sequence of the time series transaction recor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dentifying the category of an account. Therefore, in our future research,

we intend to use phase space theory to extract the sub-sequence features to improve the

Table 6. Results of SPSS on accuracy.

Classifier Pairs No. Mean difference �d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d P-value

IForest vs TRHD-CNN 1 0.0403 7.18E-05 1.33E-21

MHD-CNN vs TRHD-CNN 2 0.0054 2.89E-06 9.27E-1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t006

Fig 9. Training and testing errors of TRHD-CNN andMHD-CNN with various iteration time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g009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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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effects. In addition, the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model has been

proved very suitable for classifying data with their time series characteristics. Thus, how to

combine LSTM to process time series transaction data to improve the TRHD-CNNmodel is

another problem we will solve in the next step.

Currently, the real bank account dataset is huge in volume but rare in labelled samples,

therefore, we aim to adopt semi-supervised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TRHD-CNNmodel.

In summary, the research on account classification using transaction dat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t’s our continuous goal to explore high efficiency classification models with the trans-

action data.

Acknowledgments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grant Nos. 2018YFB2004201 and 2017YFB0801804), Fronti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

tion of China (grant No. 2016QY05X1002-2), Regional Innovation Center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China (grant No. 2017QYX14),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Shan-

dong Province (grant No. 2017CXGC0706),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grant No. HIT.NSRIF.2020098).

Author Contributions

Conceptualization: Fang Lv, Wei Wang.

Formal analysis: Fang Lv.

Investigation: Fang Lv.

Methodology: Fang Lv, Junheng Huang, Yuliang Wei.

Resources: Bailing Wang.

Software: Yunxiao Sun.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Fang Lv.

Writing – review & editing: Fang Lv.

References
1. Abdallah A, Maarof MA, Zainal A. Fraud detection system: A survey. Journal of Network & Computer

Applications. 2016 (68):90–113.

2. Wang SN, Yang JG. A money laundering risk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decision tree. In: Wang XZ,
Yeung D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 ICMLC 2007: Proceeding
of 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 2007 Aug. 19-22; Hong
Kong, China. Berlin: Springer; 2007. p. 283–286.

3. Zhu TQ. Suspicious financial transaction detection based on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method.
2006 IEEE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Services Computing; 2006 Dec 12-15; Guangzhou, China. Pis-
cataway Township: IEEE; 2006.

4. Yang L.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crime organization relation mining and central figure determining.
CSAE 2012: Processings of 2012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2012 May 25-27; Zhangjiajie, China. Beijing: IEEE; 2012. p.55–58.

5. Hinton GE, Salakhutdinov RR. Reduc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data with neural networks. science.
2006; 313: 504–507.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27647 PMID: 16873662

6. He K, Zhang X, Ren S, Sun J.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CVPR 2016: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6 June 26-July 1; Los Vegas,
US. pp. 770–778.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 August 19, 2019 20 / 22



193

外文文献全文

7. Kang F, Cheng D, Yi T, Zhang L. Credit card fraud detection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ICO-
NIP 2016: The 2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16 OCt 16-21;
Kyoto, Japan. Cham: Springer; 2016.

8. Perozzi B, Al-Rfou R, Skiena S. Deepwalk: Online learning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SIGKDD 2014: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ACM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
ing; 2014 Aug 24-27; New York, US. Now York: ACM; 2014. p. 701–710.

9. Ngai EWT, Hu Y, Wong YH, Chen Y, Sun X,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techniques in financial fraud
detection: a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and an academic review of literatur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1; 50: 559–569. https://doi.org/10.1016/j.dss.2010.08.006

10. Şahin YG, Duman E. Detecting credit card fraud by decision trees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In: Ao
Si, Castillo O, Douglas C, Feng DD, Lee JA editors. IMECS 2011: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ul-
tiConference of Engineers and Computer Scientists; 2011 Mar 16-18;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ngineers; 2011. p. 442–447.

11. Seeja K, Zareapoor M, Fraudminer: A novel credit card fraud detectionmodel based on frequent itemset
mining. 2014:251797.

12. Agrawal R, Srikant R. Fast algorithms for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VLDB 1994: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y Large Data Bases. In: Bocca JB, Jarke M, Zaniolo C; 1994 Sep 12-
15; San Francisco, US. US: Morgan Kaufmann; p. 487–499.

13. Sánchez D, Vila MA, Cerda L, Serrano JM. Association rules applied to credit card fraud detection.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9; 36:3630–3640. https://doi.org/10.
1016/j.eswa.2008.02.001

14. Maes S, Tuyls K, Vanschoenwinkel B, Manderick B. Credit card fraud detection using bayesian and
neur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naiso congress on neuro fuzzy technologies; 2002
Jan 16-19; Havana, Cuba. US: ICSC-NAISO; 2002 p. 261–270.

15. Xuan L, Zhang P, Zeng D. Sequence matching for suspicious activity detection in anti-money launder-
ing. In: Liu X, Zhang PZ, Zeng DJ, editors. PAISI, PACCF and SOCO 2008: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ISI 2008 PAISI, PACCF, and SOCO international workshops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Informatics;
2008 June 17; Tai Wan, China. Berlin: Springer; 2008. p. 50–61.

16. Minegishi T, Niimi A. Proposal of credit card fraudulent use detection by online-type decision tree con-
struc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gener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IJISR).
2011:; 1:229–235.

17. Redmond U, Harrigan M, Cunningham P. Mining dense structures to uncover anomalous behaviour in
financial network data. In: Atzmueller M, Chin A, Helic D, Hotho A, editors. MSM/MUSE 2011: Proceed-
ings of the 20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ling and Mining Ubiquitous Social Media; 2011
Boston, USA. Berlin: Springer; 2012. p. 60–76.

18. C. Bron, J. Kerbosch, Algorithm 457: finding all cliques of an undirected graph,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6 (1973) 575–576.

19. Cohen J. Trusses: Cohesive subgraphs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Technical
Report. 2008; 16: 3–29.

20. Savage D, Wang Q, Chou P, Zhang X, Yu X. Detec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groups using supervised
learning in networks. arXiv preprint arXiv:1608.00708. 2016.

21. Li YL, Liu Y, XieWB, Luo X, Xu T, Weng XZ, et al. Uncovering the illegal pyramid networks by big data.
Big Data. 2017; 3: 106–112.

22. WuC, FanW, He Y, Sun J, Naoi S. Cascaded heterogeneou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hand-
written digit recognition. ICPR 2012: Proceedings of the 2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tern Rec-
ognition; 2012 Nov 11-15; Tsukuba, Japan. USA:IEEE; 2013 p. 657–660.

23. Simonyan K, Zisserman A. Two-stream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action recognition in videos. NIPS
2014: Proceedings of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4 Dec 8-13; Montreal, Canada. USA: MIT; 2014. p. 568–576.

24. Zhang YY, Zhou DS, Chen SQ, Gao SH, Yi M. Single-image crowd counting via multi-column convolu-
tional neural network. CVPR 2016: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6 June 27-30; Las Vegas, USA. USA: IEEE; 2016. p. 589–597.

25. Mikolov T, Chen K, Corrado G, Dean J. Efficient estimation of word representations in vector space.
arXiv preprint arXiv:1301.3781. 2013.

26. LeCun Y, Bottou L, Bengio Y, Haffner P. Gradient-based learning applied to document recognition. Pro-
ceedings of the IEEE. 1998; 86(11): 2278–2324. https://doi.org/10.1109/5.726791

27. Zeiler MD. Adadelta: an adaptive learning rate method. arXiv preprint arXiv:1212.5701. 2012.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 August 19, 2019 21 / 22



194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28. Hinton GE, Srivastava N, Krizhevsky A, Sutskever I, Salakhutdinov RR. Improving neural networks by
preventing co-adaptation of feature detectors. arXiv preprint arXiv:1207.0580. 2012.

29. Fang L, Huang JH, Wei W, Xin GD, Wang BL. Detecting pyramid scheme accounts with time series
financial transactions. DSC 2018: IEE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Science in Cyberspace;
2018 June 18-21; GuangZhou, China. USA: IEEE; 2018. p. 722–728.

A two-route CNNmodel for bank account classifi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data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0631 August 19, 2019 22 / 22



195

外文文献全文

RESEARCH ARTICLE

An analysis andmetric of reusable data
licensing practices for biomedical resources

Seth CarbonID
1*, Robin ChampieuxID

2, Julie A. McMurryID
3, Lilly WinfreeID

4, Letisha
R. Wyatt2, Melissa A. Haendel3,5

1 Berkeley Bioinformatics Open-source Projects,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OHSU Library, Oregon Health & Science University, Portland,

Oreg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Center for Genome Research and Biocomputing,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Corvallis, Oreg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 Open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5 Oregon Clinical &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regon Health & Science University,

Portland, Oreg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sjcarbon@lbl.gov

Abstract

Data are the foundation of science, and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how data can be

reused and enhanced to drive scientific discoveries. However, most seemingly “open data”

do not provide legal permissions for reuse and redistribution. The inability to integrate and

redistribute our collective data resources blocks innovation and stymies the creation of life-

improving diagnostic and drug selection tools. To help the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research

support communities (e.g. libraries, funders, repositories, etc.) understand and navigate the

data licensing landscape, the (Re)usable Data Project (RDP) (http://reusabledata.org)

assesses the licensing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resources and how licensing behaviors impact

reuse. We have created a ruleset to determine the reusability of data resources and have

applied it to 56 scientific data resources (e.g. databases) to date. The results show signifi-

cant reuse and interoperability barriers. Inspired by game-changing projects like Creative

Commons, the Wikipedia Foundation, and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we hope to

engage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legal use and reuse of sci-

entific data, including the balance of openness and how to create sustainable data

resources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In order for biomedical discoveries to be translated into human health improvements, the

underlying data must be thoroughly reusable: one should be able to access and recombine data

in new ways and make these recombinations available to others. Significant resources and

influence have been invested and leveraged to make biomedical data publicly available and sci-

entifically useful [1–3]. Projects such as the NIH NCATS Translator, Data Commons, Illumi-

nating the Druggable Genome, Bgee, and the Monarch Initiative demonstrate that efforts to

aggregate and integrate data are seen as a worthwhile undertaking. However, despite these

efforts, technical, logistical, descriptive, and legal barriers continue to impede data interopera-

bility and reusability. We are specifically concerned with the ways in which data licensing prac-

tices have created widespread legal and financial barriers across the biomedical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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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a great number and variety of publicly-funded biomedical data are ostensibly

“open”, and some are accessible via aggregated databases, complex licensing issues hinder

them from being put to their best use [4–10]. A lack of licensing rigor and standardization

forces data users to manually seek, often repeatedly and from multiple data providers, essential

reuse and redistribution permissions. Issues include missing licenses, nonstandard licenses,

and license provisions that are restrictive or incompatible.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and

compliance with, database license and reuse agreements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burden and

expense for many fields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11], where a complex and lengthy set of

legal negotiations may be required for a data integration project to legally and freely redistrib-

ute all of its relevant data. Ironically, few data resources have the capacity to pursue policy vio-

lations and, in our experience, most researchers who restrictively license their data do so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credited for their work and are unaware of the downstream reuse

implications. Thus, it is not uncommon for researchers to ignore license restrictions. This

landscape does not benefit data providers, users, or scientific progress, especially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reuse [12].

The (Re)usable Data Project (RDP) originated from discussions within the NCATS Bio-

medical Data Translator project (https://ncats.nih.gov/translator), which aims to integrate and

leverage biomedical information across a vast diversity of sources, from fundamental molecule

and model organism research all the way to the clinical setting. While licensing issues influ-

enced many of the reuse barriers we discussed, participants could not agree on licensing stan-

dards, illustr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confusing state of the data licensing landscape. The RDP

was created to systematically describe the current data licensing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data aggregation, reuse, and redistribution of publicly funded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data resources, starting with the data resources in use within the Translator project, and

expanding from there. The RDP’s rubric for evaluating data reusability and re-distributability

includes a set of criteria and a scoring system that categorizes and weighs licensing and data-

base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the findability and type of licensing terms, negotiation

requirements, scope, accessibility, as well as use case and user type restrictions. The RDP

aimed to develop a scoring system that is intuitive and comprehensive, and also defensible and

agnostic to domain and scientific task.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e are not lawyers and the

RDP does not provide legal advice. We are a group of scientists, engineers, librarians, and spe-

cialists that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use and reuse of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derived, and

reprocessed data.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data-driven scientific endeavors can work with

one another in meaningful ways without undue legal burden. We hope the RDP licensing eval-

uation rubric will help others navigate the legal synthesis and redistribution of public data and

enable data providers to choose licensing terms that make it easier for others to use and redis-

tribute their data.

Methods

The RDP’s main efforts have been the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rubric that defines the

licensing characteristics of aggregated data resources (collections of digital biomedical data

from multiple contributors) and measures how these licensing behaviors impact reuse. This

includes the capture of structured metadata that provide a high-level description of a resource,

a working view of its licensing, information to reconstruct the decisions behind our evalua-

tions, and additional notes of interest to others wanting to understand the reusability of a

resource’s data. The rubric was constructed for the evaluation of and only applied to group

and institution size public resources, not to individuals’ datasets or contributions.

Reusable data for biomedi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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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categorizatio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everal points of evaluation in the RDP rubric and illustrate shared quali-

ties among related licenses, the RDP uses an internal categorization of licenses and licensing

information, organizing them into six reuse-oriented types—these types are separate from the

rubric and are used during analysis. While we acknowledge that the licensing landscape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se categories communicate, classifying licenses via these

basic terms was conceptually helpful and provided needed efficiency and simplicity during the

evaluation process. The six license types are described, and examples are provided below.

Permissive. Permissive licenses permit reuse, transform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allowing

for attribution. Examples include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the MIT License (MIT), and public domain declarations.

Copyleft. Copyleft licenses allow for reuse, transform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However,

new contributions 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data resource must be distributed under the same

license. Examples include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A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SA 4.0) and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3.0 (GNU GPL 3.0).

Restrictive. Restrictive licenses provide more permissions compared to data resources

wherein all copyrights have been reserved by the provider, but still include terms that may hin-

der data integration and reuse. Examples include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Deri-

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CC BY-ND 4.0).

Private pool licenses. A "private pool" license is one where the resource requires data

users to add their own data to the pool, or limits the accessibility of derivative data to others

that have also joined the pool. Conceptually, this is similar to some copyleft licenses, but with-

out the public "open" component.

Copyright. This category is used both for licensing statements that positively assert a

resource provider’s exclusive copyrights, often referred to as “all rights reserved”, and for

when a resource makes no statement about the disposition of its data. Under current US copy-

right law, creators do not have to explicitly register or copymark their creations to claim their

exclusive rights [13].

Unknown. This category captures licensing statements that have conflicting terms,

incompatible license references, or are so nonstandard or unclear that a data resource’s reuse

terms cannot not be reasonably understood or confirmed.

In our view, only data resources within the permissive category facilitate reuse without

negotiation, license alignment, or other burdensome tasks. All other categories have issues that

hinder reuse.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RDP’s star rubric (http://reusabledata.org/criteria) consists of five criteria that address:

the findability and type of licensing terms, the scope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licensing, the

ability to access the data in a reasonable way, restrictions on how the data may be reused, and

restrictions on who may reuse the data. Each of the five criteria (labeled A-E) is quantified by

up to a 1.0 star value, so data resource evaluations (i.e., scores) can range from 0 to 5 stars. The

rubric is quite extensive, with a branching evaluation workflow, multiple rules and decision

points within most parts of the criteria, and bypasses for cases where a particular rule may not

apply or make sense. The accumulation of a score on a single scale was a fundamental choice

(as opposed to different non-accumulating axes); it has been designed such that a higher score

should necessarily equate to a more reusable resource, and a lower score to a less reusable

resource. The rubric and workflow used can be found in S1 Appendix.

Reusable data for biomedi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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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three criteria (labeled A, B, C) refer to mechanical aspects of license discovery and

resource access. Here, standard licenses (i.e., licenses that are invoked referentially or by tem-

plate, like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the Open Database License (ODbL), etc.) are preferred

since custom language and terms may require negotiations and possible involvement of insti-

tutional counsel to clarify and confirm the rights and permissions. Similarly, the ability to

access data—to actually act on a license in a reasonable way—is fundamental to the examina-

tion of our resources. The last two parts of the criteria (D and E) evaluate the reuse aspects of

the licensing terms. Part D considers any restrictions on the kind of reuse and part E considers

any restrictions on who can reuse the data. One star is awarded for each part when all types of

reuse are permitted and all audiences can reuse the data without negotiation; however, the

rubric does make allowances for some restrictive terms if “research” or “non-commercial”

reuse contexts are frictionlessly facilitated. Each part of the criteria can be summarized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Clearly stated (Criteria A). Is the license or terms of use in an easy-to-find location? Is

there one, unambiguous license, as opposed to multiple, conflicting versions? Is the license

standard?

Comprehensive & Non-negotiated (Criteria B). Does the license clearly define the terms

of continuing reuse without need for negotiation with the data creators or resource curators?

Does the license have a complete scope that covers all of the data and not just a portion?

Accessible (Criteria C). A license without meaningful access is not an actionable license;

does the resource provide its data in a reasonable, good-faith location, and is there a reasonable

and transparent method of accessing that data in bulk?

Kinds of reuse (Criteria D). Are all types of reuse (copying, editing, building upon,

remixing, distributing) allowable, with or without attribution?

Whomay reuse (Criteria E). Can any type of user group reuse the data?

The RDP’s rubric emphasizes U.S. based, non-commercial, research requirements for data

reuse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perspective reflects our own experience as data resource aggre-

gators and primary data producers, and our frustrations in navigating terms of use that limit

certain communities’ (e.g., clinical researchers) and kinds of reuse (e.g., new tools) [14]. We

also found that this specific and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was helpful in keeping the rubric and

its application logically manageable. When this perspective has limited our evaluations, we

have captured the fact that other entities may have different results.

Rubric usage

To date, we have fully evaluated 56 data resources (included in S3 Appendix) with the RDP’s

star rubric. As the idea for the RDP emerged from an NCATS Biomedical Data Translator

meeting, we originally evaluated data resources used by the Translator and the Monarch Initia-

tive, wherein the reuse and free redistribution of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for disease discovery

has been particularly burdensome. We then expanded our scope to evaluate model organism

databases (MODs) and data resources that the newly funded NIH Data Commons Pilot Phase

will address [15]. We also evaluated several resources, including data aggregators, that were

brought to our attention by the community.

Each data resource received a score from 0 to 5 stars according to the rubric (http://

reusabledata.org/criteria). The star ratings are designed to give a high-level feeling for the reus-

ability of a resource given our rubric. The rating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rom a resource’s

detailed evaluation file, which includes a detailed list of violations found (by their internal vio-

lation code), as well as details that the evaluator found around the violation. These detailed vio-

lation notes are available for all resources and public examination on our website at http://

Reusable data for biomedi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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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sabledata.org. The rubric workflow during evaluation was created so that it is a) not possi-

ble to have a high-scoring resource that is not “reusable” and b) a “reusable” resource will be

high-scoring. Given that the exact weight that any downstream consumer might want to assign

to a particular criterion could vary in any particular use case, we felt that it was most important

to give a broad feeling, rather than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license-related reusability rubric

violations, which are available within the public evaluation file. Further, the star rating allows

for a quick vis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usability of a resource in a format that most users are

familiar with (similar to how books, restaurants, and services are rated online).

Given the mechanics of the accumulation of stars as the rubric workflow is executed, they

can roughly be interpreted as follows:

• 5 stars: The license unambiguously allows the unfettered (re)use and redistribution of the data.

• 4 stars: The license unambiguously allows (re)use and redistribution of the data under some

terms.

• 3 stars: The license is clearly stated, unambiguous, and of a standard type, and has clear

access, but has terms that may greatly impact the (re)use and redistribution of the data.

• 2.5 or fewer stars: There are likely issues in definitively finding the license, ambiguities in the

license that hamper further analysis, issues with clean data access, or terms that require legal

advice.

The authors curated the sources directly into the RDP’s GitHub repository (https://github.

com/reusabledata/reusabledata) as YAML files from a template to help ensure the provenance

of statements, also including metadata such as source name, description, source type, license

type, data access URL, additional issues uncovered during the evaluation, and any commen-

tary about how the license was evaluated. The evaluations were checked by at least two authors,

and comments on the evaluations were made on GitHub pull requests to allow for transpar-

ency and continued conversation. Evaluations then went through a battery of syntactic and

consistency checks. When necessary, the evaluated resource was contacted for clarification. All

data and materials used in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manuscript are available at Zenodo (https://

doi.org/10.5281/zenodo.1247562).

Results

Resource evaluation scores

Complete evaluations can be viewed on the RDP website (http://reusabledata.org) and the

RDP GitHub repository (https://github.com/reusabledata/reusabledata).

Overall scoring. Of the 56 data resources we evaluated, 22 (39%) received between 4 and

5 stars, indicating that they met our broadest requirements for being reusable, which allowed

for some caveats; only 10 (18%) received 5 stars by meeting all parts (A-E) of the criteria (Fig

1). 23 (41%) of the resources received fewer than 3 stars, which is notable because even data

resources for which the provider has reserved all copyrights can receive a score of 3 stars if the

data covered by the license are easily accessible. 32 (57%) of the resources had 3 stars or fewer,

meaning that a majority of resources had significant issues with basic reusability. Overall, aver-

age scores by licensing category were: permissive 4.5, restrictive 2.6, copyright 1.4, unknown

0.7, copyleft 3.0, and private pool 1.0.

Criteria violations. When a resource provided inconsistent or no licensing information,

only parts A and C of the rubric were used in the evaluation. While one could assume that

some of these resources wished to reserve all of their copyrights when no information was

found, the ambiguity and lack of clear intent would require clarification and possibly legal

Reusable data for biomedi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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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 11 data resources had such contradictory or missing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e sum-

mary statistics for parts B, D, and E of the rubric do not include data for these resources (see

Fig 2, ‘Not Evaluated’ category). We have qualified all of the numbers given below to prevent

ambiguity.

Fig 1. 41% of resources scored fewer than 3 stars. 3 sources scored below 1 star, 10 scored between 1–1.5 stars, 10 resources scored 2–2.5 stars,
11 resources scored 3–3.5 stars, 12 resources scored 4–4.5 stars, and 10 resources scored 5 star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90.g001

Fig 2. Most sources score poorly on the five categories. 39% of sources have a license that is found & clearly stated. 57% have a license that
covers all the data without negotiation. 86% have data that are easily accessible. 36% have no limits on type of reuse. 30% have no limits on who
can reuse. Resources that had no findable license were not further evaluated for categories B, D, and 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90.g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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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ly Stated, Criteria A) We found that 24 (43%) resources used an explicit standard

license and 22 (39%) used custom terms, 5 (9%) had inconsistent licensing information, and 5

(9%) had no licensing information. Table 1 illustrates the count of resources by license type

and the associated licensing category. Resources with custom licensing language fell into sev-

eral licensing categories: 12 were restrictive, 9 permissive, and 1 private pool.

(Comprehensive & Non-negotiated, Criteria B) 32 (57%) of the resources included a license

that was explicit, comprehensive, and unambiguous in scope over the data.

(Accessible, Criteria C) We found that 48 (86%) of the resources passed criteria C by mak-

ing all of their data reasonably accessible at an API endpoint or structured download site.

(Kinds of Reuse, Criteria D) We found that 20 (35%) of the data resources included clear

and unambiguous licensing language that provided for unfettered reuse for all purposes

(Who May Reuse, Criteria E) 17 (30%) included clear and unambiguous language that pro-

vided for unfettered reuse for all user groups.

The majority of resources failed to receive a full star for parts A, D, or E of the rubric

(Fig 2).

The majority of resources (60.7%) had non-permissive licensing, which includes restrictive,

copyright, copyleft, private pool, and unknown licenses; only 39.3% of resources had permis-

sive licensing (Fig 3). Furthermore, we found 13 distinct licenses within the 6 license catego-

ries, and an additional 22 custom licenses (with 12 of these having custom permissive terms, 9

with custom restrictive terms, and one custom private pool. Fig 4 and Table 1), meaning that

for the 56 data resources, we found 35 distinct licenses, with a majority of these being custom,

or non-standard.

Counts shows that custom licensing dominates, with 21 out of 56 resources using custom

terms. References to most common license terms are available in S3 Appendix.

Discussion

As data users and stewards, we have encountered and been frustrated by the ways in which

licensing issues hinder data reuse, integr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While 48 (86%) of the

resources we evaluated provided easy and actionable data access, only 10 (18%) received a full

Table 1. Licenses used in evaluated resources, with frequency and license categorization.

LICENSE CATEGORY COUNT

custom language (restrictive) custom 12

custom language (permissive) custom 9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permissive 8

Creative Commons Zero 1.0 (CC0 1.0) permissive 3

MIT License (MIT) permissive 1

public domain declaration permissive 1

no license copyright 5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3

inconsistent or multiple unknown 5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CC BY-NC 4.0) restrictive 1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Derivatives 3.0 (CC BY-ND 3.0) restrictive 3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3.0 (GPL 3.0) copyleft 1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Alike 3.0 (CC BY-SA 3.0) copyleft 1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Alike 4.0 (CC BY-SA 4.0) copyleft 1

ODC Open Database License v1.0 (ODbL 1.0) copyleft 1

custom language (private pool) private pool 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90.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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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ar rating and 32 (57%) of the resources received 3 stars or fewer, indicating that there were

serious barriers to reuse. These findings support our experience, in that the data we need are

often accessible, but cannot be legally reused or redistributed. Missing licensing information

and the variability and potential incompatibility of license types are primary areas needing

improvement. For large data integration projects that ingest data from multiple resources to

derive new knowledge and provide new tools, this landscape requires costly and lengthy inter-

actions with individu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hat may involve legal considerations.

Fig 3. Overall, non-permissive licenses are the largest group. The breakdown of evaluated licenses according to their reuse category reveals that
61.8% of resources use non-permissive license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90.g003

Fig 4. A wide variety of licenses were used within the evaluated resources. In the 56 resources, we found 35 distinct licenses, including large
numbers of custom-restrictive and custom-permissive license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3090.g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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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largest single type of licenses were custom licenses, suggesting that

resource providers either felt that a standard license did not meet their needs or that they were

not knowledgeable about standard licenses. Moreover, while the majority of custom licenses

were restrictive, 9 were permissive, leading us to wonder if some needs and intentions are not

being met by the existing set of standard permissive licenses. Although it is encouraging that

the largest single license category is permissive, the total body of non-permissive license types

is larger. In the future, w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the community discussion to understand if

there are any gaps between resource licensing intention and license selection.

Our goal with the (Re)usable Data Project i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licensing issues that

are challenging the reuse of valuable biomedical data, not to criticize any specific organization

or data resource in the community. Rather, we hope the RDP will encourage the community

to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licensing practic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reusable resources for all,

with the option of using the RDP website (http://reusabledata.org) as a possible initial commu-

nity focal point. Reusing data en masse comes with numerous challenges and can be better

enabled via the practices articulated in initiatives like the FAIR Data Principles and FAIR-TLC

evaluation framework [16–17]. The RDP’s focus on licensing issues—narrowly scoped to reus-

ability—is mean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pervasiveness of current practice failures and their

effects. The current proliferation of and changes to funder and journal data sharing policies

offer an opportunity to provide explicit direction to upstream data contributors about licens-

ing and other practice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FAIR data principles and positively impact

reuse. Additionally, repositories and aggregated resources can require that data deposited

meet specific licensing terms. For examples, resources available within Wikidata must have a

license at least as permissive as the Creative Commons CC0, the Creative Commons “public

domain” tool. Ultimately, these kinds of licensing choices can impact the lifetime of a resource:

a resource with reusable terms and access can be forked or incorporated into other resources,

extending its value, length of use, and audience reach.

As part of our evaluation process, we often contacted data resources with clarifying ques-

tions about their licensing information and tracked these conversations on the RDP GitHub

repository. These exchanges led to more accurate evaluations and sparked dialogue about how

resource curators could improve the clarity of their licenses. Additionally, in response to our

outreach on social media, we received requests to evaluate eight additional data resources. We

believe this early engagement demonstrates a community interest in enabling reuse, and a

desire to contribute to open discussions about how to address licensing problems. Moreover,

while the RDP has been focused on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data resources, the goals and

problems we have raised are domain agnostic, and we are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data

communities to ensure that our rubric is relevant and applicable across disciplines, such as the

Research Data Alliance (RDA) Legal Interoperability Interest Group.

We do not envision the RDP star rubric and evaluation data as only a tool for analyzing

past licensing selections; rather, it could be used to test and guide future licensing choices as

well. For example, it could be used by groups considering how to plan for the long-term sus-

tainability of data resources, which may include a variety of monetization options. The RDP

rubric could be applied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potential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resources and as check on continued data reusability.

While the RDP’s star rubric and evaluation results provide specific insight into the data

resource licensing landscape, enhancements could include developing criteria to define and

assess mor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s and 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data resources.

Exploring the license interaction space more deeply would require the creation of a richer

internal model for our data, possibly using ontologies and leveraging the use of reasoners to

aid in the task. Finally, licensing is only one barrier to data reusability, and we would lik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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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ure and add to our analysis information about data resource size, data and resource con-

nectivity, and structured funder information. These improvements could provide a more com-

plete and holistic picture of the reusability and impact of publicly funded research data

resources.

Support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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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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