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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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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数据发展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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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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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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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整理贵州发展大数据的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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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019.09）

◎6月30日，贵阳市科学技术局完成“高新

技术企业后补助”专项资金发放工作，对2018年

首次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352家企业，

按照每家20万的标准进行后补助，共计补助市级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7040万，同时撬动省、

区（县、市）两级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研发经费

补助，获省科技厅补助1.05亿元

◎7月1日至5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纪录频道、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联合

摄制的中国首部大数据产业题材纪录片《大数据

时代》播出。纪录片共分为五集，每集50分钟，

生动地讲述了大数据技术在政府治理、民生服

务、数据安全、工业转型、未来生活等方面带来

的改变和影响。

◎7月4日，记者从贵阳高新区大数据发展办

公室获悉，今年上半年，高新区紧盯大数据产业

发展目标任务，持续推进大数据产业集聚，推动

大数据深度融合发展和数博大道建设，实现了时

间、任务双过半。

◎7月4日，由铜仁市人民政府与贵阳市大数

据业协会共同举办的大数据产业招商座谈会在贵

阳举办。来自贵阳、铜仁两地政、企、学、研等

大数据行业代表参加了会议，通过对话与交流，

挖掘双方在政策、技术、产业等方面的优势资

源，推动优势互补，促进两地大数据产业协调发

展、区域合作合作更进一步，推动贵州大数据产

业发展生态更加完善，为建设首个国家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贡献力量。

◎2019年7-9月，贵州省集中开展“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国行贵州站暨贵州省‘企

业上云’市州行”活动，共组织1场全省集中宣

讲辅导、12场市州培训对接、25次上门会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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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全省参与企业超过1000家，有效助推全省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7月12日，为进一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

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掘省内资源，汇聚各方优

势，找准人工智能应用的突破领域，贵州省大数

据发展促进会(简称“促进会”)会同贵州大学计

算机学院、贵州大学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贵

阳块数据公司、依图科技有限公司、贵州优特云

科技公司以及北大 E07 联盟-李庆团队，并特别

邀请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贵州燃气集团等单位

共同研究探讨了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化试点的方

法、路径、措施，力求通过打造人工智能标杆企

业，形成头雁效应，营造良好的人工智能发展环

境，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7月1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对外公

布了《贵州省互联网新型数字设施建设专项行动

方案》，围绕“到2022年数字设施投资累计达

500亿元”等目标，着重部署了数字设施提升工

程、实施工业互联网提升工程、“云网平台”引

领工程、“数聚贵州”工程四项重点任务。

◎7月16日，贵州省遵义市大数据发展半年

工作调度会召开。根据大会发布数据，预计遵

义上半年大数据产业投资可完成25.5亿元，信息

基础设施投资将达7.7亿元，可实现全口径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12.6亿元；可完成网

络零售额15.56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593.6亿

元；实现电信业务总量220.77亿元，同比增长

105.4%。可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

◎7月18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联合印发《贵州省

工程系列大数据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

条件（试行）》的通知，明确了大数据技术员、

大数据助理工程师等专业人才可以申请职称评

定。

◎7月29日，贵州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贵州省

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

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并分组审议了

《条例（草案）》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8月1日，截至今年7月底，南明区通过

“智慧企业”APP，提交食品经营许可申请768

件，已核准219件；“智慧企业”APP汇集市场

主体数据108760条、各类监管数据55319条，为

实施政务公开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8月1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表决通过了《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例》，将

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分别从安全责

任、监督管理、支持与保障、法律责任等方面对

大数据安全保障做了明确的规定。

◎8月2日，记者从贵阳市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获悉，贵阳首个市级政务民生服务微信小程

序——“数智贵阳”运行两个月以来，已上线76

个高频政务、便民服务事项，注册用户达5.6万

人，累计访问次数约158.1万人次。

◎8月7日，记者从贵阳市交委获悉，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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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整合停车资源数据，建立贵阳市级层面智慧停

车管理平台，实现全贵阳市停车资源信息动态管

理。为深入推进城贵阳市停车领域改革，掌握贵

阳市停车情况，盘活停车资源，补齐贵阳市停车

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的发展短板，有效缓解停车供

需矛盾，近期，贵阳市交委将组织专业队伍在贵

阳贵阳市区范围内开展停车资源摸底调查工作，

通过“摸清底数、掌握情况、找准根源、综合施

策、协同治理、资源共享、示范先行”，实现停

车产业富民、共建共享惠民的总目标。

◎8月8日，记者从贵州省通信管理局获悉，

为推进贵州省5G通信网络规划建设，加快商用步

伐，省通信管理局积极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计

划在2019年，实现5G试商用；2020年，建成覆

盖各市（州）主要城区的5G网络，并规模商用；

2022年，力争实现5G全面商用。

◎8月13日，来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

试验区展示中心（以下简称“展示中心”）参观

的人像往常一样络绎不绝，参观者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或在展馆入口处的体感交互磁力点阵翻转

屏前流连，或在馆内智慧体验区驻足体验5G创新

应用......在累计接待8400余场参观活动后，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在今日累计

接待参观者人数成功突破20万。

◎8月13日，贵州省市场监管局下达2019年

贵州省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贵阳经

开区安玛科技公司的《私有信息灾备中心数据安

全保护技术要求》和国卫信安科技公司的《网

络空间综合靶场技术规范》《大数据安全岗位

分类与能力标准》共3项标准获贵州省地方标准

立项。此次贵州省地方标准立项大数据标准共

8项，其中3项标准的起草单位为贵阳经开区企

业，4项标准的起草单位为省级科研技术机构。

◎8月22日，记者从贵州省大数据管理局获

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同意贵州建设贵

阳·贵安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从产业园区

直达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的专用链路，减少路由跳

数，以园区为接入单位、以企业为服务对象、以

优化提升国际通信服务能力为目的。

◎8月26日，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

生活添彩”为主题的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下称智博会)在重庆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

的顶尖科学家、行业领军翘楚、商界知名领袖、

政界重要人物等汇聚一堂，共享理论盛宴、分享

发展成果、寻求发展机遇；阿里、腾讯、中兴、

紫光等知名企业纷纷亮相，呈现可视化解决方

案，展示最新产业生态体系。

◎8月26日-29日，以“智能化：为经济赋

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的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在重庆市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集中

展示全球大数据智能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

业态和新模式的舞台，本次智博会吸引了包括谷

歌、英特尔、阿里巴巴、腾讯等国内外互联网科

技领域领军企业在内的数百家现场参展。在众多

参展代表中，作为贵州省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优秀服务商的贵州电子商务云与贵州组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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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亮相“智慧城市”馆S5019号展区，全面展示

贵州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典型应用案例和显著成

绩。

◎8月29日，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

活添彩”为主题的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在重庆落下帷幕。贵州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再次受邀参展，通过展示四十余项

典型成果，生动展现了贵州发展大数据以来的生

动探索和实践，获得参观者一致好评，让他们感

受到“云上”贵州未来可期。

◎9月2日，贵州省科技厅联合省能源局发

布《贵州省“关键4%”煤矿机械化开采技术

榜单》，接榜方须在9月3日00:00至10月30日

16:00期间申报。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工

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型升级的意见》（黔府发

“2017”9号）要求，2020年贵州省生产煤矿采

煤机械化率将达到96%。其余难以实现机械化开

采的4%煤矿是影响我省采煤机械化的关键（即

“关键4%”）。“关键4%”煤层赋存条件复杂

多样，由于煤层倾角大、构造复杂、井田范围小

等问题难以实现机械化开采。本批技术榜单旨在

攻克“关键4%”煤矿机械化开采难题，提高企

业安全生产水平，推动贵州省十大千亿级工业产

业的转型发展。

◎9月4日，记者从贵阳市大数据局获悉，贵

阳市通过推动政府数据“聚通用”，提高政府治

理能力和民生服务水平，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9月6日，贵阳国家高新区企业太极智旅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举行2019年5G时代全域旅游智

慧化建设发展论坛，探讨5G时代全域智慧旅游探

索与实践、发展方向和前景。会上，华为联合太

极智旅发布了“华为&太极智旅全域智慧旅游联

合解决方案”。

◎9月6日，一套自带“神经感官”的智慧消

防系统在贵阳市金融中心省联社、贵阳市电信新

大楼等处启用。这意味着，上述区域可利用智慧

消防物联网科技，对电气线路、消防用水等子系

统进行实时数据监测；同时，消防系统数据将实

时传输到监管中心平台、手机APP软件上，确保

值班人员及管理人员第一时间收到火灾预警。这

套自主研发并生产的设备和系统，产自贵阳高新

区今年新引进的企业——城安盛邦（贵州）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9月10日，全省首个数字化跨境电商综合

服务平台——贵阳综合保税区（阿里巴巴）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已经成功上线。这一平台投入使

用，将有力地推进全省跨境电商集聚发展，开启

黔货出山的“云通道”，助推更多贵州企业融入

全球市场。这是贵州省首个数字化跨境电商综合

服务平台。

◎9月17日，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贵州

大数据）物流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在贵阳经开区成

立，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同日举行。会议审议通

过了物流大数据专业委员会章程和工作经费管理

办法，并向专业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进行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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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在筑参加2019年“贵州·台湾

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贵阳市专场活动的台湾嘉

宾一行到贵州省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贵

阳市大数据交易所及大数据实体企业满帮集团进

行参观考察，纷纷点赞贵阳大数据发展成果。

◎9月19日，为保障清华-贵州大数据研究

生实践教育基地工作的顺利开展，清华大学研究

生院副院长王凯波、清华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

自动化系主任（项目负责人）张涛一行赴贵阳国

家高新区开展调研和企业导师遴选等工作。

◎9月19日，在2019华为全联接大会上，贵

阳市云岩区政府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举行全面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就数智云岩建设进行全

方位合作。根据协议，云岩区将在政策、综合投

融资解决方案、产业资源整合能力等方面发挥优

势，华为公司则提供“数智云岩及大数据”技

术、服务、品牌等方面的支持，共同合作把数智

云岩建设成为西部标杆、全国示范。

◎2019年9月21日-10月21日期间，国家大

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以下简称

“展示中心”）精心筹划，特开展“我和我的

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展示贵州

省、贵阳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成果。

◎9月23日，“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短

期访学班来到贵阳市经开区，走进大数据企业满

帮集团，实地采访深入了解大数据产业。

◎9月25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发布

消息，为充分发挥大数据领域专家在贵州省实施

大数据战略行动、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

验区中的智囊作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开

展了贵州省大数据专家库专家增补工作，经审核

研究，决定增补葛建军等133名同志为贵州省大

数据专家库专家。

◎9月27日，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贵州

大数据）大数据开放共享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数字中国智库论坛大数据标准研讨会在贵阳举

行。会上，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贵州大数

据）大数据开放共享专业委员会授牌成立。

◎9月27日，贵州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

全省网络安全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

作。

◎9月30日，贵阳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平台上线运行，89个政务服务高频事项实现“最

多跑一次”，让办事企业和群众享受到更加方

便、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该平台依托贵州政

务服务网，按照线上线下一体化、前台后台一

体化、多渠道办事一体化、多层级联动一体化的

建设思路，完成了一窗式服务系统、智能咨询系

统、一窗式实体大厅管理系统、大数据统计分析

展示系统、督查督办系统、“一号管理”系统、

微信服务系统、政务服务标准化管理系统8个子

系统的建设。

 来源：数据观及网络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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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教育未来可期

——2019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在京盛大开幕

人工智能技术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

志。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已成为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甚至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

高度。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人工智能+教

育”的融合发展成为业界人士探讨的热门课题。

8月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科大讯飞联合主办

“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9”在北京国

家会议中心召开，来自政府、学界、头部企业等

多个领域的领导和专家参会，共商教育和人工智

能的融合发展。

人工智能究竟能为教育事业带来怎样的改

变？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致辞中表示，人工

智能在助力因材施教和实现教育均衡方面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技术，教师可以充分挖掘学生学情数据价

值，实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另一方面，人工

智能将优质教学资源输送到偏远地区，比如双师

课堂就将城市教师与边远地区的学生连接在一

起，通过终端，教师远程实现智能批改和学情分

析，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发言

在安徽金寨，人工智能已然渗透进日常教

学中。教育超脑通过实现资源搜索智能化、教学

过程数据化、课堂形式互动化，构建出智慧教学

环境，中心校的教师和教学点的孩子形成双向互

【导读】人工智能究竟能为教育事业带来怎样的改变？人工智能在助力因材施教和实

现教育均衡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大数据发布平台，大会当天的

“数据黑科技新品秀”环节共发布了9款“数据黑科技”产品，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炫酷

的视听盛宴。中国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研究领域的IT盛会，2019第五届中国智能技术与大数据

会议聚焦智能大数据、智慧教育、人工智能教学、无源感知网络、智能化自治数据库、图像

编辑与合成、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等重要议题，同时与会专家就最新学术成果、发展趋势、

关键技术和主要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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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课堂氛围得到激活，教学效率充分提升，助

力课堂减负增效。

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

未来社会人才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在这样的趋势

下，人工智能和教育的融合能够为人才培养提供

更为智能、科学的评估。

在本次峰会“跨界融合·推动教育创新发

展”主题分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授

表示，智能化教育评价能够使教育评价更好地反

映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对素质教育的实

施产生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建议将智能化教

育评价纳入国家战略，进一步加强高校间、高校

与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

作，在国家层面建立智能教育评价平台，共同解

决教育中的真问题、难问题、热点问题，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

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了解到，本次会议为期两天，期间将

进行“精准管理与区域教育现代化”“脑科学与

语言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与智能教学系

统”“人工智能教育的制度、政策与伦理”“人

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质量评估”“因 A.I.而能 共

创智能教育新未来”六大分论坛。

在8月1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陈肇雄，教育部科技委主任赵沁平院士，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

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北京

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教委主任刘宇辉，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刘朋建，中国教

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

远，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

长陈丽，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执行总裁吴晓

如等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此外，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来自全国28个省

180多个区县的地方教育局长、电教馆长、中小

学校长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师生

近千人，直播实时观看人次超过1000万。（光明

日报全媒体记者李睿宸常河）

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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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以“激活数据价值 释放数据原

力”为主题的“2019（第四届）大数据产业生

态大会”在北京拉开序幕。北京大学教授、工业

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王建伟，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曲大伟等多位领导出席会

议，来自贵州、陕西、海南、江苏、贵阳、福

州、廊坊、重庆、山东、无锡等省市政府分管大

数据的领导参加“首届中国大数据局长论坛”，

作为国内知名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础软件核心

技术提供商，大快搜索受邀出席并在多个环节展

现了赋能数字化转型能力，获得了众多专家学者

与现场嘉宾的关注与好评。

为期两天的大会亮点纷呈，全面展现现权威

专家、行业大咖的前沿思想和企业领袖的新锐观

点；重磅推出“数据黑科技新品秀”，集中展示

和发布大数据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平台；

同期举办高峰对话，邀请行业专家学者、优秀大

数据企业代表就政务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与大数

据以及认知智能的应用前景等话题进行深入探

讨。

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大数据发布平台，大会

当天的“数据黑科技新品秀”环节共发布了9款

“数据黑科技”产品，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炫

酷的视听盛宴。其中大快搜索基于深度学习设计

的NLP工具——HanLP2.0得到了会议现场广泛的

关注。

HanLP是大快搜索科研团队面向全球开源的

自然语言开发工具，功能覆盖了中文分词、词性

标注、命名实体识别、句法分析、文本分类、文

本聚类等核心自然语言处理任务。4年来，从未

停止前进，在GitHub上一共有25位协作者贡献

了代码，已经回答了超过1000个问题。同时，

GitHub上的标星数量接近15000，是全球开发者

用户量第一的开源NLP工具。目前HanLP已经成

为NLP领域事实上的技术标准，全球有30多个国

家和地区都在使用HanLP进行自然语言处理生产

研究。

本次“数据黑科技产品秀”上，基于深度学

习框架的全新HanLP2.0版本正式与大家见面。

2.0版本的HanLP在底层选择了深度学习框架，

不再依赖硬编码语言逻辑，可以完成目前已知所

有语种的自学习，并且同时支持CPU、GPU和

TPU，对使用环境的要求更低。

高峰对话——大快搜索对话认知智能、工业

大快搜索黑科技亮相2019（第四届）大数据产业生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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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给各行各业带来了

深刻的变革。大会当天“高峰对话”环节中，来

自政务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

行业专家、高管、优秀CIO代表等就大数据如何

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机遇与挑

战以及认知智能的应用前景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

论、分享。

斩获五项大奖——大快搜索再获业界专家

肯定

自2016年起，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每年定期

开展大数据产业生态调研工作，采用问卷调查、

抽样调查、访谈、会议座谈等方式，对大数据基

础支撑、数据服务和融合领域的数千家ICT企业

进行深入调研分析，从而呈现中国大数据产业生

态的新格局、新业态、新模式，并设计“中国大

数据金沙奖”，为表现优异的企业及个人进行荣

誉称号的授予。

“2019中国大数据金沙奖”从创新性、颠覆

性、前瞻性、成长性、持续性出发，以技术的实

用性、代表性和革新性为评价标准，秉承公平、

公正、公开原则，大会同期隆重揭晓了“2019

中国大数据金沙奖”。大浪淘沙沉者为金，风卷

残云胜者为王！在数据挖潜过程中，能够带动

理念、模式、技术及应用实践创新的优秀企业、

产品、解决方案以及引领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商业

领袖，都将在大浪淘沙后洗尽铅华，成为耀眼的

金沙！大快搜索首席科学家汤连杰与高级研究

员何晗分别被授予了“2019中国数据英雄”和

“2019中国数据大工匠”个人荣誉称号。

大快搜索DKH斩获“2019中国大数据·最

佳产品”，HanLP斩获“2019中国大数据·最

佳解决方案”，大快搜索智能税源监控系统斩获

“2019中国大数据·最佳创新应用”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者

胜。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

科技革命或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取得重大

突破。当前大数据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平台

层出不穷，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快

搜索也将沿承自身优势、继续发挥自主研发核心

技术优势，在持续输出优秀产品得同时围绕数字

化转型与行业创新做文章，用企业硬实力推动企

业发展，用技术实力带动产业发展，繁荣产业生

态。

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7708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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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8日-29日，第五届中国智能技

术与大数据会议在江苏常州隆重开幕。

作为中国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研究领域的IT盛

会，2019第五届中国智能技术与大数据会议聚焦

智能大数据、智慧教育、人工智能教学、无源感

知网络、智能化自治数据库、图像编辑与合成、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等重要议题，同时与会专家

就最新学术成果、发展趋势、关键技术和主要战

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和研讨。本届会议由

CAAI智能服务专委会、江苏理工学院与北京邮

电大学联合承办，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深兰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与常州市计算机学会联合协

办。近300位智能技术领域相关从业者参加了本

次会议。

开幕式：抓住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战略机

遇  引领智能服务创新理念

会议首先由江苏理工学院校长朱林生教授作

开幕式致辞。朱校长首先代表江苏理工学院近两

万名师生员工，向莅临会议的领导、嘉宾表示热

烈的欢迎，对专家学者、业界精英长期以来给予

江苏理工学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国家特聘专家、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

院、软件学院院长王晓阳教授解读了人工智能与

智能服务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落

地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安徽省计算机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大数据学院执行院长、计算机学院副院长陈恩

红教授认为会议的举办意义深远，他希望借助人

工智能热潮推动领域和地方发展，切实普惠社会

和民众。

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高

阳教授表示，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有助

于现代服务理念的推广。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ACM杰出科学家、达

摩院数据库首席科学家李飞飞教授指出了人工智

能技术在现代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引擎作

用。

CAAI智能服务专委会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杜

2019第五届中国智能技术与大数据会议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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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平教授在发言中提到智能服务专委会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加强智能服务领域的学术研究，自2015

年起先后在北京、焦作、广州、重庆举办了四届

中国智能技术与大数据会议，每次大会与会人员

300余人，有力推动了智能服务技术的推广和普

及。

报告会：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发展趋

势  掌握最新实用技术

大会邀请了国家特聘专家、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ACM杰出科学家、国家首批“万人计

划”教学名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等8位

知名专家作特邀报告，分享了智能技术与服务领

域的基础理论研究、最新实用技术和前沿发展趋

势等。

复旦大学王晓阳教授的报告主题是“智能

大数据”，他深入分析了大数据系统中的智能技

术，以大数据分析智能向导为例，说明如何给大

数据本身赋予智能，形成“智能大数据”，将大

数据分析成为人皆可用的技术，为信息社会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恩红教授报告的主题是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他介绍了如何以

教学过程中涉及的试题、学生、教师为对象，通

过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开展面向智

慧教育的数据挖掘技术研究，从而帮助提高学生

的学业水平、辅助教师教学等。

浙江工业大学王万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人

工智能金课建设探索与实践”，他针对当前产业

发展倒逼AI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探讨了人工智

能金课建设模式和主要建设内容，切实提高人工

智能课程教学质量，为建设双一流专业奠定基

础。

哈尔滨工业大学高宏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无

源感知网络相关技术”，她首先介绍无源传感器

网络的基本概念，然后讨论无源传感器网络的研

究问题，包括无源传感器网络零间断能量获取、

以能量为中心组网与通信的理论与方法、高质量

感知数据获取技术、竭能分布式协同计算的理论

和算法等问题。

阿里巴巴集团李飞飞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智

能化自治数据库内核与平台”，他介绍了自治数

据库平台赋予云数据库智能运维能力以及智能化

的数据库内核，基于深度学习方法，为自治数据

库平台设计了一套自动化缓存调整机制iBTune，

并设计了pairwise深度神经网络，使得相似数据

库实例两两配对以便预测SQL访问延迟上限，缓

存调整必须在预测的延迟上限内进行以便保证系

统的稳定性，成为SDDP重要功能并在阿里巴巴

大规模部署并节省了大量内存。

天津大学胡清华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大规

模低质数据的学习与挖掘算法”，他针对数据普

遍存在多元异构、噪声大、缺失多、维度高等

特点，给建模算法带来挑战，经典学习算法应用

于此类数据时会出现性能急剧下降的现象，分析

了低质量大数据给机器学习算法带来的困难，当

前国内外主流的解决方法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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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华中科技大学白翔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文

字图像编辑与合成技术”，他首先介绍了最近推

出的文字图像编辑技术：对图像中的文字进行修

改或替换，同时不影响该图像的真实度；接着，

介绍了一种新的文字图像生成方法：通过三维虚

拟游戏世界产生逼真的文字图像。文字的图像编

辑与合成技术不仅可以用于产生更丰富的训练数

据，而可用于p图、信息隐藏、艺术特效等潜在

应用场景。

深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王昕磊博士报

告的主题是“深兰科技与人工智能”，介绍了深

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利用自主知识产权的深

度学习架构、机器视觉、生物智能识别等人工智

能算法、无媒介手脉支付等核心技术，在自动驾

驶及整车制造、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生物智

能、零售升级、智能语音、安防、芯片、教育等

领域都有深入布局，其中在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

多个领域居行业领导地位。

Panel：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研究方向

与研究方法

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在

现代服务领域实现落地发展，大会还以“促进人

工智能技术落地：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为题

设立了专题讨论环节，由王晓阳教授主持，陈恩

红教授、高阳教授、李飞飞教授、白翔教授、王

昕磊博士和李洪波博士共同分享了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方向和研究

方法，探讨了深度学习和数据挖掘等诸多热点问

题。

选举：智能服务专委会举行换届选举大会

会议期间，智能服务专委会举行了换届选举

大会，CAAI组织工作委员会负责人、CAAI常务

副理事长杨放春教授亲临现场，主持和监督了本

次换届选举，到会的130名专委会委员集体审议

了杜军平教授代表本届专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通过不记名投票方式，到会委员选举了专委

会主任1名、副主任8名、秘书长1名和除负责人

外的常委20名。

科普活动：《爱犯错的智能体》签名售书

活动

会议期间，复旦大学张军平教授举办了《爱

犯错的智能体》签名售书活动，该书从基础知识

开始，到人工智能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进

展，再到后面相对高阶的、悬而未决的人工智能

问题，以及前沿进展都做了覆盖，受到参会人员

的追捧和喜爱。

来源： CAAI智能服务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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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金融业嘉宾点赞贵阳大数据发展成果

中国台湾网9月20日讯 9

月18日，在筑参加2019年“贵

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

会”贵阳市专场活动的台湾嘉

宾一行到贵州省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展示中心、贵阳市大数据

交易所及大数据实体企业满帮

集团进行参观考察，纷纷点赞

贵阳大数据发展成果。

在 贵 州 大 数 据 综 合 试 验

区展示中心，台湾嘉宾一行通

过观看“大数据·贵州”宣传

短片、视频演示，听取满帮集

团、远程医疗、精准扶贫大

数据支撑平台、云上贵州多彩

宝、智慧法律服务亭等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大数据与民生服

务等深度融合的案例讲解，详

细了解贵州、贵阳大数据发展

历程、现状及应用情况。在中

国移动5G应用体验厅，台湾

嘉宾对智能家居、小i机器人产

生了浓厚兴趣，并与机器人互

动。

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台

湾嘉宾观看了介绍短片，对大

数据交易所的发展历程、运营

模式、发展情况进行了解。随

后，大数据交易所有关负责人

通过问答形式与台湾嘉宾进行

交流互动，嘉宾就数据资源价

值如何体现、数据如何流通、

规范数据交易行为、维护数据

交易市场秩序、保护数据交易

各方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发

问，大数据交易所有关负责人

一一作了解答，解除了嘉宾们

的疑问，互动交流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

在满帮集团，台湾嘉宾一

行参观了满帮集团数据运行中

心，在了解到满帮集团基于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精准匹配车货服务，促进

快速达成交易，提升货运效率

的情况时，嘉宾们称赞，满帮

集团已成为贵阳大数据应用与

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企业典范。

嘉宾们表示将会深度挖掘大数

据应用在筑台两地金融服务业

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空间，互

相学习、互通有无，促进筑台

两地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台湾网

【导读】“贵州大数据从‘无中生有’到风生水起，再到现在的落地生根，崛起之势若

潮涌。贵州在大数据之路上越走越远，大数据不仅成为贵州换道超车的“引擎”，更成为贵

州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大数据的确为贵州带来耳目一新的全新体验，“谈大数据必

谈贵州”这一当下大数据领域流行的话道出了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取得极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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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贵州省市场监管局下达2019年贵州省

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贵阳经开区安

玛科技公司的《私有信息灾备中心数据安全保护

技术要求》和国卫信安科技公司的《网络空间综

合靶场技术规范》《大数据安全岗位分类与能力

标准》共3项标准获贵州省地方标准立项。此次

贵州省地方标准立项大数据标准共8项，其中3项

标准的起草单位为贵阳经开区企业，4项标准的

起草单位为省级科研技术机构。

近年来，贵阳经开区始终坚持大数据安全

保障与大数据产业“齐步走”，着力把先行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为进一步打造大数据安全产

业战略高地，提升大数据安全“引领力”，引导

企业自主创新技术和专利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

充分发挥标准化在增加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以及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中

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该区从大数据机制体制

完善、大数据人才培养和引进、大数据发展环境

优化等各方面，积极推动大数据产业尤其是大数

据安全产业的发展，先后出台系列大数据发展政

策。在一系列政策引领下，全区大数据企业充分

释放产业活力，相继建成贵阳国家大数据安全靶

场、成立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专业技术委员会、初

步实现贵阳1+1+3+N大数据安全发展格局，此次

3项大数据标准获得立项，是该区在大数据安全

领域的又一标准成果，3项标准预计2021年发布

实施。

下一步，贵阳经开区将进一步加快“国家大

数据安全认证示范区”“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据)贵阳经开区基地”建设。创新编制

一批前瞻性、引领性的技术标准，培育一批标准

创新型企业，形成一批以技术标准为纽带、协同

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联盟，建设一批公共服务

平台，集聚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团体和企

业标准化资源。依托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

区，初步建立起支撑和服务试验区科技创新、产

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标准创

新服务体系，形成能够内生增长、可持续发展的

标准创新生态

来源：贵阳日报

贵阳经开区3项大数据标准获贵州省地方标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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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今 年 7 月 底 ， 南 明 区 通 过 “ 智 慧 企

业”APP，提交食品经营许可申请768件，已核

准219件；

“智慧企业”APP汇集市场主体数据108760

条、各类监管数据55319条，为实施政务公开奠

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通过自助打印机，18763户申请企业或个人

实现营业执照“刷脸”取照。

2017年底，南明区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建设南明区第一个“放

管服”平台——“智慧共治·社会共享”平台，

提升服务水平。

如今，该平台已建成涵盖1个综合管理应用

平台、大数据调度中心和投诉举报调度中心两个

中心，以及“智慧监管、智慧企业、智慧大众、

智慧协同”4个手机APP前端的1+2+4系统，形

成了集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等为一体的市场监

管全流程体系，推动南明区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APP申办证照十个工作日发证

“选择‘我是经办人’，刷身份证，按照提

示操作，就能打印《食品经营许可证》。”今年

7月22日，贵州省一品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外联部

员工陈丹正在南明区政务大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自助打印机上取证。

据陈丹介绍，近日，她所在的公司准备增

加业务内容，要申办《食品经营许可证》。接到

工作任务后，7月11日，陈丹通过南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推行的“智慧企业”APP，上传所需材

料，通过掌上办事平台申办食品经营许可证。

材料规范、齐全，很快就审核通过，三个工作日

后，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就到该店进行场

勘。7月18日，陈丹接到工作人员电话，告知她

申办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已通过审核。

以前，申办《食品经营许可证》让不少企

业吃尽“苦头”，通常一个食品证办下来，需要

一个月。为此，南明区变复杂的资料“填写”为

“选择填空题”。申请者根据指引自行上传场所

图片，监管人员后台受理、审图，场勘流程标准

化设定，使办证时限被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只需10个工作日即可发证。

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南明区域内通过

“智慧企业”APP提交的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达

768件，已核准219件。

一网通办审批服务便民化

去年以来，针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

事难、办事慢”“多头跑、往返跑”等问题，南

明区全力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打造移动便

捷的掌上办事平台，降低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成

本，真正做到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

2018年7月，“智慧企业”APP注册登记功

能上线运行，实现了“半程”电子化的办理；

2019年2月，“智慧共治·社会共享”平台与贵

阳市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全程电子化系统融合

并网，使全程电子化服务覆盖到PC端和APP端，

贵阳市南明区：借力大数据，优化营商环境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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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也覆盖到个体户。

“如今，新办企业和个体户均可随时随地在

APP上提交修改申请资料、查看办理进度，申请

材料全部以电子档案形式保存。通过APP全程电

子化办理营业执照，时限被压缩到1个工作日，

即‘点点手机交材料，一日之内领执照’。”区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说

一组数据显示，2014年至今，南明区新登

记企业43109户，企业数量增长了3倍，企业总

数和新增企业数量均位居全省区县首位。今年上

半年，全区新设立市场主体11737户，同比增长

33.89%。其中，新设立企业6017户，新设立个

体工商户5720户。

防止执法“任性”打造“数据铁笼”

“主体名称：贵州焕伊美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检查结果：未发现问题；任务报告：经现

场检查，证照齐全，正常经营……”这是7月

11日15：27，南明区市场监管局五里冲分局执

法人员对一户企业的执法情况。进入“智慧监

管”APP，执法人员的执法情况一目了然。

“智慧监管”APP的推出，实现了GPS定位

的“扫码”检查，从现场上传检查结果、取证照

片到APP等功能，让执法人员的执法过程阳光透

明，防止了执法“任性”，打造了市场监管“数

据铁笼”。同时，南明区通过把工作数据在各个

手机APP同步公开，激发群众参与监督的热情，

倒逼企业守法规范经营。

据统计，从2018年4月正式投入使用至2019

年7月31日，“智慧共治·社会共享”平台上已

汇集全区市场主体数据108760条、各类监管数据

55319条、政务公开数据45472条，为实施相关

领域的政务公开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来源：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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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来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

验区展示中心（以下简称“展示中心”）参观的

人像往常一样络绎不绝，参观者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或在展馆入口处的体感交互磁力点阵翻转屏

前流连，或在馆内智慧体验区驻足体验5G创新应

用……在累计接待8400余场参观活动后，国家大

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在今日累计接

待参观者人数成功突破20万。

展示中心入口处的公示屏记录着关于参观接

待的相关数据和信息。（截至8月13日10：00）

参观者与馆内的智能机器人互动。

几年间，来自北京、江苏、湖北、广东、

上海、天津、重庆、湖南、陕西等全国各地，以

及美国、英国、泰国、越南、巴西等全球各国的

参观者纷至沓来，试图探寻贵州大数据引领产业

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奥秘，屡清贵州大数据的发展

脉络，近距离感受大数据为贵州带来的变化。在

展馆，助力成功刷新这一数字的参观团体来自贵

州大学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其中一位前来学

习的重庆市市民兴奋地表示：“这次我们重庆市

开州区来贵州参观学习的总共有70人，这能够

帮助我们学习贵州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先进经

验”。

2013年，是贵州大数据发展的谋划之年；

2014年，贵州大数据发展正式启航；2015年，

贵州抢抓机遇，发力大数据，在“后发赶超”的

路上稳步前进，一切方兴未艾——也是在这一

年，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正

式成立。作为贵州、贵阳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微缩

景观，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

不仅见证了贵州大数据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向全

国乃至世界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全国首个国家大数

数据之眼通全球！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展示中心接待参观人数破20万



18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发展大数据的创新举措、创

新经验和创新成果。让人们真切感受以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给经

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生活带来的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并推动行业企业充分了解全国乃至

世界大数据发展的前沿方向和核心价值，助力形

成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和更宽领域的交流合作。

据悉，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

中心建筑面积约7000平米，共包含“数字中国贵

州方案展区”“数化万物智在融合展区”“云上

筑梦躬身耕耘展区”“未来已来展区”和“智慧

体验厅”五个展区，意在充分结合贵州发展理念

和方向，全方位展示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探索

实践和创新成果。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

长景亚萍曾表示：“展示中心作为贵州发展大数

据的对外窗口，缩影了贵州发展大数据的关键创

新举措、创新经验和创新成果，它是我们思想碰

撞、灵感涌现的‘出发地’‘演武场’。”

据了解，目前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

区展示中心全新APP“大数据展厅”及小程序均

已于近期上线，能够帮助参观者在观看多样化展

项内容的同时为其提供大数据AI智慧语音导览，

以增强参观者体验效果。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大

事记：

2014年7月，北京·贵阳大数据应用展示中

心建成运行，建筑面积达4300平方米。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在参

观展示中心时指出：“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

理”。

2015年9月，“贵州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

正式设立。

2016年7月，展示中心正式更名为“贵州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

2017年7月，展示中心参观人数突破10万

人。

2019年5月，展示中心正式更名为“国家大

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展示中心新

馆正式开馆，建筑面积约7000平米。

2019年8月，展示中心参观人数突破20万

人。

来源：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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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短期

访学班来到贵阳市经开区，走进大数据企业满帮

集团，实地采访深入了解大数据产业。

满帮集团是由运满满和货车帮两大平台合并

而成，成为国内最大的货车匹配信息平台。满帮

集团负责人表示，满帮认证司机用户超700万，

认证货主用户超225万，集团业务覆盖全国339个

主要城市。2018年，线上运费月交易额突破30亿

元，油品累计交易额114亿元，ETC累计开卡100

万张，金融业务累计放贷金额达175亿元，平台

年度成交规模8000亿元，覆盖线路数量超过11万

条。

外媒了解到，5年数博，满帮同贵州大数据

同步成长，定位经历了从“ 大数据”到“大数据 

”的蝶变，成长为集用户、交易、自营、车后、

金融、物流地产、能源、智能驾驶、国际业务九

大业务板块于一体，覆盖全产业链，构建智慧物

流生态体系的运输大数据产业独角兽。

访学团成员通过实地走访、图文讲解等形

式，对贵阳发展大数据企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多位成员表示，想将把这里的所见所闻报道出

去，希望对我们国家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帮助。来

自加纳广播公司高级编辑戴安娜·弗森（ Diana 

Forson）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我的国家，并

没有像满帮这样的企业来收集货车方面的数据，

满帮能运用大数据来创收，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借

鉴。”

来源：人民网

外媒走进贵阳市满帮集团 感受大数据独特魅力

媒体在屏幕前通过数据了解企运作模式。高华/摄



20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建设数博大道，是以大数据为引领推动贵阳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

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数字贵州的重要举措。

3月20日，贵阳市数博大道首批20个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22亿元，数博大道建设正式

拉开帷幕。首批重大项目中，含融合应用类项目

9个、总投资4.1亿元，数字产业类项目7个、总

投资15.2亿元，信息基础设施项目4个、总投资

2.7亿元。

5月，《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推进数博大道建设的意见》和《贵阳市建设

数博大道核心区三年行动计划》印发，明确贵阳

市将以大数据金融城、大数据产业城、大数据健

康城、大数据智慧体验集聚区“三城一区”为主

线，按照“一年规划设计、两年集中建设、三年

完善提升”步骤，构建大数据产业、大数据应

用、大数据法律、大数据标准和大数据安全五大

体系，深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

联网、区块链五大新领域，把数博大道打造成为

“中国数谷”核心区、永不落幕的数博会。

根据规划，数博大道沿长岭南路、长岭北

路、白金大道两侧布局，贯穿云岩区、高新区、

观山湖区和白云区四区的核心区域，规划总长约

20公里。数博大道肩负产业、创新、生态、展

示、体验、智慧六大功能，贵阳市将按照近期、

中期和远期规划，布局数博大道核心区、拓展

区、辐射区。核心区沿数博大道两侧各500米布

局，覆盖区域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打造大数据

金融城、大数据产业城、大数据健康城、大数据

智慧体验集聚区；拓展区沿数博大道两侧各2000

米布局，覆盖区域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辐射

区在拓展区基础上，以甲秀路、长岭路、白金大

道为主线，串联云岩区、南明区、乌当区、花溪

区、白云区、观山湖区、修文县，构造南北长50

公里、东西宽20公里，南接贵安新区、北连遵义

的大数据走廊。

按照计划，到2019年底数博大道将完成 

“三城一区”建设；到2020年底，全面建成数博

大道核心区，实现年产值1000亿元以上、税收

100亿元以上，将数博大道核心区建成“百亿大

道、千亿大城”。目前，数博大道开工的首批重

大项目中有7个项目已经完工。其中，数字之光

文化公园（一期）、贵州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新

馆已于2019数博会期间面向市民开放。

来源：贵阳日报

数博大道重大项目已建成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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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成为调结构、促升级、稳增长的重要手

段。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贵阳市利用先天资源

和产业基础，通过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业态创

新，大力发展以大数据、大健康、新能源为代表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

逐渐撑起新的经济增长极。

近年来，贵阳市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坚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以大数据为

引领贯彻新发展理念，集中力量打造战略性新兴

产业，为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推动贵阳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磅礴力量。

2018年，贵阳市新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达21%，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全市新

兴产业已初具规模。

大数据催生“数字经济” 引领发展模式转型

升级

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始终把生态文明理念贯

穿建设贵阳、造福人民的全过程，在跳出能矿产

业抓工业，推动传统产业生态化、特色产业规模

化的同时，还瞄准新兴产业高端化，大数据就是

其中之一。

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当年9月，贵阳

市政府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中关村贵阳科技园”揭牌成立，拉开

了贵阳发展大数据的序幕。

“十二五”期间，贵阳大数据产业从无到

有，在全国实现“九个率先”，数据中心服务器

达2.5万台，大数据及其关联产业规模总量近千

亿元。之后，贵阳把发展大数据作为推动转型升

级、增强创新驱动能力的战略性选择，助力实体

经济、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社会治理踏上现代

化新征程。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连续五年成功

举办，取得丰富的理论和科技成果，将“中国数

谷”推向国际舞台。启动“数博大道”建设，进

一步推进大数据产业聚集，打造“产城融合”展

示窗口。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催生了“数

字经济”，释放出更多的经济红利。数据显示，

2018年，贵阳市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1000亿元，建成大数据产业园10个，引进大数据

优强企业58个，新增规模以上大数据企业51个，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指数达到45.3。

如今，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具备

先行优势，正成为引领贵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引擎。

大健康成就“新医药产业圈” 开辟“健康贵

阳”新未来

近年来，全国各地健康产业规模不断增长，

贵阳市全力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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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产业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相关数据显

示，我国大健康产业市场规模由2010年的1.9万

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6.2万亿元，增长了3倍

多。

贵阳市健康产业发展同样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十三五”期间，贵阳市发布大健康医药产

业发展专项规划，提出以成为“健康中国”引领

示范市为总体定位，加快推进以大健康为目标的

健康生产、健康制造、健康服务等大健康医药产

业发展，全力打造高端健康服务集聚区、中医药

产业化新高地、健康云产业孵化基地和康体养生

养老首选地。

坐拥丰厚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贵阳市有

足够的理由和信心发展大健康医药产业。

2015年，贵阳市已拥有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

业49家，医药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63.5%；国药

准字号药品1079个，占全省总数的48%；全国独

家产品116个，其中民族药（苗药）品种99个，

占全省总数的64%。

2016年，贵阳市已实施大健康医药产业项目

179个，完成投资83.26亿元，贵州益佰制药、贵

州汉方集团、贵州同济堂、贵州神奇药业、贵州

泰邦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涌现。其中，在“互联

网医疗”领域，贵阳朗玛信息打造的39健康医疗

服务平台累计完成远程门诊超过300万例；39互

联网医院累计服务数十万名患者，涉及24个省、

20多万病例；四度蝉联“中国互联网企业100

强”榜首。

随着贵阳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5G

等创新技术方面的不断突破和深化应用，为大健

康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健康贵阳”建设起到重要

的支撑作用。

目前，贵阳市已基本形成以修文医药产业

园、高新区国际医药产业园、南明欧美医药产业

园、贵州益佰工业园、修正药业新医药产业园等

园区为支撑的“贵阳新医药产业圈”，大健康医

药产业已经具备扎实的发展基础。

新能源注入“绿色能量” 激活创新发展新

动能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

新能源产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不仅能为经济增

长注入强劲动能，也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

近年来，贵阳抢抓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机遇，

以贵州双龙宝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汉能贵阳移

动能源产业园等产业聚集区为主要平台，大力培

育新能源产业——

2011年9月，由贵阳市政府牵线搭桥，贵州

万达与奇瑞集团“联姻”，在贵阳经开区上马新

能源汽车项目；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期间，

吉利集团与贵阳市政府达成一致，决定在贵阳投

资建设一座具有全球代表性的清洁能源汽车产业

基地；

2014年，贵阳本地新能源汽车企业云马客车

也借助京筑合作的契机，与福田欧辉客车有限公

司进行合作，共同投入4000万元建设新能源汽车

生产基地。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为拉动贵阳中高端制

造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为实体经济蓬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今年上半

年，汽车制造业在全市中高端制造业增加值中占

比最大，同比增长113.2%，高于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104.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汽车产量达到8254辆，同比增长109倍；其

中新能源汽车净增982辆，新能源汽车类零售额

3.53亿元，同比增长2.4倍。

2018年，随着汉能集团在全国建设第一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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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汉瓦生产线——贵州贵能移动新能源产业园

汉瓦生产线首片汉瓦下线，贵阳在移动新能源领

域再次迈出坚实一步。

新能源产业优势显现，为贵阳市坚定不移走

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新路注入新鲜血液。

聚焦六大新产业 打造贵阳制造品牌

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的实施“三大攻坚行

动计划”，是贵阳市坚持高标准要求、加快高水

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补齐经济短板，贵阳

市全力推进新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以中高端日用

品制造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

新材料产业、数字经济产业、医药制造产业等六

大新产业为重点，实施平台提升、精准引育、创

新驱动、龙头引领、招财引智等五大工程。通过

三年攻坚，培育出新支柱产业和新增长点，推动

产业链式发展，成为全省新产业发展的战略支

撑。

到2022年，贵阳市新产业项目累计签约将达

500个以上、入库300个以上，引进培育中高端

日用品制造企业150户，实现总产值1000亿元以

上，占全市工业经济总量比重超过30%，“创新

创造、精益求精”的贵阳制造品牌初步形成。

目 前 ， 聚 焦 六 大 新 产 业 的 “ 建 链 ” “ 补

链”“延链”招商需求，贵阳市已着力引进带动

性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及其相关配套项目。2019贵

洽会期间，贵阳市签约30个项目，其中新产业项

目占比73%，签约金额达101.16亿元。

来源：贵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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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开创了中国历

史的新纪元。70年风雨兼程，70年峥嵘岁月。回

首70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筑城大地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辉煌成就。

70年来贵阳大地发生了历史巨变，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贵阳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深入实

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

10.77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798.45亿元。

乘着新一轮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东风，

贵阳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更新观念、深化改

革，以中高端制造业为抓手，聚焦做强做优实体

经济，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深化改革 凝聚发展强大动力

70年砥砺前行的奋斗史，也是一部风云激荡

的改革史。

1979年，贵阳在当时的花溪区小碧乡率先实

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全市农村推行小碧乡的

联产承包“套数”。由此，贵阳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一路加速，出现了以专业户、重点户为代表的

商品经济雏形。

随后，1984年5月，中国共产党贵阳市第四

次代表大会提出全市实现“三个根本好转”，大

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为20世纪末全市经济振兴

打下坚实基础。

紧接着，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市委、市政府

在扩大试点的基础上，先后出台了10个政策性文

件，为推动企业发展作出了157条规定。

贵阳在不断地深化改革中解放了生产力，凝

聚起强大力量，实现新跨越——

“十一五”期间，贵阳地区生产总值从2005

年的525.6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21.82亿元，

增长了1.1倍，年均增长14.2%，比“十五”快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全省平均增速。

“十二五”期间，贵阳经济增速在全国省会

城市中4年位居第一、2012年位居第二，经济总

量占全省的比重从24.4%提高到27.5%。率先在

全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

性新突破。

正是这种敢于改革、敢于创新的精神，让贵

阳在拥抱新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实现新的作为。

贵阳先后获批全国移动金融试点城市、科技

金融试点城市，贵州金融城建成投用，全国首家

大数据交易所、众筹金融交易所开业运营，贵阳

银行A股成功上市，会展业综合排名进入全国省

会城市前列。

转型升级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7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翻天覆地

贵阳市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巡礼

——做优做强实体经济  筑牢高质量发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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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型史。

《中国制造2025》提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

核心，制造业做大做强是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的

必由之路。

贵 阳 积 极 抢 抓 时 代 机 遇 ， 推 动 “ 四 个 强

化”，做实“四个融合”，坚定不移把大数据战

略行动向纵深推进，通过继续加快打造“中国数

谷”，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以顶层设计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贵阳先后出

台《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成

“中国数谷”的实施意见》《贵阳市大数据精准

招商规划（2016—2020）》等政策措施。

以大数据凝聚产业，助力产业加速聚集。贵阳

建设产业生态示范基地、数字经济产业及应用创新

基地、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示范基地等16个大数据产

业集聚区，聚集了英特尔、戴尔、思爱普、阿里巴

巴、华为等一批世界500强高科技企业。

以强化人才引进，助力经济转型升级。贵阳

出台了《创新产业人才集聚机制助推大数据大工

业大招商行动的十条措施》等引才政策，建立人

才服务绿卡制度，在配偶就业、子女入学、住房

保障、落户办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2018年，贵阳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1000亿元，增长22.4%。建成大数据产业园10

个，引进大数据优强企业58个，新增规模以上大

数据企业51个，大数据已然成为引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深度融合  促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何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把握机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贵阳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

贵阳紧紧围绕打造“中国数谷”的目标，以

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以

“千企引进、千企改造”工程、“万企融合”大

行动为抓手，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迈向高质量

发展轨道。

按照“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的发展要

求，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

度、全链条的升级改造。目前，全市已有647个

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

依托贵州工业云平台，大力推动企业上云，

利用大数据智能制造应用技术为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提供指导和支撑。2018年上云工业企业超过

500个，到2022年实现所有企业上云。

大力构建数据驱动的工业新生态，力争五

年内打造形成一个区域级综合技术平台和一批重

点行业级平台的“一横多纵”工业互联网生态体

系，培育1000个以上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

工业APP。

全 力 做 大 做 强 数 字 经 济 ， 推 动 实 现

“一五十百千万”目标，即到2020年形成1个EB

以上的海量数据存储能力，完成5个国家级示范

试点任务，培育10个以上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商业

影响力的大数据品牌，推出100个以上大数据应

用场景，实现1000亿元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聚集

1万家以上大数据市场主体。

数据显示，2018年贵阳市实施大数据与工业

融合项目260个，总投资额314.7亿元，超过1000

万元投资额以上的项目120个，超过1亿元投资额

以上的项目29个。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贵阳将以融入“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以更加开放的

胸襟、更加宽阔的视野拥抱世界，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

来源：贵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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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块数据、比特币、国家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核心区、全国首个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

室……很难想象，当下世界科技前沿的这些事

物，会从贵阳这座城市发出声音。而当数博会的

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放，向全球各地的

IT上市公司展示着贵阳在大数据方面的成就和号

召力时，贵州更是惊艳了世界。

贵阳新名片“中国数谷”

2015年初，经工信部批准，贵阳、贵安新

区共同创建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标志

着“中国数谷”正式落户贵阳。正在崛起的“中

国数谷”贵阳很快创造出多个“中国首个”，如

中国首个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中国首个全域

公共免费WIFI城市、中国首个块上集聚的大数据

公共平台、中国首个政府数据开放示范城市和中

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等，中国数谷让贵阳声名鹊

起。

2015年贵阳召开第一届数博会，两年后贵阳

的大数据企业达到1200余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00亿元、增长2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

务收入145亿元、增长20%，大数据企业纳税额

超过110亿元、增长2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33%……

这些企业中，有入驻贵阳的谷歌、英特尔、

微软、惠普、富士康等世界500强企业，有货车

帮、朗玛信息等一大批贵阳本地优秀大数据企业

的崛起，也有被称为“贵漂”一族的众多创业公

司的加入。

走进贵阳高新区，一栋栋“科技感”十足的

大楼鳞次栉比，朗玛信息、高新翼云、茅台云商

等高新企业集聚发展，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工程

师在呼叫中心为贵阳员工培训 …… 可以切身感

受到大数据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改变。

如今，大数据、中国数谷等已经成为贵阳身

上的新名片。

大数据产业 “贵漂”人才聚集

发展大数据首先需要的是人才，贵阳也很快

聚集了一批大数据精英。80后江西人廖建宇就是

贵阳大数据发展的一名“贵漂”。

“我们的创业团队开发了一款英文抄袭防范

“中国数谷”让世界注目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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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版权保护的软件系统，名叫艾普蕾系统，这个

系统正是基于大数据开发。”廖建宇坦言，贵州

聚集了一批大数据企业落户，苹果、华为、腾讯

和电信、移动等三大运营商的数据中心都落户贵

州了，基于大数据开发运用的艾普蕾，选择来贵

阳就是基于大数据产业发展战略。

在另一名“贵漂”杨智杰的身上同样有着

大数据的深刻烙印。他从剑桥博士，到中科院专

家，再到贵阳创客……近十年间，杨智杰的身份

经过了三次变化，他经贵阳市“1020”人才引

进计划引入，在外兜兜转转大半个地球后，带着

自主研发的快速即时过敏原检测贴，回到贵阳创

业。

杨智杰讲起自己的创业经历，坦言贵阳在

实施高级人才公寓、留学人才科技创新项目等多

项创业扶持政策中，帮助他节省了创业时间、提

供了便利，让其创业项目得以很快进行产业化运

作。

美国知名独立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最佳表现城市”评选中，贵阳从 2016 至 

2018 年连续三年上榜，上榜原因是不断深耕大

数据产业带来的效应。而荣获“中国企业营商环

境十佳城市”荣誉，获批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核心区、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

业技术创新试验区、全国首个大数据国家工程实

验室等，已是世界认识贵阳的新标签，更是吸引

投资和人才的重要因素。

据统计，2019年全市大数据人才总量达到了

17万人，初步形成层次清晰、结构合理、保障有

力的大数据人才队伍，为大数据发展提供了人才

保障。

从黔籍人才踊跃返乡，到戴尔、惠普等行业

巨头相继落户；从硅谷博士扎根贵阳，到全省首

个千人计划专家工作站入驻经开区……当下的贵

阳，正以一种强劲的发展态势吸引人才、集聚人

才，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潮流，贵漂

新时尚的背后，缘起贵阳发展大数据。

贵阳打了一个“翻身仗”

贵阳通过“数据铁笼”平台的建设，实现对

社会交通、治安、环境、城管等管理运用；建立

具有独特的数据民生模式的信息便民公共服务平

台“筑民生”，也让百姓享受到了大数据带来的

便利性 ……

根据《贵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 ( 

2017年修订 ) 》，大数据产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部署。《总体规划》指出，贵阳市城市发展目标

是打造公平共享创新型中心城市，建成大数据综

合创新试验区，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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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在全省率先实现历

史性跨越。

相关数据显示，贵阳市地区生产总值2018年

预计突破3800亿元，经济增速连续6年保持全国

省会城市第一；2018年，贵阳市大数据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达到1000亿元、增长22.4%，其中以大

数据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达到21%，大数据已经成为引领贵阳经济社

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为贵阳市经济增速连续6年

保持全国省会城市第一提供了有力支撑。

不得不说，贵阳用大数据成功打了一个翻身

仗。

过去5年 贵州的大数据“成绩单”

贵州从2014年开始发展大数据，五年来，作

为实现路径创新、后发赶超的战略选择，全省大

数据战略行动跃上新台阶，国家大数据（贵州）

综合试验区建设迈入新征程。

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四年全国第一，数字

经济吸纳就业增速连续两年全国第一。

2014—2018年，全省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增加值、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分别增

长 35.3%、30.6%，电信业务收入增速连续23

个月全国第一，大数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20%。苹果、微软、英特尔等世界知名企业和

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百度等全国大数据互联

网领军企业扎根贵州发展；货车帮、白山云、朗

玛信息、易鲸捷、数联铭品等一批本土企业不断

成长壮大，数据采集、交易、安全、呼叫服务等

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对14947户实体经济企

业开展融合水平评估，带动1625户实体经济企

业与大数据融合，引导10124户企业上云，编制

全国第一个《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评估体

系》，建设融合评估平台，全省两化融合指数在

全国排名从2014年第29位提升至第19位，大数

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

加速迈进。数据中心加速由量变转向质变，工信

部授予贵州“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绿

色数据中心数量全国第二。

来源：贵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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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贵州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

省网络安全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孙志刚主持并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

主任谌贻琴，省政协主席刘晓凯，省委常委，省

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省

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2019年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所作的重要指示，深刻洞察全球信

息化发展大势，鲜明提出了“四个坚持”的原则

要求，充分体现了对网络空间形势挑战和发展规

律的精准把握，既是战略指引，又是方法指导，

为我们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深入推进大

数据战略行动、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会议强调，贵州省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树

牢“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高度，进一步强化网络安全风险意识，不

断巩固网络安全保障，坚决维护全省网络安全。

要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

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坚持促进

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

新并重，加快构建全覆盖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强化创新理念、树牢底线思维、细化工作举措，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要着力提升综合治网能力，坚持正能量是

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探

索科学有效的管理办法，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

体系，以更强力度凝聚共识，以更实举措防范风

险，以更大作为争取人心，坚决维护网络意识形

态安全。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加强对网

信工作的领导，始终坚持党管互联网，进一步提

高各级领导干部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

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要

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

合力，建设网信铁军，为全省网信事业发展提供

坚强保障。

贵州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成员及贵

州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来源：贵州日报

贵州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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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通信

业发展经历了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再到如今的

5G，扮演了从跟随者到领军者的角色。在这个过

程中，年轻、活力十足的中国铁塔默默承担起整

个行业发展的重任。中国铁塔贵州省分公司，更

是为贵州省通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以

精简高效的组织架构和扁平化的管理体系创造了

“铁塔速度”“铁塔效率”。通过对信息基础设

施的统筹建设和集约管理，铁塔站址共享率由公

司成立前的8.9%提升至目前的67.47%，相当于

减少铁塔建设数量4.16万个，减少土地占用3150

亩。2019年，根据省政府文件，贵州铁塔9个市

州分公司积极行动，已将5G站址全部纳入城乡专

项规划。

随着国家提速降费指导意见实施，贵州铁塔

积极研究和实践新型建造技术，切实落实降本降

租，缓解运营商的成本压力。2018年，贵州铁

塔单项目投资较2017年下降73%，外电投资较

2017年下降61%，将外电投资下降红利直接传至

运营商，助力行业投资效益得到明显改善。

贵州铁塔以综合解决方案为抓手，积极推

动通信基站与电力杆塔、城市道路智能灯杆的共

建共享，以及高速公路、高铁红线内资源的共享

开放，促进“社会塔”变“通信塔”，实现社会

资源的整合利用。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

公司坚持站址建设的合理规划与科学布局，在景

区、城区主干道等重点区域，大力推广景观塔、

灯杆塔建设，将人为设施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

全力维护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脱贫攻坚方面，贵州铁塔积极履行电信社

会普遍服务责任，主动承担加强老少边穷地区信

息化建设、提升农村地区人民信息生活质量的具

体工作任务。公司成立四年多，累计在农村地区

投入建设资金34.31亿元，共计建设基站3.3万余

个，并全面实现全省行政村4G网络覆盖。2018

年贵州铁塔派出黔西南分公司员工卢波赴西藏铁

塔阿里分公司援藏工作一年，2019年6月选派原

黔东南分公司剑河区域经理杨邦进到剑河县久仰

镇摆伟村任第一书记，为全省脱贫攻坚事业贡献

力量。

立足现在，放眼未来。贵州铁塔将认真履行

国家赋予中国铁塔的社会职责，全面落实贵州省

大数据战略相关的数字设施提升行动任务，为建

设“云上贵州”、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全力做

好服务和支撑。

来源：人民邮电报社

贵州铁塔5G基站全部纳入城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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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由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推进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贵阳信息技术研究院（中科院

软件所贵阳分部）主办，数据观（北京）传媒科

技有限公司承办，广州数信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承办，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广州市区

块链产业协会、广州城投·中关村e谷区块链孵

化园协办的布络客品牌沙龙——区块链金融与贸

易应用研讨沙龙在广州成功举办。

此次沙龙以“区块链金融与贸易应用”为

主题，来自广州和贵阳的区块链相关行业专家、

企业领袖、技术精英等共聚一堂，共话金融与贸

易，探讨区块链服务实体经济。

贵阳信息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软件所贵阳

分部）常务副院长陈峰、工信部电子五所高级工

程师相里朋、广州黄埔区块链培训学院导师、广

州运通链达金服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安全官徐俊，

广州数信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CEO曾凯、粤港

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广州市区块链产业协会副

秘书长宁李艳等出席本次沙龙，并就“供应链金

融”“区块链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区块

链电商的生态环境建设”等话题进行了案例和观

点分享。

在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就“区块链+

金融落地面临的困境”“国内区块链产品情况”

等话题各抒己见，并回答主持人提问。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与贵州区块

链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活动上举行了签约仪式。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是广州市区块

链产业协会、香港区块链产业协会和澳门大学创

新中心三方携手成立的机构；贵州区块链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是在贵州省科技厅和贵阳国家高新区

的指导下，由高新区内多家区块链研究与应用企

业联合国内外知名企业、重点院校和权威科研机

构成立的区块链技术创新体系。此次签约旨在促

进两地的产业协会互相交流、携手引领区块链技

术发展和应用。

来源：数据观

区块链金融与贸易应用研讨沙龙在广州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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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由贵阳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指导，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

推进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贵阳信息技术研究院

（中科院软件所贵阳分部）主办，可信区块链推

进计划联合主办，数据观（北京）传媒科技有限

公司承办的布络客品牌沙龙——区块链政务应用

研讨沙龙在北京成功举办。

提起区块链的应用方向，人们首先想到的可

能就是金融领域。但实际上，当前不仅仅是各巨

头企业在区块链领域积极布局，多地政府也在积

极从产业高度加入到区块链技术的研究与场景应

用中来，“区块链＋政务”成为值得关注的一大

议题。

此次沙龙以“区块链政务应用”为主题，围

绕了“区块链政务大数据平台的监管机制”“区

块链如何与政务深度融合，解决民生痛点”等时

下热门议题，来自北京和贵阳的区块链相关行业

专家、企业高管、政府官员、研究机构以及投资

人等共聚一堂，共同研讨区块链政务应用的安全

性、产业价值及发展方向，共商政府数据共享开

放区块链应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

副所长、高级工程师魏凯，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

所并行软件与计算科学实验室副主任、贵阳信息

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软件所贵阳分部）常务副院

长陈峰，北京思源政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CTO刘

毅，深圳前海益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

吕伟康出席本次沙龙，并就可信区块链的构建、

区块链政务应用案例、块数据城市建设等话题进

行了观点分享。

魏凯认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各行各

业过度依赖中心化的机构或组织来建立信任的方

式正在被颠覆，但政务领域的核心恰恰是信任。

“我们要开一张出生证，却要重复跑不同部门盖

章，为什么？就是因为信任不能在互联网上像传

递消息一样去传递，下游部门可能不信任你拿出

来的证明是真的，这是当前政务发展最大的痛

点。”而区块链在比特币时代的目标之一就是构

造价值传递网络，因此在他看来，区块链将在这

方面助力数字政府变得更加可信。

区块链政务应用研讨沙龙在京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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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享链：自主可控区块链”为主题的演

讲中，贵阳信息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软件所贵阳

分部）常务副院长陈峰则为大家介绍了当前贵阳

在区块链领域的发展与实践，并重点阐述了自主

可控区块链享链的应用案例与成果。其中在面向

政务的跨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方面，享链平台采

用对数据设置访问权限、加密传输的方式，在部

门发送数据请求的同时获得具有相应密钥和私钥

的通证/ID，使得数据流转处处留痕，大大促进了

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深圳前海益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

吕伟康、北京思源政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CTO刘

毅则不约而同以行业切身实践为出发

点做了分享。其中，吕伟康以“区块

链+全民健身，释放公共体育服务能

量”为主题，分享了区块链在政务领

域实际的落地案例；北京思源政通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CTO刘毅随后以思源

区块链政务应用为重点向大家介绍了

思源区块链行业解决方案。

在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就

“区块链＋智慧城市”“信用城市建

设” 等话题各抒己见，并回答主持人提问。

据了解，作为国内最早开始布局与发展区块

链、率先提出“块数据”概念的城市，贵阳市早

在2016年便发布《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白皮

书，并将区块链技术视为未来五年抢占大数据发

展制高点的重点突出方向。贵阳市主导的布络客

品牌沙龙旨在聚集区块链领域的企业管理者、行

业专家以及政府领导广泛参与交流讨论，共同推

动区块链供需双方有效沟通交流，促成相关业务

的合作与落地。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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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年均减贫100多万人，贵

州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贵州篇章。经济增速连

续34个季度位居全国前三，贵州从人均经济总量

长期挂末的“经济洼地”奋力赶超。

深入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

行动，持续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

迁、产业扶贫、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四场

硬仗”，贵州牢牢掌握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动

权制胜权，尽锐出战、务求精准。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贵州深入人心、

深得人心，成为新时代贵州的最强音，凝聚了决

战决胜的强大力量。

展望明天，为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

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新时代贵州精

神，坚决夺取脱贫攻坚、同步小康的全面胜利，

多彩贵州网从8月3日起推出“开创多彩贵州新未

来”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以前来贵州，能想到的就是生态、避暑、旅

游、茅台、老干妈等，近几年来贵州，听到跟它有

关最多的关键词又多了一个——大数据。”日前，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新社，在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国行贵州站暨贵州

省‘企业上云’市州启动会”上如是说道。

没错，如果说5年前的贵州在数字经济发展

上只是一张白纸，那如今的贵州俨然成了一片投

资热土。

大数据企业8900多家，产值超1100亿元，

每年有上万名相关人才流入，甲骨文、谷歌、

英特尔、微软、IBM、惠普、戴尔、富士康、腾

讯、苹果、阿里巴巴、华为等世界知名企业纷纷

落户贵州……这是贵州大数据发展自2013年谋划

以来交出的傲人“成绩单”。

从试跑到抢跑再到领跑，大数据已成为推动

贵州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

重要驱动力。

传统产业升级革新激发潜力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贵州的一些传统产

业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贵州发耳煤业投入3600万元进行智能机

械化升级改造，开启了贵州煤矿综采工作面的全

新模式；罗甸县郎当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火龙果种

植基地采取物联网设备等先进手段，通过数字化

管理，品质和供应双稳定带来销量和价格提高；

通过智慧旅游大数据云平台可以清晰的看到了贵

州各个景区流量的变化……

　　不断推动大数据与三次产业融合，实施

“千企改造”“万企融合”工程，贵州在大数据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上正做着积极探索。

　　以大数据为引领，贵州围绕全产业链以

及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各个环节，促进生产技

贵州：大数据点燃经济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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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更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产品供给革新，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近三年两化融合指数全

国排名上升6位，重点行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

普及率提高4.8个百分点，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提高

3.4个百分点。

新兴产业提速产业结构“翻新”

“贵州在大数据方面，总体上比国内其他地

区抢跑了两年。”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

马宁宇说。

凭借政策优势、气候优势、地理优势、电力

优势，早在2013年，中关村贵阳科技园、富士康

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三大通信运营商大数据

中心等等纷纷落户贵州，翻开了贵州数字经济新

篇章。2014年，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

产业实现规模总量1460亿元，同比增长62%。

“如果错过了几十年前广东和浙江的发展

机会，那么今天的贵州一定不要错过。”世界聚

焦，新兴产业在贵州一发而不可收。

国家级的文化行业大数据中心、华为全球

数据中心基地、腾讯全球核数据中心先后开通建

设；苹果公司中国内地的iCloud服务转由云上贵

州公司负责运营；吸引一批国家部委、行业及标

志性企业等各类数据资源，已建数据科研机构28

个，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36家……

本土企业货车帮连续两年入选全球科技创业

“独角兽”企业，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白山云

“云链服务”覆盖国内300多个城市，服务中国70%

的互联网用户，被世界著名咨询机构加德纳(Gartner)

评为“全球级”服务商；易鲸捷研发的数据库产品

拥有摩根大通、亚马逊、国电等顶级客户……

2013年至2016年，贵州大数据通信服务业

业务总量平均增长39.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收入平均增长25.7%，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加值平均增长63%。2016年笔记本电脑和平板

电脑产量同比位居全国第10位，手机生产量位居

全国第4位。2017年上半年，大数据电子信息制

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仅次于白

酒和电力，成为全省工业第三大增长点。

人才高质汇聚黔贵未来可期

“以前我基本上是在北京、上海、澳大利亚

等地工作生活，所以最初选择来贵阳，朋友们都

不太理解，邀请他们来贵阳实地感受之后，他们

都惊讶于这几年贵州贵阳的发展速度。”贵州小

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小玲说，她现在

已经从“贵漂”变成“贵定”了。

像卢小玲一样的人在贵州还有很多。以前谈起

贵州，落后的经济让人们望而却步，贵州人也想着

如何到其他地方发展。如今，走在贵阳高新区，你

也许会以为自己置身于北上广深，眼前到处是玻璃

帷幕、漂亮的步行道和摩肩接踵的白领。

2018年城市年轻指数排行榜，贵阳名列榜

首，这样的变化离不开贵州的大数据发展。每年5

月份在贵阳举行的数博会已经成为国内国际关注的

高科技展会，贵阳已成中国数谷；苹果、阿里、腾

讯、华为等高科技互联网巨头纷纷落地贵州，不仅

把数据中心迁往贵阳，还开始在贵阳投资办公及研

发，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到贵阳发展……2017年贵阳

的人口净流入量全国排名第七，超越了北京、上

海等地，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如何吸引人才、聚集人才，调动人才创新创业

的积极性？关键是要给人才施展本领的空间，要让

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贵州围绕重点产业

的人才需求引进人才，并完善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

功能，为持卡人才在住房、落户等12项公共服务方

面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和服务，从服务上引才、留

才。贵州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日益浓

厚，正形成全国瞩目的“贵漂”现象。

来源：多彩贵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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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博会连续成功举办五届，已经成为世界认识

贵州、贵阳的响亮名片。2019数博会参会和观展人

数超过12.5万人，签约金额达到1007.63亿元。

数据快闪

全省大数据相关企业已从2013年的不足

1000家增长至2018年的9551家。

2018年底，贵州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

的26.9%，增速达24.6%。

全省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四年全国第一，数字

经济吸纳就业增速连续两年全国第一。

大数据“钻石矿”熠熠生辉，大数据“智慧

树”蓬勃生长。

据《中国大数据发展指数报告(2018年)》显

示，贵州多项指数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大数据

发展指数排名全国第7、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指数

排名全国第2、大数据发展环境指数排名全国第

3、大数据应用指数全国第8。

近年来，贵州把发展大数据作为突破口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把大数据战略行动向纵

深推进，成为中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

博会”成为国家级、国际性盛会。

从无中生有到枝繁叶茂，大数据已成为世界

认识贵州的“新名片”。

先行先试抢占先机

勇闯数据“蓝海”，让贵州站到世界产业革

命舞台的起跑线上。

2013年，中关村贵阳科技园落户贵阳，三大

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项目相继在贵安新区开工建

设，拉开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序幕。2014年2

月，贵州省政府印发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的

政策意见和规划纲要，5月，贵州省大数据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成立；2015年4月，全国首家大数

据交易所在贵阳成立，为大数据交易提供一个公

平、可靠、诚信的数据交易环境……

“ 我 听 懂 了 ， 贵 州 发 展 大 数 据 确 实 有 道

理。”2015年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

研时，对贵州以发展大数据作为突破口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探索给予肯定。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明确支持贵州等建设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虽然贵州在中国西部，暂时还是欠发

达的省份，但这里生长着‘智慧树’。希望你们

长成‘智慧树’的主干，使其枝繁叶茂、生机勃

勃。”2016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席数博会时说。

作为国家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要为

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探寻可借鉴、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与大数据战

略行动统筹推进，开展数据开放共享、数据中心

整合利用、大数据创新应用、大数据产业集聚发

展等七项系统性试验，贵州探索出一条大数据发

贵州：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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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路径。

发展至今，获批建设第一个大数据产业发展集

聚区、第一个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第一个

大数据及网络安全示范试点城市、第一个大数据交

易所、第一个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贵州在大

数据行业的先行先试已经取得了多个全国第一。

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

2018年底，贵州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

的26.9%，增速达24.6%。大数据在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动能，但数据孤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大数据纵深发展。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贵州

的做法，就是通过“聚通用”，让数据在聚集、

重构和交换中实现价值最大化。

贵州省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原“云上贵州”数

据共享平台)是政府数据共享的先行者。这个系统

平台，更像是一个数据广场，9728个政府应用系

统、12132个数据元目录在此汇聚。健康卫生、

社会保障、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生态环保、社

区治理等主题数据库全面共享，形成了“上联国

家、下通市州、横接厅局”的共享交换体系，多

项大数据创新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为进一步深化政务数据“聚通用”，贵州省

正全力推动政务数据“一云一网一平台”运用，

围绕解决企业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

等问题，以消除“信息孤岛”“数据烟囱”为重

点，加快提升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乡村振兴和

产业发展水平。

“建设‘一云一网一平台’具有战略性、

前瞻性和创新性，着眼于面向服务民生、产业培

育、政府治理的大数据发展体系，是对国家要

求的具体实践和创新型探索，也是一次自我的数

据治理革命。”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认为，贵州

在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

一定能贡献出对国家有用的先进经验，形成可推

广、可复制的“贵州模式”。

“数字经济”攻坚战

“我们目睹了贵州大数据从无到有、从有到逐

渐形成集群的过程。”满帮集团CEO张晖表示，伴

随着贵州大数据的发展，满帮集团如今已经成长为

一家拥有世界级技术的货运物流平台企业。

据贵州省大数据局副局长景亚萍介绍，近年

来贵州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深入实施

“数字经济”攻坚战，全省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四

年全国第一，数字经济吸纳就业增速连续两年全

国第一。

苹果、微软、英特尔等世界知名企业和阿里巴

巴、华为、腾讯、百度等全国大数据互联网领军企

业扎根贵州发展。货车帮、白山云、朗玛信息、易

鲸捷、数联铭品等一批本土企业不断成长壮大，数

据采集、交易、安全等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大数据战略行动正以具体项目为支撑，不断

落地落实。全省大数据相关企业已从2013年的不

足1000家增长至2018年的9551家。

为推动传统产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贵州先后实施“千企改造”工程、“万企

融合”大行动，促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推动转型升级。贵州航天电器的“多品种、

小批量”的柔性智能生产模式，一条生产线可制

造超过1万种不同规格、不同型号的元器件，在

员工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超过

20%，运营成本降低20%。

事实上，尝到甜头的远远不止贵州航天电

器。据统计，截至2018年，全省“万企融合”已

实现行业、地区全覆盖，形成融合标杆项目104

个，示范项目1050个，带动1625户实体经济企

业与大数据融合。

来源：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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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日，工人日报头版刊发《利用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技术，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互联互动贵

阳市总构建大数据平台帮扶困难职工通过数据平

台共发放帮扶资金近四千万元，实现“数据多跑

路、职工少走路”》。

“真没想到，只跑了一趟我就办好了职工医

疗互助补助。”日前，贵阳市白云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职工张云带着相关资料来到市总工会，经过

工作人员对大数据信息库的对比核实，不到10分

钟就顺利办理了63627元的互助金发放。

据介绍，贵阳市总工会充分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

管理平台，构建扶贫工作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和运

作模式，实现工会帮扶工作精准、快捷、高效，

同时逐步形成了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互联互动的

大数据帮扶工作新格局。目前，贵阳困难职工从

2015年的28255户减少到2017年的7349户，下

降了74%。利用大数据助力扶贫帮困这3年，贵

阳工会共筹集帮扶资金3917.74万元，汇集职工

互助资金1436.7万元，全部通过数据平台发放到

贵阳市总构建大数据平台帮扶困难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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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手中。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李志鹏告诉记者，贵阳市总把脱贫攻坚摆到重中

之重的位置，探索运用大数据助力扶贫帮困工作

的路径和方法。市总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

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工会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全市工会系统扶贫

帮困工作，充分运用贵阳大数据创新成果，实现

“数据多跑路、职工少走路”。

在实施精准帮扶工作中，贵阳市总推出了

一系列工会信息化帮扶服务平台。2015年8月，

贵阳市总在全国工会系统首创手机客户端“微

愿”APP维权帮扶公益平台，通过“互联网+”

模式，减少中间环节消耗，将爱心直送受助者手

中，达到精准帮扶目的。目前全市共有1000余名

困难职工子女通过“微愿”APP得到帮扶，成就

了家庭困难学子的大学梦。

此外，贵阳市总还倾力打造网络平台，通过

互联互通、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快速审核，及

时将互助补助款发放到受助职工手中，审核发放

流程由过去的3周缩减到2周以内。目前，共有

5360家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53.93万人次职工参

加互助活动，归集互助金1436.71万元，职工互

助补助金申请人数达到5642人次，支付互助补助

资金1318.43万元。

在困难职工帮扶工作中，贵阳市总积极推动

帮扶救助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及时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职工心坎上。市总组织机关干部深入

帮扶村46个村寨为低收入职工群众建立贫困户基

础数据电子档案，制定了“一户一策”帮扶解困

措施，市总所帮扶的贫困村在全市20个特别困难

村年度脱贫工作综合考核中名列前茅。

据不完全统计，3年来，贵阳市总工会共发

放各类帮扶资金及物资3917.74万元，直接帮扶

困难职工、农民工、环卫工人、困难劳模共3.6万

人次，日常救助困难职工、农民工、环卫工人、

困难劳模3000余人次，金秋助学帮扶困难职工家

庭2058户。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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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数据从‘无中生有’到风生水起，

再到现在的落地生根，崛起之势若潮涌。前期我

们没能参与进来，如今贵州大数据发展到了一个

新的阶段，我们参与进来了，就必须要为贵州做

点事情，把贵州大数据做大做强。”在9月19日

召开的大数据发展座谈会上，梵途科技创始人兼

CEO尚剑波说到，“得益于贵州为发展大数据培

育出良好的土壤，才能孕育出一批像梵途科技这

样的初创本土大数据企业，推动贵州大数据进入

了普遍‘生根’的新阶段，我们要在新的阶段中

持续领先，就必须要抱团。”

自2013年三大数据中心落地贵州以来，贵

州在大数据之路上越走越远，大数据不仅成为贵

州换道超车的“引擎”，更成为贵州走向世界的

一张“金名片”。大数据的确为贵州带来耳目一

新的全新体验，“谈大数据必谈贵州”这一当

下大数据领域流行的话道出了贵州发展大数据

确实取得极大的成绩。作为内陆省份，贵州之

所以能在大数据领域有所建树，关键在于其率先

抢抓发展机遇，把握住全球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风

潮。贵州走在全国前列，一时间占据风口，引得

大量企业、资本及人才等行业资源入黔加盟，助

力贵州大数据繁荣发展。随着国内其他地区后续

的发力，贵州大数据的先发优势正在被抵消，如

果贵州不能推陈出新而是仍旧按部就班，被经济

功力深厚的北上广深等城市超越只是时间问题，

届时，贵州大数据想要重新占据大数据发展的高

地、保持领先地位将会困难无比。如何保持大数

据发展积累的优势，推动大数据向深纵发展，包

含政、企、学、研等在内的贵州省各个领域大数

据代表均在思考。

近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促进会以“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 畅谈大数据发展”为主题，组织

召开大数据座谈会，搭建起了政府与企业沟通的

桥梁，聚集货车帮、医渡云、白山云等数十家大

数据企业负责人，邀请贵州省大数据主管部门负

责领导及大数据科研机构代表共同出席座谈，共

同研究如何通过政企、企企合作，共同扩大贵州

大数据发展优势。

通过座谈，参会代表达成共识，一致认为通

过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促进会的平台作用，加强与

政府部门沟通，在增强企业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之

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解决在人才、资金乃至

于生产要素聚集、产业配套程度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以抱团取暖的方式以弥补自身不足，实现优

势互补，推动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再创新绩。

来源：数据观

贵州大数据发展进入新阶段 大数据企业“抱团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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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日前，北京市统

计局与北京天眼查科技有限公

司、金电联行（北京）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网智天元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双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国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五家大数据企

业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就大数

据技术如何助力政府统计工作

进行了深入座谈。

座谈会上，就大数据技术

如何助力政府统计工作方面，

北京局相关处室负责人提出了

具体需求，比如希望了解大数

据技术是否能够预警预判经济

形势，如何通过企业之间的数

据关系来监测企业的新生与退

出等。这类问题都是目前统计

工作中亟待解决的。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总 经 济 师

虞京平表示，统计部门将不断

探索大数据技术在政府统计工

作中的应用，不断优化自身思

路与需求，找准切入点与发力

点，使大数据与政府统计数据

相互融通，各展所长，为政府

决策与公众的生产生活服务。

大数据企业代表表示，虽

然整个大数据行业如今正处在

发展“快车道”，但与政府工

作的融合仍需要整体加强。

对于未来二者的结合，天

眼查副总经理胡晓丰表示，通

过对政府数据的全新认识，不

仅能够帮助求职群体和政府管

理部门甄别企业真假，进一步

解决商业安全需求、响应国家

构建诚信社会需求，更是能帮

助包括政府从业者在内的每一

个人公平看清世界。在与政府

统计工作结合中，大数据在辅

助政府决策、驱动政府统计业

务的发展方面都将大有所为。

国双科技助理总裁彭俊表

示，建立安全有效的数据流通

机制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按照国家目标，最终需要搭建

一个全国统一的跨地域、跨部

门、跨行业，并且能够统筹利

用的数据中心。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总 统 计 师

沈青表示，通过座谈了解了目

前大数据行业的新技术和新理

念，达到了沟通交流的目的。

统计部门在推动大数据应用，

切实提高服务决策和社会民生

能力方面依然任重道远。要把

握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大数据

理念和技术，为统计工作注入

新的发展动能。 

来源：中国信息网

北京局探索大数据助力统计途径

【导读】金融大数据变局 失去“爬虫”的数据供应商走向何方？为满足不断变化的客

户需求，如何让科技企业的产品服务更好的与金融机构的采购应用需求相匹配？各大金融

机构均在积极探索新兴领域的应用，金融科技投入显著增加。《金融科技采购现状调研报

告》即将于2019（第二届）中国金融科技产业峰会上重磅发布。隐私保护升级，大数据金

融会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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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南宁9月22日电 (陈秋霞)9月21日，第

5届中国—东盟统计论坛在南宁闭幕。本次论坛

首次采取培训与论坛相结合的方式，在论坛举办

地南宁举办了一期面向东盟统计官员的“国际比

较项目”培训班，为培养国际高级统计人才开辟

了新路子。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出席论坛

闭幕式，并为17名东盟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统计交流合作不断

深化，共同出版了三本中英文版《中国-东盟统

计年鉴》，双方还举办了供给使用表编制、粮食

评比表编制、服务业生产价格指数编制、科技创

新统计等国际培训班，培养了一批统计人才。

宁吉喆在发言中指出，人才是大数据统计应

用的关键和基础。目前政府统计机构中大数据的

人才仍然十分缺乏，必须努力推动政府统计人员

完成从传统统计学家向数据科学家或者数据工作

者的转变。

宁吉喆表示，希望与东盟各国共同合作，加

强大数据开发人才的教育培养，塑造出一批具备

大数据应用设计能力、数据提取综合能力、数据

洞察与信息挖掘能力、网络编程能力、数据的可

视化展示能力的人才队伍，为推进大数据在政府

统计中的应用提供人才支撑。

宁吉喆披露，近期，中国国家统计局与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业部将在杭州推进共建亚太统计

大数据应用中心。该中心作为联合国全球平台的

亚太分中心，将提供云存储、分布式计算、数据

挖掘、分布式数据库等服务，同时要承担针对发

展中国家关于大数据使用的国际培训任务。“我

们希望在中国—联合国统计能力开发信托基金的

框架下，为东盟国家统计系统推进大数据应用提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宁吉喆说。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东盟加强统计人才培养 为大数据应用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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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东风方能解丁香结，百里长城不过一句

守约。各位召唤师大家好，游戏日报的nice小牛

牛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玩的峡谷资讯，喜

欢的召唤师可以点个关注哦！官方6月2日就放出

消息，夏日版本S16稷下星之队将在6月开启，但

6月已经过去一半，还没有确切消息，不过通过

各方数据推测，时间也基本确定，召唤师们快来

查收吧！

在nice小牛牛的印象中，王者荣耀大的调整

更新喜欢堆在周二，比如最近三次正式服的全服

不停机更新（更新内容较多）分别在5月28日，6

月4日，6月11日，都是周二，S15赛季开启时间

也是在周二4月16日，所以有许多召唤师推测，

S16赛季大概率也会在下周周二6月25日开启。

但是从全赛季的赛季更新数据来看，结果却

是在意料之外，6月27日开启S16的可能性最高。

周一到周五都曾有过赛季版本更新，周二确实是

一个高频率更新时间点，有S1，S4，S5，S15四

个赛季都在这个时间更新，但最受官方青睐的却

是周四，共计五次占了三分之一，不过有召唤师

指出S16如果在周二更新，数据就持平了，不能

早下定论。

来源：中国信息报

王者荣耀：全赛季大数据统计推测，S16赛季确定27日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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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是内蒙古自治

区下辖地级市,以境内呼伦湖和

贝尔湖得名。地处祖国的东北

边陲,东邻黑龙江省,西、北与

蒙古国、俄罗斯相接壤,是中俄

蒙三国的交界地带,与俄罗斯、

蒙古国有1733公里的边境线。

总面积25.3万平方公里,相当

于山东省与江苏省两省面积之

和。辖14个旗市区,有31个民

族,总人口269.7万人。

呼伦贝尔是中国最佳民族

风情魅力城市,这里有水草丰

美的草原,松涛激荡的大兴安岭

林海,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

布的湖泊,素有“北国碧玉”、

“绿色净土”的美誉。呼伦贝

尔市也是资源丰富、优势明

显、潜力巨大的兴业宝地,是

“一带一路”和中国向俄蒙开

放的前沿。

发展大数据产业优势

呼伦贝尔市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步伐,推进创新发展,大力推动

大数据产业招商引资、创新创

业,以良好的资源禀赋、坚实的

产业基础、高效的政务环境,吸

引了一大批有实力的投资者、

企业家来呼伦贝尔投资兴业,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呈现出蓬勃发

展的良好势头。

一是区位优势。呼伦贝尔

市是国家确定的中俄蒙合作先

导区,国家沿边开发开放试验

区。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的重要枢纽和节点。地处东北

亚核心地域、中俄蒙三国经济

合作走廊的黄金地带,既可承接

东三省、俄蒙的双向交流、又

能吸纳沿海、沿边的双重辐射,

拥有吸引周边资源和辐射周边

区域的市场优势,境内有8个国

家级一类口岸,有利于发展面向

全国和东北亚乃至全球的云计

算和离岸大数据产业,构建面向

国际、国内的云计算和大数据

产业价值链。

二 是 “ 冷 ” 资 源 优 势 。

呼伦贝尔是驰名中外的 “冷

都”,地跨北纬470-530之间,

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5℃,

得天独厚的冷资源可以免费为

云计算、大数据产业提供存储

冷却支撑。据测算,在呼伦贝尔

建设IDC项目,PUE值可以做到

1.1左右,领先中国所有地级城

市。

三是地质条件稳定优势。

呼伦贝尔市地质结构稳定,特别

是规划建设云计算、大数据产

业园的海拉尔地区,历史上从未

内蒙古大数据风采——呼伦贝尔大数据产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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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

同时没有令人担心的洪水、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具备保障大型

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稳定运行

的地理、地质条件。

四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优

势。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完备。

北京到欧洲主光纤经过呼伦贝

尔,留有出口局。总光纤通道传

输能力达到1.4T以上。以各电

信运营商为主体,已形成2G、

3G、4G、5G、WLAN五网协

同的格局。

五是煤电能源优势。呼伦

贝尔市煤炭资源富集,全市探明

煤炭储量超过2000亿吨,煤水

组合条件好,煤电资源丰富,全

市火电装机700多万千瓦。

重点项目

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呼伦贝

尔启动了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大

数据产业快速发展。

一是海拉尔大数据中心(一

期)项目。海拉尔大数据中心

(一期)项目占地79228平方米,

总投资10.5亿元,计划新建数据

中心机房4栋合计83680平方

米、运行维护楼1栋5302平方

米。项目建成后新增标准机柜

2060个,装机能力两万台。该

项目以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城市

运行管理数据中心、光伏产业

的能源数据中心、VR云数据中

心和公众及企业的数据中心为

市场定位,利用呼伦贝尔发挥气

候寒冷、能源充足、地质条件

稳定的优势条件,建设云计算大

数据基地,延长呼伦贝尔市煤电

产业链条,实现资源深度转化,

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对进一步优

化海拉尔产业结构,引进高端人

才和技术,推动科技企业发展,

实现以大型数据中心(IDC)项目

为基础和龙头,加快数据应用、

数据加工、产业研发、云计算

存储容灾备份等产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目前数据中心楼、

运维楼已经全部封顶,已安装完

成全部机柜,计划10月份底具备

投产条件。

二是牙克石工业产品耐冷

性检验检测大数据基地。牙克

石市做大做强汽车测试产业,整

合呼伦贝尔冬季汽车测试产业

资源,拓展测试领域,在传统零

部件和乘用车测试的基础上,

引入军车、特种车、卡车、新

能源车、智能网联车的测试业

务,适应汽车发展的时代潮流。

牙克石市依托汽车测试产业基

础,延展产业链,加快建设耐冷

环境下工业产品检测基地,围绕

冰雪、汽车、铁路、航空、电

力、通信、电子等设备及关键

部件提供耐冷检测服务。基地

打造国家工业品耐寒测试大数

据平台,依托中国高寒汽车检验

检测中心的建设,以汽车检验检

测大数据应用为切入点,共建大

数据产业支撑平台体系,打造

中国耐寒环境工业检验检测中

心,形成耐寒工业检验检测行业

标准。平台服务于汽车及汽车

零部件、高铁零部件、航空航

天设备、电子设备,拓展到其他

的耐寒工业品的检测,形成大数

据的采集、清洗加工、分析挖

掘、数据应用增值等领域的发

展。基地全力协助中国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在中汽研二期建设

的基础上筹建国家高寒机动车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心建成

后,将进一步规范我国汽车寒区

试验的测试体系,填补我国高寒



46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机动车检测法规认证试验和测

试的空白。

三是陈巴尔虎旗冬季汽车

试验试驾基地。基地定位是打

造与国际对标的汽车高寒试验

场,研发并制定国家汽车高寒试

验体系及试验标准,建设汽车寒

区大数据中心,为试验数据采

集、存储、计算和分析提供必

要的基础平台支撑,特别是对新

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提

供有力的高寒试验大数据支撑,

推广冰雪试驾体验文化,体验汽

车动感乐趣,推广品牌形象。项

目一期总投资约4亿元,建设用

地面积为97.5亩,控制区域900

亩。基地北区产业规划的目标

是引入国内30家左右大中型汽

车厂家入驻,每年3000台以上

试验车辆规模,冬季试验期达4

个月。基地南区计划引入至少

40家以上中小型汽车和30家以

上汽车零配件厂家,每年3000

台以上试验车辆规模。

四是额尔古纳晟通糖业甜

菜产业全产业链大数据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项目建设一

个甜菜产业全产业链大数据综

合服务平台,实现大数据与甜菜

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集存储、

计算、平台、软件(SAAS)、数

据、应用等服务为一体的甜菜

产业大数据云平台,实现面向种

植户、第三方农机用户、企业

提供全产业链一体化、专业化

大数据服务平台,将大数据技术

应用到甜菜产业的方方面面,优

化资源配置,促进甜菜产业转型

升级。项目顺应大数据的发展

热潮,选择已经实现全程机械

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甜菜产

业,并充分考虑甜菜产业的发展

特点、种植户的种植需求、企

业的生产实际需求以及现代网

络发展的趋势,实行全产业链规

划,全价值链考虑,通过顶层设

计、统一规划、分部门实施、

分系统建设,提供统一集成服

务,统一运营维护,综合应用互

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控制、

智能决策、精准农业、卫星遥

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导入先进的

管理机制和经营模式,建设甜菜

产业全产业链大数据综合服务

平台,实现现代甜菜产业生产信

息化、经营信息化、管理信息

化和服务信息化。利用大数据

技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中央指

挥大厅或手机客户端实现可视

化管理,实时掌握甜菜种植生产

全过程所投入的全部资源的状

态,并能够及时分析、指挥、协

调,使不同的人、机械可以方

便、有序地参加农业生产的协

同工作,开展科学化、精细化的

甜菜种植,提高甜菜产量和价

值,并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通

过大量数据积累、对比、分析

以及各种模型的分析,指导甜菜

种植生产的精准化、科学化和

智能化,并为种植户、企业提供

智慧决策,真正实现智慧农业。

发展目标

呼伦贝尔市立足市情,对

标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推进绿色发展、创新发展,

积极培育新动能,大力推动招商

引资、创新创业,在培育和扶持

大数据产业的创新发展中,将致

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产业

集聚化、特色化发展,着力打造

面向全国、面向俄蒙的“四大

基地”,汇聚相关产业,实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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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式增长的产业发展格局。

工业耐冷性检验检测大数

据基地:立足服务全国,争取工

业强基项目,发展检验检测产

业,建设极冷环境工业设备及产

品检验检测中心。引导和扶持

大型企业建设极冷环境下工业

设备测试平台,为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科技创新所衍生的产品

服务需求,提供极冷测试服务,

创建极冷环境工业设备测试大

数据库。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

极冷环境检测产业高地。

数据资产异地容灾备份基

地:建设服务全国的数据灾备中

心,积极为面向全国的大数据容

灾备份基地,分析未来全国大数

据平台建设需求,对应分析容灾

备份市场需求(数据市场)分析

呼伦贝尔优势,做好项目策划。

为东北、环渤海、长三角和珠

三角等发达地区提供面向工业

生产控制、公安交通信息、电

子政务、会计档案、公共资源

交易等方面的容灾备份服务。

大兴安岭生物多样性种质

基因大数据基地:建立高质量的

种质资源库,储存和管理大兴安

岭地区特有的遗传资源、生物

信息和基因数据,提高我市生命

科学研究水平,为将来开发利用

生物资源,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奠

定基础。

超级计算服务基地:依托超

算中心,为未来我市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等相关产业发展

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基础计

算和存储环境,成为国内最具影

响力的超级计算系统研发、应

用高地。

在大数据产业的创新发展

中,呼伦贝尔市将致力完善配套

设施,全力优化发展环境,强力

承接产业转移,围绕五大基地建

设,策划启动一批大数据产业发

展项目,为呼伦贝尔大数据产业

添彩,让呼伦贝尔早日变成“云

的故乡、数的海洋”。

来源：内蒙古社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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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 张 家 口 市 正 式 印

发《中国数坝张家口市大数据

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

年）》规划以国家大数据战略

为引领，在全面分析我市大

数据产业发展现状和优势条件

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大数

据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产业

布局、发展路径、重点工程和

保障措施，是张家口市推进大

数据全产业链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

《规划》按照超前谋划、

重点突破，基础先行、分步实

施，绿电消纳、创新示范，三

站合一、集约融合，高端引

领、全链发展，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的原则，明确发展定

位：通过3至7年时间，强化要

素支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存储雄安、存储京津，大力推

进总部经济建设，加快数字城

市建设，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将张家口市打造

成为世界级超大规模数据中心

产业集群、国家级绿色数据中

心创新示范区、国家级核心大

数据装备制造基地、全国大数

据创新应用先行区，建成“中

国数坝”。

《规划》提出阶段目标，

到2021年，大数据服务器规

模突破150万台；引进或培育

产值规模超十亿元的大数据总

部企业或重点项目10家以上，

大数据企业数量达到50家；建

成大数据特色产业集聚区7个

以上；数据中心对绿色能源的

消纳比例上升至70%以上；大

数据及关联产业投资规模突破

600亿元；电力、网络等基础

设施进一步健全；建成一批大

数据工程实验室、大数据公共

服务平台，产学研用体制机制

基本确立，技术研发和创新创

业公共服务体系初步构建；发

展一批从事大数据存储、数据

分析、创新应用、装备制造等

业务的企业，打造一批辐射带

动效应突出、示范引领作用显

著的大数据创新应用试点示范

企业、项目和产品，产业链条

逐步完善，大数据产业体系基

本形成。到2025年，大数据

服务器规模达到500万台，具

备千万台级承载能力；引进或

培育产值规模超十亿元的大数

张家口市印发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利用三至七年时间建成“中国数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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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总部企业或重点项目20家以

上，大数据企业数量达到100

家；数据中心绿色能源消纳比

例上升至90%以上；建成国际

知名的绿色大数据集聚区，大

数据及关联产业投资规模突破

2000亿元；大数据基础设施高

度完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构建起较为完备的技术研发和

创新创业公共服务体系；大数

据产业实现全产业链发展、集

群化发展，大数据红利充分释

放；以绿色数据为基础的信息

服务能力明显提升，能提供较

为全面和专业的大数据分析、

挖掘、组织和管理等服务，大

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

重要支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量。

完善产业发展基础，优化

产业布局，构建特色突出、集

约高效的“一带三区多园”空

间布局，形成功能错位、特色

鲜明、协同联动的大数据发展

格局。按照做强基础，放大优

势；存储雄安，存储京津；激

活价值，全产业链发展的发展

路径，重点实施 “中国数坝”

筑基工程、 “中国数坝”绿电

消纳工程、 “中国数坝”全产

业链培育工程、“中国数坝”

数字城市建设工程、“中国数

坝”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中

国数坝”总部经济建设工程、

“中国数坝”价值赋能工程和

“中国数坝”铸盾工程。

来源：张家口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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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Dot Connector（上海

华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主办

2019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暨首

席信息官峰会将于2019年10

月23-24日在北京举办。数字

化时代下客户高期待对企业提

出了巨大的挑战，要求企业改

变制定战略和运作方式。根据

哈佛商学院的数据显示，数字

化领先企业的三年平均毛利润

为55%，而数字化落后企业只

有37%。企业数字化战略已经

是企业致胜必需，企业要推动

线下实体和数字化融合，其客

户关系和运营模式都需要重新

构建。本次峰会将聚焦京津冀

地区各企业信息技术高管，共

同探讨数字化冲击下企业转型

升级之路，更有多家初创公司

现场路演，感受科技创业新趋

势。我们也将成为参会者与现

场大咖的桥梁，为你们提供与

300余位到场Global CIO/CEO/

CFO/CMO/CIO 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

作为上海华昂举办的2019 

CIO峰会巡演的收官之战，将

会聚焦上海，深圳前 2站的精

华和内容，让CIO们享受IT盛

宴。

参会人群

300+企业高层参会

技 术 领 袖 占 比 6 5 % 

(CTO，CIO，IT Director，IT 

Leader)

高层管理决策者及业务负

2019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暨首席信息官峰会即将在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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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占比30% (CEO，CGO，

CDO，CHRO，CFO，CMO，

Supply Chain Leader)

其他5%

峰会亮点

10+位专业出品人

30+位海内外演讲嘉宾

10+落地案例剖析

20+媒体合作伙伴

2000+客户触达

话题聚焦

洞悉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

力量与趋势，创新或死亡，推

动数字化变革时代创新。

5G时代来临，如何颠覆原

有商业模式加速数字化创新

VC视角看待未来企业数字

化转型以及企业服务领域投资

夹缝中生存。

从机械之美到体验至上-

新制造时代下的消费升级

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专项政

策解读

企业大数据应用创新及案

例分析，大数据中台搭建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变革制

造业企业内部与外部服务

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微服务

架构创新

如何利用智能运维助力企

业高效运营，确保利润增长

数字化转型时代下的用户

体验，流程优化!

工业互联网案例分享

数字经济下如何实现企业

高效运营，如何打造数字品牌

央企与互联网企业战略合

作，通过数字互通推动新经济

发展

部分参会嘉宾评价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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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5-7日，由中

国计算机学会主办，CCF大数

据专家委员会承办，CSDN、

中科天玑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协办的2019中国大数据技术

大会，将于北京长城饭店隆重

举行。届时，超过百位技术专

家及行业领袖将齐聚于此，聚

焦大数据技术如何促进数字经

济迅速发展，关注大数据新应

用，思辨通达，深入解析热门

技术在行业中的实践和落地。

紧贴时代脉搏，走近数据前

沿。

下面，让我们抢先锁定此

次大会不容错过的4大亮点：

蓄能十一载见证大数据

爆发

2008年，作为中国大数

据技术大会的前身，第一届

Hadoop中国云计算会议在中

科院计算所举行。迄今已经

走过11个年头的BDTC，从当

时仅60余人参加的技术沙龙

到如今数千人的技术盛宴，俨

然已成为国内规模空前、水平

领先和影响力非凡的大数据技

术盛会。一路走来，它不仅印

证了大数据蕴藏的巨大潜力和

能量，更见证了中国大数据

生态系统的建立、发展和演

变。因悉来路，故知何往——

BDTC2019带你探秘大数据时

代的明溪暗流。

豪华主席阵容成就高水准

技术盛会

从会议质量的角度出发，

2019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汇

集政产学研各方近30位专家学

者组成大会主席团和大会程序

委员会，在会议的主题策划、

讲师邀约、议题审核等方面层

层把关，不断优化议程结构，

尽可能提升内容层面的参会体

验，全力为与会者带来一场

高水平的大数据技术盛会。其

中，本届BDTC的大会主席分

别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大数据学院执行院长陈恩红。

他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

算机学院副院长、智慧城市研

究院(芜湖)院长，是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科技部重点

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中组部

“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CCF会士、CAAI会士。曾

获KDD2008最佳应用论文奖、

KDD2018最佳学生论文奖、

ICDM2012最佳研究论文奖、

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滴 滴 出 行 高 级 副 总 裁 ，

云平台事业群负责人章文嵩博

2019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BDTC）将在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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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他主要负责滴滴的基础平

台建设，推进网络软硬件方面

的性能优化，搭建下一代的

智慧交通。在加入滴滴前，曾

任阿里副总裁和阿里云CTO，

TelTel首席科学家与联合创始

人，2002年为国防科技大学计

算机学院副教授。

微 众 银 行 首 席 人 工 智 能

官，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杨

强。同时，他也是国际人工智

能界“迁移学习”技术的开创

者，提出“联邦学习”的研究

新方向。他于2013年7月当选

为国际人工智能协会(AAAI)院

士，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

人，之后又于2016年5月当选

为AAAI执行委员会委员，是首

位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AAAI华

人执委。2017年8月他当选为

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IJCAI)理

事会主席，是第一位担任IJCAI

理事会主席的华人科学家。

此外，大会程序主席则包

括：

刘铁岩：微软亚洲研究院

副院长，IEEEFellow，ACM杰

出科学家浣军：北京深尚科技

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浣军：北京深尚科技有限

公司首席科学家&CEO，历任

百度大数据实验室主任，美国

堪萨斯大学电子工程和计算机

系终身讲席正教授

陶大程：悉尼大学工程学

院教授，优必选悉尼大学AI中

心主任

查礼：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同时还有近20位分论坛主

席实力助阵(按姓氏拼音字母排

序)：

边江：微软亚洲研究院高

级研究经理

查礼：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宝权：北京大学教授，

前沿计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承孝敏：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智慧城市研究院(芜湖)常务

副院长，安徽师范大学特聘教

授

宫明明：墨尔本大学数学

和统计学院讲师、博士生导师

何军：百信银行大数据总

监，大数据领域资深专家

黄宜华：南京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系PASA大数据实

验室教授、博导

金波：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所长助理、首席科学家

雷涛：天云大数据首席执

行官

李浥东：北京交通大学计

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亿雷：明略科技集团副

总裁兼nEqual技术合伙人

钱岭：中国移动苏州研发

中心首席科学家兼战略技术部

总经理，工信部数据中心联盟

大数据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健宗：平安科技副总工

程师，资深AI总监，中国人工

智能开源软件发展联盟副理事

长

吴吉义：浙大网新百橙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首席科学家

薛正华：清华大学金融科

技研究院副院长

袁晶：华为云通用AI服务

总经理、语音语义创新Lab主

任、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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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晓 如 ： 北 京 大 学 研 究

员，博士生导师，机器感知与

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赵国栋：中关村大数据产

业联盟秘书长，国家大数据战

略1142工程副组长

超强干货技术剖析+行业

实践的立体解读

除 主 论 坛 外 ， 主 办 方 精

心策划了15场专题技术和行

业论坛，包括新一代数据库转

型、人工智能赋能金融科技、

AutoML大数据自动化机器学

习技术与系统、大数据时代

的因果推断、大数据安全和治

理、多模态知识图谱、大数据

与AI中台、物流大数据、工业

与制造业大数据、数据驱动与

城市治理、智能驱动的大数据

可视分析、IoT大数据技术、

智能交通中的大数据技术等主

题多样化组合选择的空间，让

参会者制定专属自己的参会攻

略。此外，大会还将邀请业内

顶尖大数据应用的创建者和领

航者，与观众分享最佳案例实

践。

议题内容经大会主席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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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把关，既包含对技术核心

及前沿进展的深度挖掘，亦关

注行业落地实践及案例分享，

全方位立体解读大数据时代的

技术进程，聆听业内需求，打

造技术纯享论坛，为众技术爱

好者奉上一场优质干货盛宴。

千人盛会思辨互搏

风 口 之 下 ， 从 来 不 缺 拥

趸。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便凭

借强大的内容设置，十余载初

心前行，积累了这样一大批身

处行业风口的技术爱好者，其

中很多都来自国内外一线互联

网、行业实践代表以及企业级

大数据公司，包括Facebook、

Microsoft、雅虎、Cloudera、

Hortonworks、FreeWheel、

Conviva、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百度、腾讯、

阿里、京东、华为、小米、

滴滴、新浪、奇虎360、中兴

等。与此同时，还有很大一部

分参会者来自国内外顶级院

校，像是卡耐基梅隆、特拉华

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

国科学院、同济大学、国防科

大等。

在 遍 揽 各 方 关 注 的 情 况

下，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无疑

也吸引了超强媒体阵容的护

航，从传统媒体到门户网站

等互联网媒体，遍及行业内

外，其中包括央视新闻、BTV

新闻、数字e族、中国教育电

视台、香港卫视、科技日报、

中国科学报、经济日报、中国

新闻网、环球网、新华网、新

浪科技、搜狐科技、网易科

技……

覆 盖 面 极 广 的 参 会 者 基

础使得BDTC在单向学习渠道

之外，形成了一个思辨互搏的

技术交流平台。以己之思交彼

之智，在彼此的讨论分享间体

验另一个技术环境下的分析视

角——技术长路，同好携行。

目 前 ， 2 0 1 9 中 国 大 数

据技术大会早鸟票和特惠学

生票报名通道已限时开启，

扫描下图二维码或登陆大会

官网(https：//bss.csdn.net/

m/zone /bd tc2019？utm_

source=wbpt)，报名购票。

最后，附上BDTC2018

参会者心声。感谢一直陪伴

BDTC成长的朋友们，今年12

月5日-7日，我们再度相约北

京！

来源：C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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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运用大数据计算，精准地将用

餐补助直接发放到203名学生

的饭卡中。负责人表示，之所

以“悄悄”地补助，目的是让

学生享受到国家政策的同时，

减轻心理负担和压力。

学 校 采 取 这 样 的 方 式 资

助学生，其实事出有因。早些

年，助学金、贫困家庭补助金

等好政策，执行起来却出现了

负面效果。个别高校甚至让贫

困生上台演讲，叙述家庭贫困

程度并以此作为补助金发放依

据，结果被指责工作方法简单

粗暴，损伤了学生的自尊心。

该校采用这种方式悄悄地补助

贫困生，至少从出发点上是值

得赞赏的好事。

更妙的地方，在于此次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采取了大数据

的筛选方式。以往高校给贫困

生公开打上“标签”的行为，

其实本来是出于更好地筛选出

真正贫困学生的目的。但传统

的办法存在一定的缺陷，难以

有效地筛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

学生。大数据则在无声无息间

解决了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通过大数据应用，学校对于贫

困生有了新的界定：每月在学

校用餐60次以上、每天吃饭

花销低于平均值8元。通过以

上数据，基本可以确定这200

多名学生在饮食花销上比较拮

据的事实，学校可以放心地、

尽最大可能地覆盖真正需要帮

助的学生，真正将好政策落到

实处，保障这些学生的校园生

活。

应 该 说 ， 这 是 一 次 新 技

术应用的典型案例。未来必然

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时代，

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工具如

何应用，便成了人人关心的问

题。科学技术并不具备情感，

从历史上看，很多新技术最后

都成了一把双刃剑。

以智慧校园为例，同样是

大学校园，有的学校用人工智

能加监控技术对课堂上的师生

进行技术分析，甚至评分，以

此作为学生是否听讲、课堂效

果优劣的依据，引发了侵犯隐

私权的抗议声浪；而这所高校

则把技术运用在人文关怀上，

冰冷的技术背后让人感受到了

校方暖暖的温情。

人文关怀从来都是教育的

重要理念之一，也是现代文明

社会的应有之义。用新技术、

大数据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保

护学生的隐私，显然有利于将

这种关怀传递下去，让学生从

这种行为中上了一堂生动的人

文关怀课。

当然，对于学校来说，大

数据助学也表明了新时代教育

工作的一些变化，为智慧校园

建设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那就

是学校教育管理工作、价值取

向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无论是

教学、管理还是校园建设，其

核心都是学生。唯有如此，高

校才能培养出符合新时代要求

的高素质人才。

来源：科技日报

用大数据发餐补 “饱”暖学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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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金融服务模式面临着数字化、

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深刻变革。

为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各大金融机构均在积极探索新

兴领域的应用，金融科技投入

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面向

新兴领域的金融科技采购面临

一系列亟需回答的问题：

金融机构每年的信息技术

采购投入的占比是多少？

金融科技采购产品主要投

放于哪些应用场景？

未来金融科技采购的热点

技术领域有哪些？

获取优质金融科技供应商

的渠道有哪些？

一般从哪几个维度对金融

科技供应商进行评估？

金融科技采购面临哪些挑

战和机遇？

如何让科技企业的产品服

务更好的与金融机构的采购应

用需求相匹配？

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金

融科技研究中心编写的业内首

份关于金融科技采购现状的调

研分析报告——《金融科技采

购现状调研报告》即将于2019

（第二届）中国金融科技产业

峰会上重磅发布，期待您的共

同见证！

为编写发布本次报告，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特别面向银

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

五大行业数百名金融机构中高

层决策者或管理人员发起了问

卷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企业基

本情况、金融科技采购周期与

投入、技术领域与应用场景、

痛点与需求等方面。调研报告

聚焦金融科技采购领域，旨在

以中立客观视角，描绘金融科

技采购的发展现状，细述金融

科技应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来源：中国IDC圈

《金融科技采购现状调研报告》即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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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 法 国 数 字 服 务 税

（以下简称数字税）正式生

效。此项税收主要针对全球数

字业务营业收入不低于7.5亿

欧元、同时在法国营业收入超

过2500万欧元的互联网企业，

征税数额为其在法营业额的

3%。征收对象包括线上广告

收入、基于广告用途的个人信

息数据销售收入以及基于数据

的在线平台收入。

随 后 ， 谷 歌 、 脸 书 、 亚

马逊等科技巨头和科技团体批

评法国数字税破坏全球税赋

体制，伤害多方改革税制的努

力，并谴责这项数字税存在差

别待遇。那么，为何数字税会

招致如此多的不满？它究竟动

了谁的奶酪？还将会带来哪些

后续影响？

对数字广告、数据交易

征税

数字税，是一国政府针对

互联网企业的数字广告、数据

交易等经营活动所征的税款。

作为数字税的力推者，法国开

征该税的依据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南翔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国参议院

已通过数字税法案，其征收数

字税的目的主要是为实现税负

公平。“一方面，法国政府拟

通过向数字贸易商征税，改变

互联网企业成本显著低于实体

企业的现状，重塑线上与线下

商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另一方

面，由于互联网巨头时常跨国

提供服务，因此，用户所在国

无法对国外互联网巨头征税。

法国拟通过对互联网跨国企业

征收数字税，以实现企业注册

国、经常营业所在国与用户所

在国之间的税收平衡。”他

说。

“目前，符合法国数字税

法案标准的互联网企业有约30

家，它们主要来自美国、中国

和英国。其中，受法国数字税

法案影响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为

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

当然，由于营业收入并不一定

反映企业的实际利润，法国数

字税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待

遇。但在实践中，因用户所在

国无法对互联网企业的实际运

营情况进行监管，因此对满足

一定条件的互联网企业的营业

收入征税，这项举措在一定程

度上或可促进结果公平。”孙

南翔解释道。

多国开始探索建立相关

税制

实 际 上 ， 目 前 欧 洲 多 国

都正准备开征数字税。那么，

这一得到多国响应的税制，为

何会引发如此多的不满？征税

后科技巨头又会受到多大的损

失？

孙南翔认为，反对声主要

集中在两方面：其一，应以用

户所在国的增值收入作为征税

对象，而不应以市场营业收入

作为计税标准；其二，由于法

国数字税法主要的征收对象，

多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美国

企业，因此有美国业内人士认

为，法国数字税法案存在歧视

数字税引科技巨头众怒，专家称我国短期或难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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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孙南翔表示，2018年谷

歌全球营业收入为1362.2亿美

元。若法国数字税实施后，谷

歌每年要向法国政府缴纳至少

上亿美元的税款。

“ 除 法 国 、 英 国 外 ， 西

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家

也已开始探索开征数字税。毫

无疑问，如果全球更多国家制

定并实施数字税，那么互联

网巨头将不得不支出更多的税

款。”孙南翔说。

征收或影响我国企业出海

进程

当前，我国网络购物、移

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

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成为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

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

已兼具数据大国与互联网企业

大国的双重身份。因此，对我

国而言，征收数字税不仅会影

响我国国内数字经济产业，也

将影响到我国互联网企业“走

出去”的进程。

对 此 ， 孙 南 翔 表 达 了 自

己的观点。“一方面，我国互

联网企业的主要营业地与用户

所在地基本同一，因此我国政

府能通过增值税、营业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方式

向互联网企业征收税款；另一

方面，当前我国众多互联网企

业赴海外投资，若我国支持并

征收数字税，将导致我国互联

网企业在国外面临更大的税收

负担。鉴于此，我国短期内应

该不会考虑征收数字税。”他

说。

孙 南 翔 还 认 为 ， 长 期 来

看，作为互联网大国，我国也

应积极研究探索数字税制度，

特别是应解决数据利益在用

户、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问

题。同时，作为多边机制的捍

卫者，我国也应更加重视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数字经济工作

组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应积极

分析各国数字税收规则的发展

趋势。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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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济南市人民政

府和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

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

(济南)国际信息技术博览会暨

2019中国(济南)数字经济高端

峰会在济南盛大召开。“大

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国

行”山东站活动同期召开，来

自大数据领域政产学研用等领

域的知名专家、学者、高管齐

聚，与实体经济行业优秀企业

代表共同探讨大数据技术产品

服务、融合创新应用、数据安

全保障、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等

话题。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

爱钱进总裁杨帆应邀出席活动

并发表主题演讲。

作为金融科技行业的企业

代表，杨帆与现场嘉宾分享了

科技创新如何助力金融服务效

能提升。他表示，金融业大数

据具有天然优势，能有效解决

金融业的痛点，凡普金科正在

借助大数据等创新科技，致力

打造基于用户全生命周期的金

融科技服务。

大数据赋能强力提升金融

服务效能

“大数据”并非新技术，

2009年“大数据”就成为了互

联网技术行业中的热门词汇；

2011年6月，麦肯锡发布了关

于“大数据”的报告，并指出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2011年12月，工信部发布的

物联网“十二五”规划上，信

息处理技术作为4项关键技术

创新工程之一被提出来，其中

就包括海量数据存储、数据挖

掘、图像视频智能分析等大数

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大数据技术已被广

泛运用到各个行业和领域中，

其中金融领域的应用处于领先

地位。麦肯锡的研究显示，因

为金融业数据量大、数据质量

高、数据结构化占比高、应用

场景广泛，使得金融业在大数

据价值潜力指数中排名第一。

杨帆认为：依托大数据等科技

的加持，金融业面临的风控、

精准获客、运营优化等方面的

难题，都已经得到有效解决。

爱钱进在成立之初就清晰

地认识到大数据的价值，并研

发了一系列基于大数据的系统

解决方案，以提升金融服务效

能。大数据提升金融服务效能

最有代表性的应用之一就是通

过大数据分析进行信用评估，

不仅可以实现精准信用评估，

降低人力成本，也能让借款人

获得更良好的服务体验。如爱

金融业痛点如何解决？爱钱进借助大数据技术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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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进引入的智能大数据风控系

统“FinUp云图”，可对用户

的精准画像实现有效的风控识

别，挖掘潜在欺诈行为，强化

平台风控实力；“黄金罗盘”

则是爱钱进基于大数据平台推

出的智能化运营解决方案，能

有效提升运营效率，实现个性

化、精细化运营，为平台1600

多万用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

的服务，真正做到“千人千

面”；此外，爱钱进自主研发

的业内首款智能营销模型——

“荷鲁斯之眼”，让营销动作

更加精准，提高广告投放的转

化率。

大数据赋能修炼合规“内

功”

对于金融科技行业而言，

除了增速提效外，合规也是每

个企业必修的“内功”。爱钱

进不仅积极拥抱合规，率先获

得“合规必备三证”，将注册

资本追加到10亿元，还将大数

据解决方案与合规资质有效结

合，进一步提升平台的平稳运

营能力。

如 爱 钱 进 接 入 两 大 核 心

信批系统及百行征信，再结合

自身的“FinUp云图”系统，

可从贷前、贷中到贷后构建全

面的风控屏障，极大提升平台

风控能力。爱钱进参与本次活

动，亦体现出平台无论在科技

创新还是合规经营上都已成为

行业学习与借鉴的典范。

在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新 关

口，大数据等创新科技对于经

济的强大推动力显得更为重

要。杨帆表示：爱钱进将继续

秉持发展普惠金融的初心，借

助最新技术促进科技与金融的

有效融合，为更多的人提供公

平、简单的金融服务，朝着打

造百年老店的企业愿景不懈奋

进。 

  来源：https://finance.sina.

com.cn/stock/rel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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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与

浙江省人民政府在京签署《共

建统计大数据应用中心合作协

议》，共同在浙江省杭州市建

立统计大数据应用中心，深度

挖掘大数据价值，共享大数据

开发应用成果。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

党组书记宁吉喆与浙江省委副

书记、省长袁家军签署合作协

议并分别致辞。国家统计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鲜祖德主持签

署仪式。

宁 吉 喆 代 表 国 家 统 计 局

对协议签署表示热烈祝贺，向

浙江省委省政府对统计工作的

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

国家统计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

共建统计大数据应用中心，旨

在打造高性能的大数据应用开

发平台，深入探索研究大数据

来源和应用模式，培养大数据

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深入开展

国际统计大数据交流合作。这

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重要

讲话精神的重要体现，是深入

推进统计工作与大数据等现

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加快构

建现代化统计调查体系的有益

实践，也是精准服务浙江“数

据强省”战略定位，更好地推

动大数据服务浙江省委省政府

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有力举

措。国家统计局将按照合作协

议的约定，从大数据统计应用

方面的专业理论、科学方法、

实践操作等方面全力支持、指

导大数据应用中心开

展相关研究和试点，

助推建成大数据的知

识、技术、创新和国

际交流中心。

袁 家 军 对 国 家

统 计 局 长 期 以 来 对

浙江省统计工作的高度重视表

示感谢。他表示，近年来，浙

江省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跨境电商、乡村旅游等方面发

展较快，亟需更好地发挥统计

和大数据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浙江省将以这

次共建统计大数据应用中心为

契机，全力以赴抓好中心建设

工作，组织工作专班对大数据

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开展集中攻

关，携手打造一流的统计大数

据应用中心。希望国家统计局

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浙

江做好统计工作，共同抓住大

数据发展的时代机遇，推动政

府治理和统计改革发展再上新

台阶。

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陈

新，浙江省统计局局长王杰，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总队

长仲柯，国家统计局办公室、

设管司、数管中心负责同志一

同参加签署仪式。

来源：澎湃号 浙江调查

定了！统计大数据应用中心落户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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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据

浙江日报9月19日消息，18日

下午，浙江省政府与国家统计

局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共建

统计大数据应用中心。该中心

致力于打造技术领先、数据共

享、业务互通的大数据应用平

台和技术创新中心、国际交流

中心。

根 据 协 议 ， 双 方 将 充 分

发挥国家统计局的专业优势，

充分依托浙江在推进数字经济

“一号工程”中所形成的数据

优势、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和

市场优势，整合现有资源，注

重应用实效，探索一批具有示

范性的统计大数据应用模式，

开展一批国际统计大数据能力

建设项目，培养一批大数据创

新型复合型高端人才，进而

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来源：新浪财经

浙江省政府与国家统计局签署合作协议
共建统计大数据应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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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8日消息，为构建

新时代现代化统计调查体系，

增强统计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及时性，充分发挥统计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综合性

基础性作用，推动高质量发

展，国家统计局草拟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正案)》

(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加强统计科学

研究，健全科学的统计指标体

系，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

术在统计中的应用，不断改进

统计调查方法，提高统计的科

学性、有效性。

来源：东方财富网

统计局：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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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统计局依托

全市统计大数据平台建设，充

分利用智能化和大数据技术，

量身打造渝北区统计大数据平

台，构建完善全区经济质量、

发展效率等指标体系，加强自

贸区和临空都市区统计监测，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

提供坚实的数据辅助支持。

明确项目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一是制定统一

的数据管理规范，整合政府统

计数据、政府部门共享数据和

互联网抓取数据等各类社会经

济数据资源，构建汇聚式一体

化社会经济数据库；二是开展

数据智能识别、对比、分析和

汇总，实现数据可视化分析，

构建反映全区经济质量指标体

系和发展效率指标体系，利用

地理信息技术自动识别调查对

象区域，实现对自贸区和临空

都市区的统计监测，开展对全

区经济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情

况的统计监测；三是梳理各类

数据之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

立足全区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各

类经济分析模型，充分利用数

据库资源优势，开展创新驱动

战略、临空都市区、智能制造

基地、乡村振兴战略等全区经

济发展战略的大数据研究。

四部分组成大数据平台

初步考虑，统计大数据平

台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第 一 部 分 ， 统 计 数 据 库

建设。统计数据库由统计基础

库、共享数据库和大数据库三

个子库构成，各数据来源及采

集方式如下。

统 计 基 础 库 ： 依 托 市 统

计局数据工作库建设，连接联

网直报系统端口或采取导出数

据模式，采集联网直报企业数

据和汇总数据；收集历年统计

年鉴、统计月报和各类普查资

料，采集全区各类社会经济

发展数据；充分利用现有系统

“数据渝北”的数据。

共享数据库：密切跟踪市

统计局共享数据库建设进度，

及时收集市统计局部门数据；

采取互联网抓取方式采集各政

府平台公开发布数据；收集其

余部门的行政审批记录。

大数据库：主要采取互联

网抓取方式从相关权威网站采

集数据。

第 二 部 分 ， 智 能 分 析 系

统建设。通过深入分析对象需

求，合理设计人机互动界面，

构建反映全区经济质量指标体

系和发展效率指标体系，实现

重庆市渝北区打造统计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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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智能对比、分析和汇总

等各项功能，开展自贸区、临

空都市区以及供给侧改革等社

会经济发展情况的统计监测分

析。

第三部分，政府决策智能

辅助系统建设。对照全区经济

发展战略，合理制定互联网数

据抓取规则，科学构建经济分

析模型，开展创新驱动战略、

临空都市区、智能制造基地、

乡村振兴战略等全区经济发展

战略的大数据研究。

第 四 部 分 ， 数 据 中 心 建

设。建设数据中心机房，完善

服务器、存储、交互等硬件设

备配置。

一期基础数据平台已投入使用

渝北区统计局智能统计数

据库项目规划分二期实施。

截至2019年4月，一期基

础数据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共

完成了以下建设内容：一是完

成数据库建设及统计数据的采

集录入工作；二是采用地理信

息技术，通过企业经纬度标识

的方式，实现了对自贸区、临

空经济示范区、保税港区等热

点经济板块以及镇街、村社等

行政区域板块的规上企业数据

实时统计监测；三是实现全区

按行业、指标、时间和区域的

多维度立体可视化展示；四是

完成了数据录入、数据提取、

数据统计、分析报告等大数据

分析处理基本功能框架；五是

完成了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

市统计局宏观数据库、西南地

区机场数据、汽车销售量等互

联网数据试点抓取。

据了解，渝北区智能统计

数据库作为重庆市大数据试点

项目，可以在建立部门数据联

动共享机制、统计大数据应用

分析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市

的统计大数据平台建设奠定基

础。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北

区统计局）

来源：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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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月以来，中国的大

数据行业似乎进入了一个前所

未有的“整顿期”，据多家媒

体报道，已有多家第三方大数

据公司被纳入调查行列。“近

来，客户越来越重视隐私保护

和数据获取的合规性了，对照

半年前，差距真的很大。”陈

小阳（化名）是一位律师，大

数据公司曾是她的主要客户，

这是她近期最直接的感受。据

记者了解，对于一般的大数据

公司，数据获取来源主要分为

三种：第三方机构授权、关联

方或场景的数据以及爬虫业

务。而关于数据爬取，理论上

是有“红线”的，即要求在遵

循一定协议和规则下，大数据

公司才能实现自动获取网站站

点的信息和数据。但现实中，

规则往往被忽略或简化，个人

信息隐私保护的问题，在大数

据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被凸显

出来。事实上，目前与此相关

的法规、立法，已在完善。大

数据在经历行业“高光”时刻

后，未来如何发展备受关注。

就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

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

院院长李爱君，西南财经大学

普惠金融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

副主任陈文，北京大学金融智

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征信

与大数据》作者刘新海以及北

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彭凯，共同探讨公众

关注的大数据话题。

新 京 报 ： “ 能 力 输

出”“远离数据”“服务于银

行或其他持牌方”，是大数据

公司转型方向吗？彭凯：金融

领域只是大数据行业覆盖的小

小领域之一，大数据的征程和

战场是星辰大海。涉足金融领

域的大数据服务商，短期策略

会是“观望+专供持牌机构”

思路，但长期来看，行业整顿

出清疏导、立法规范落地实

施、监管自律持续进行，大数

据行业未来必然有新的业务点

和增长点，但一定是在规则框

架内进行，也会有越来越多的

正规军涉足该领域。陈文：开

始有观点提出大数据公司转型

服务银行或者持牌方。但是其

中有一个问题，在服务的过程

中，大数据公司是不太可能完

全远离数据的，因为你没有数

据支持，目前看是没法有效服

务机构的。但在一个相对明确

的游戏规则下，大数据公司更

好地去运用这些数据，才能提

升自己对数据的挖掘能力以及

“考”问大数据金融：大数据行业的未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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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构的服务价值。新京报：

如何看待中国大数据行业的未

来？陈文：随着社会生活线上

化，这种所谓的数据留痕的价

值会越来越大，大数据行业的

未来可期。当下大数据行业其

实是有原罪，尤其是在关于数

据确权、数据隐私、数据交易

等各方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游

戏规则情况下，所谓的原罪很

难避免。实践在往前走，学界

也在跟踪研究大数据的隐私、

确权，包括定价，交易机制。

这样才能够有助于整个数据产

业链游戏规则的最终成形。刘

新海：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阶

段，经历了原始资本积累、野

蛮生长，现在到了开启创新阶

段新发展的时候。对照国外的

大数据公司发展历程，我们国

内目前大量的大数据公司，主

要还是以数据买卖为主，深入

的应用，还是比较薄弱的。未

来真正的大数据公司，应该是

具有创新的商业模式、场景应

用、模型开发；大数据是需要

与多样的场景应用、真实的商

业需求具体结合起来的。目前

的大数据公司往往还是千篇一

律，过分聚焦于金融信贷领

域。李爱君：从数据资源、数

据应用的场景以及我国的文化

习惯等方面而言，中国大数据

公司是具有发展优势的。只要

我国数据应用技术不落后于其

他国家，在保证数据安全的情

况下，公平有序的开发和应用

就一定会发挥出大数据应有的

优势。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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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两个礼拜，

身处科技前沿的大数据金融公

司感受了第一次“大清洗”。

杭州警方最先出手调查了新颜

科技和魔蝎科技，相关负责人

直接被带走调查。本以为是这

两家非头部公司只是因为数据

不合规的使用才被警方调查。

但杭州另一家数据公司杭

州存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被公

安查封。紧接着天翼征信被约

谈、同盾爬虫部门整体解散、

聚信立停止运营商业务的信息

输出等消息息开始在行业内流

传这才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丝

寒意。关于新颜科技被查起初

流传的是因为同盾举报，但最

后事态失去控制，殃及同盾自

己。这才有同盾创始人后来

为辟谣而发给行业的一封公开

信。蒋韬用心存敬畏、向善而

行、唇亡齿寒等词来为同盾和

自己洗清嫌疑的同时，也表明

同盾也在合规发展。

这 次 风 波 出 现 的 第 一 大

原因是“爬虫”技术的原因。

按照一定的规则，自动抓取互

联网信息的程序或者脚本，这

一技术被称之为“爬虫”。这

个技术本来并不陌生，技术门

槛也不高。本着技术中立的原

则，爬虫本身并不违法。

但爬虫的难度在于投入成

本高，这几年随着整个互金行

业的快速发展，依靠数据来卖

水的公司越来越多。无论是头

部的百融、同盾，还是行业上

游单一数据源，通过爬虫技术

获取数据，成为获取资源的基

本方式。然后将拿到的数据整

合、清洗之后向外输出。

相比于传统的信贷金融领

域的反欺诈风控手段，利用数

据来验证贷款人，是否存在欺

诈行为要高效的多，例如现在

许多银行已经在信用卡发放领

域、消费分期领域将获取到的

有关行为人的大数据做成了风

险判断的第一道关卡，一旦该

客户不能通过大数据审核将直

接不再进行人工判断和审查。

从技术与产业的角度上这是技

术带来的益处。为银行和信贷

金融领域大大降低了信审过程

中的欺诈风险和还款风险。

从 用 户 角 度 看 ， 同 时 也

解决了大量白户在享受信贷金

融服务的弱势地位问题。解决

了央行征信报告无法覆盖，但

行为人却有金融行为的尴尬问

题。解决借款人短时、少量的

融资难题。

但爬虫大数据的用户授权

大数据金融会成为第二个P2P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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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规使用却成了无法监管的

难点。今年3.15晚会就已经曝

光过714高炮平台、超利贷平

台、暴力催收等金融行业的乱

象，这行违法平台一般都是作

坊式的的运营方式，成立一家

公司、开发一个网站，然后通

过线下定向宣传的方式吸引贷

款客户，这些违法平台基本上

没有任何的风险控制能力。利

用三方大数据平台进行简单的

风控核查之后，对用户放款，

除了利率超过国家法律控制线

之外，对于平台大量的逾期失

联客户，则再次使用三方大数

据重新联系客户还款，暴力催

收也正是在这个环节。

其实在整个流程中，如果

没有这些所谓的三方大数据科

技公司，这些714高炮平台是

没法运作的。因此这次行业整

顿最大的矛头就是是否在为这

些公司提供相关的数据服务。

而对于正规的金融公司来

说，用户授权成为了大数据公

司和前者相合作最大的难点，

除了跑在行业最前面的银行可

以提供相应的用户授权之外，

一些所谓的合规金融公司为了

能让业务快速发展，未必都能

提供相应的用户授权。但如果

大数据公司因为没有用户合规

的授权而选择不合作的话，对

自己而言显然是一种损失。因

为行业的天花版本来就不高。

长此以往，没有授权成了大数

据金融公司与金融公司之间合

作的常态。

大 数 据 公 司 对 于 自 己 这

样的处境，纷纷转型将自己定

义为金融风控服务商、数据模

型服务商。但不管如何，这些

公司的本质仍然是离不开基础

数据的，如果解决不了数据使

用合规的问题，总有一天会

湿掉自己鞋子发，自己被“风

控”。

来源: donews



71

中国大数据金融资讯

经 济 观 察 网  记 者  万 敏

2019年7月，美国最大的信用

卡公司之一Capital One发生

了一起严重的数据泄露事件，

一名黑客利用其技术漏洞，

“偷”走了包括美国1亿人和

加拿大600万人的信息在内的

数据。

这 些 客 户 可 能 被 泄 露 的

信息除了信用卡申请数据如姓

名、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

件地址、出生日期和自我报告

收入等外，部分信用卡客户

的客户状态数据，例如信用评

分、信用额度、余额、付款历

史、联系信息以及部分时间段

内的交易数据碎片。更严重的

是，信用卡客户的约140,000

个社保号码、担保信用卡客户

的约80,000个关联银行帐号也

被泄露。

如果说此前Facebook的

数据泄露事件引发了大众对互

联网公司数据安全的关注和质

疑，那么此次美国最大信用卡

发卡机构的数据泄露，无疑更

加敏感，因为出于风控需求，

金融机构对用户数据的征集

范围更广，精细度和准确度更

高，涉及到的个人隐私信息会

更多，此类数据遭到泄露带来

的恐慌必然也更大。

诚然，遭遇黑客入侵，只

是金融机构数据安全管理可能

面临的风险之一，计算机和系

统方面的系统漏洞、病毒、木

马，人员和流程管理上的安全

意识不足、工作失误、技术措

施不够等，都可能导致数据泄

露的发生。

尽管欧美发达国家对个人

隐私的保护和管理制度发展较

早，在金融领域，其政府和各

类市场主体也同样需要解决数

字经济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在

国内线上零售金融突飞猛进的

近十年发展历程中，大数据是

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概念，大部

分零售金融的产品供给侧机构

会夸耀其利用大数据可以做什

么，做到了什么，对用户数据

来源、用户数据是否得到了妥

善的保管则一向讳莫如深。

近期部分地区的警方对金

融行业第三方数据服务商采取

的行动，显示了监管从源头上

清理整顿大数据行业的决心，

也带给市场一个疑问，金融大

数据行业是否会伴随着网贷、

P2P行业的兴盛而兴盛，并且

一起走向衰落？

数据安全遍布疑云

Capital One在修复了导

致数据泄露的漏洞后，向FBI

提供了嫌疑黑客的信息。8月

初，黑客被捕，由于她此前曾

经任职亚马逊云服务（AWS）

的系统工程师，此案也引发了

有关亚马逊云服务账户安全性

的质疑。

目前此案并未披露更多细

节和进一步的进展。

数 据 安 全 问 题 是 伴 随 着

互联网经济一起生长的“原

罪”，高度数据化的零售金融

行业尤甚。Capital One仅仅用

了30年的时间，就从一家地区

银行的信用卡部门成长为美国

金融大数据变局 失去“爬虫”的数据供应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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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信用卡公司之一，最为

人称道的就是其强大的数据能

力，此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

曝光，无疑为全球正在进行中

的科技与金融融合浪潮敲响了

一记警钟。

国内，监管正在从源头上

清理整顿“数据”供应商。首

当其冲的是爬虫业务。据多家

媒体报道，9月份开始，杭州

地区多家大数据服务公司被曝

关停爬虫业务，负责人被带走

调查，目前，摩羯科技的网站

已无法打开。业内知名的第三

方数据服务公司聚信立向用户

发布消息称，于2019年9月6日

停止对外提供用户授权的运营

商爬虫服务。

国内较早开展金融大数据

服务公司同盾科技，也对外确

认，旗下信川科技运营的数聚

魔盒停止服务。

金 融 大 数 据 服 务 公 司 的

主要客户为各类网贷平台。部

分小型城商行、农商行、农信

社等持牌金融机构，在开展个

人、小微的信贷、信用卡业务

时，由于内部数据不足，也会

向其采购外部数据服务。

目前尚未有官方统计金融

大数据服务公司的具体数量和

行业规模，但在2018年底毕马

威发布的《毕马威中国领先金

融科技50企业报告》中，大数

据与金融智能类企业有22家入

围，信贷、消费与场景金融类

则仅有8家。在毕马威的榜单

中，大数据征信类金融科技公

司有百融金服、冰鉴科技、数

库科技、白骑士、天创信用、

同盾科技、微众税银等。

在 这 些 创 立 较 早 、 资 历

雄厚的金融大数据服务公司以

外，还有许多小而分散的公司

在不断的挤入市场，由于缺乏

有效监管手段，在各种快速迭

代的技术支撑下，行业内的竞

争逐渐演变成了“底线竞争”

和“价格竞争”。

一 位 网 贷 行 业 业 内 人 士

对记者透露，某大数据公司的

商务人员向其展示的业务推

介PPT中，对用户隐私信息挖

掘的程度之深，数据加工之精

细，简直“刷新三观”。除了

必要的金融服务所需要的个人

身份、住址、电话号码等信息

以外，大数据公司对用户的私

密浏览偏好、购买习惯、在线

时长等等都能进行数据获取并

加以分析。

有 部 分 开 展 业 务 较 早 的

大数据公司的产品“杀手锏”

是其对接的网贷平台足够多，

能形成有效的用户“共债”数

据，即同一用户身份在多家

网贷平台的授信记录、借款记

录、还款记录等信用数据，从

这个角度来看，其数据的全面

性可以有效的弥补央行的个人

征信数据库中不足的信息，因

此也受到很多银行的欢迎和合

作。

此外，大数据公司还输出

“黑户”、“反欺诈”、“羊

毛库”等的风控引擎产品，可

供平台机构选择搭配购买。

毕 马 威 的 上 述 报 告 中 指

出，部分大数据技术公司开始

向整合平台方向发展，主要突

出对于异构数据源的整合和建

模能力，帮助金融机构打造基

于多维数据的智能模型；另外

一类大数据技术公司，开始向

智能工具领域发展，将传统的

大数据服务工程化、产品化和

工具化，从而大幅提升大数据

项目的实施效率，把传统意义

上需要数个月才能落地的大数

据应用，缩短到以周或以天计

算。

购买这些数据服务的价格

也并不昂贵，据一位业内人士

透露，在其接触过的案例中，

某家城商行购买的第三方数据

公司的包年服务，报价仅几

十万元。

一 位 头 部 消 费 金 融 平 台

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该平台

购买了包括同盾在内的三家第

三方数据公司服务，同盾的业

务调整目前尚未影响到业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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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了保证合规，持牌金融

机构或大型网贷平台，会要求

在第三方合作过程中涉及到个

人信息的交互时，需要对合作

方提供的个人信息来源是否已

经获得授权进行合规性审查。

但 上 述 消 金 平 台 人 士 表

示，在实际业务开展中，虽然

在形式上会要求供应商说明数

据来源，实际上并非所有数据

的来源都能得到有效验证。

“大数据公司为了推销产

品，都会尽力保证它所有的数

据来源是有授权的。这其中的

问题，与前段时间的换脸APP

的隐私授权条款是一样的，很

少有用户会关心隐私授权条款

的具体条款，能完全理解和读

懂的用户比例就更低了。”上

述业内人士表示。

“正规军”尚无法完全掌

握数据来源的合规性，行业内

数量庞大的小型现金贷、消费

金融平台，数据收集和使用更

是处于无序的状态，更甚者是

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以数据清

洗、转卖为专业的团体，其数

量也不少。

围绕互联网金融兴起的金

融大数据产业链，随着网贷行

业的兴盛而蓬勃生长，“由乱

到治”，是任何行业的发展必

经阶段，而监管的难点在于，

由于网络技术的更新迭代速度

太快，监管层从了解情况到拿

出实际管理办法又需要足够的

时间，造成了业务超速与监管

滞后的时间差。

同盾科技CEO蒋韬日前发

布公开信，否认了网传其滞留

境外的消息，称在杭州正常办

公中。他在公开信中也对业务

整顿现状有所回应，“数据及

隐私保护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世

界级难题,需要监管、企业、法

律界等等共同研究和探讨,形成

一个创新、规制、再创新、再

规制,螺旋上升的良性发展态

势,规制的主要方向是鼓励科技

向善。”

多 位 接 受 采 访 的 行 业 内

人士认为，对违法违规的金融

大数据公司采取“运动式”的

整顿清理固然震慑力十足，但

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来看，依

然希望监管层尽快明确监管框

架，引导行业走上正轨，给金

融科技对金融行业、实体经济

发挥正面作用的机会，“堵不

如疏”。

今年5月底，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研究

起草了《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对网络运

营者在用户信息收集，用户数

据处理使用，用户数据安全监

督管理方面提出了细化的准则

要求。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发布了《网络安全实

践指南——移动互联网应用基

本业务功能必要信息规范》，

对16类APP基本业务功能正常

运行所需的个人信息提出了规

范。

此 外 ， 《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也已进入五年立法计划。

随着相关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监管的持续跟进，金融大数据

行业有望迎来更明朗的未来。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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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围 绕 在 大 数 据 风

控和智能风控的争议引发了社

会各界的热烈讨论，甚至于还

衍生出很多超越技术本身的命

题，比如科技的善与恶、金融

与科技、风险与创新、效率与

安全、法律与监督等一系列问

题。

总而言之，如何正确解读

行业一时之间成为了一个宏大

的命题。

大数据风控或智能风控行

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信用

经济、消费经济、普惠金融等

领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随着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技术的融合发展，大数据分析

或智能风控在我国也进入到了

发展的快车道。

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融合，让银行与

客户的交易信息成为可以利用

的有效资源。对客户信息的分

析更加全面、科学、便捷、有

效。比如银行在与个人、企业

进行业务交互的过程中掌握大

量的碎片化信息，通过智能化

的模型能够将这些信息进行整

合，进而为金融服务提供有效

的智能分析和决策服务，目前

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分析已经在

各大银行、互联网平台、汽车

金融、保险等领域广泛应用。

近年来，各大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近两年纷纷成立独

立科技公司，其重要使命之一

就是强化智能风控和分析的能

力。可以说作为一种全新的风

控技术手段，已经成为了各领

域不可替代、不可获取的重要

工具。而有分析机构也预测，

未来行业将保持高速增长，市

场潜在产值达到千亿。

三问大数据风控

但 同 时 ， 我 们 也 必 须 认

清，围绕在行业的争议也从未

停止过，尤其是在行业野蛮发

展、企业水平良莠不齐的基础

上，一些负面新闻不断发生，

让大众加深了对行业的误解，

误解最深的有以下典型三个层

面：

一、大数据风控企业是隐

私泄露的元凶？

事 实 上 ， 大 数 据 分 析 市

场是一个极为庞大和复杂的

体系组成。以美国为例，其

个人数据市场结构为三个层

级组成：全面征信机构(Credit 

Bureaus，亦称为局方，比如

三大征信局)、专业征信信息

提供商、数据分析公司(比如

FICO)。

大数据公司仅特指提供数

据买卖和提供流量服务为主要

业务的企业，他们通过各种渠

道获取数据，面对不同场景简

单打包，直接销售给客户。

而大数据风控是专指提供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大数据平台能力以及分析

咨询服务的企业。

拨开大数据风控的重重迷雾
金融科技的战略地位不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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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数 据 风 控 公 司 的 价 值

体现和核心竞争力在于科技能

力，这与大数据公司直接贩卖

数据和流量的商业模式有本质

的区别，而被人诟病的数据泄

露和隐私侵犯的问题均是由大

数据公司引发，而非大数据风

控公司。

二、大数据风控企业成了

“高利贷”的帮凶？

这样的误解是完全对大数

据风控价值的颠覆，事实上，

大数据风控就是为解决借贷双

方信息不透明、助力金融服务

下沉的终极使命而诞生的。

古今中外，借贷需求没有

一天是不存在的，而且更关键

的是，借贷的双方不透明和不

公平之间的矛盾也是没有一天

不存在的。大量互联网平台的

诞生，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将

以往民间的地下借贷需求搬到

了网上，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

降低不规范和非法借贷事件的

发生。

我们要清楚认识到，需求

是刺激供给的核心因素，借贷

需求会永远存在，“高利贷”

的出现是因为用户需求的非正

常满足，而大数据风控恰恰是

为解决需要与供给的合理匹

配，同时能站在更高的视角，

断绝多平台借贷而产生的“以

债养债”的问题。

而我们会发现，往往那些

有“高利贷”行为的平台，基

本都是缺乏一套完善的风控体

系，只能采用高利率覆盖高风

险的冒险做法。假设没有风控

服务商，借款人依然有借贷的

需求，借款人成本会更高，高

利贷的风险会更加突出。从辩

证的角度看大数据风控公司并

不是高利贷的帮凶，而是遏制

高利贷事件发生的重要工具。

三、大数据风控企业助长

了现金贷行业的泛滥？

现 金 贷 是 民 间 借 贷 的 常

见形式，其主要特点是以纯信

用为依托的借贷方式，在互联

网金融的模式下，现金贷演化

成不需要说明贷款的用途和

方式，这其中蕴藏了巨大风险

点。

经过了国家的多次治理，

现金贷行业进入到规范发展的

阶段，还是那句话，需求是恒

定的，为更好管理现金贷行

业，并非采取粗暴的取缔方

式，堵不如疏，近两年我们

“欣喜”地看到现金贷正从非

银机构-向持牌机构在转移。

而这个转移过程中，大数

据风控企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业银行的个人金融业务,在大

数据分析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商

业银行可以从无法上线“现金

贷”业务逐步过渡到有能力上

线“现金贷”"业务，并能有效

阻止风险的转移。

可以说，大数据风控企业

正在联合银行进行一次伟大的

行业迁移。

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国家复

兴的战略需要

纵观金融发展历史，每一

次技术的革新都有力地推动了

金融服务领域的拓展和纬度的

提升。当下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进步，已经不单单是提升金融

效率的工具，而是以业务重构

和产品创新的方式，推动金融

业的转型和客户体验的提升。

传统金融机构的风控手段

比较单一，无法为长尾客户提

供风险定价，从而也没有能力

提供与其风险相匹配的金融服

务。这一困境在小微企业之间

也非常明显，而以大数据风控

和智能风控为代表的金融科技

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全

新的解决方案。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结合各类风险

模型搭建，可以实现在大批量

作业下，风险识别更准，风险

识别更快，同时也能实现机器

对人的取代，形成贷前、贷

中、贷后体系化和全周期化的

生态系统，让个人和企业金融

需求更具可得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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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血液。强大的国家

一定需要有强大的金融体系，

金融的本质是优化资源配置，

使资金流向更有发展前景的实

体经济。随着中国的迅速崛

起，不难预见，未来十年中国

的金融业必将开拓出全新的发

展局面。

而以大数据分析和智能风

控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则是中国

弯道超车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

重要手段，中国除去住房按揭

贷款后，消费金融信贷比例不

足5%，远低于国外成熟市场

30%左右的平均水平，截止到

2017年底中国人均信用卡持卡

量达到0.39张,美国同期的人均

持卡量为3.3张左右,即使与我

国消费文化习俗较为相近的日

本,其人均持卡量也达到了2张

左右。相较于美国和日本市场,

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金融科技将在未来十年甚

至更远的时间内，极大推动个

人消费信贷的升级，而金融科

技也将更好发挥助力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的功能，引导资金向

中小微企业倾斜，事实上，我

们已经开始看到金融科技助力

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成果。

产 业 升 级 、 消 费 升 级 以

及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将是未

来中国挖掘新的增长点重要

的抓手，而这些无一例外，都

需要金融科技进行疏导和推

动。而且随着新经济模式的崛

起，未来大工业生产的时代即

将落幕，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

代表的新经济模式将会成为拉

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国务院十三五规划中，明确

指出，要促进金融产品和服务

创新，完善科技和金融结合机

制，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发

展的科技金融生态。随着新的

经济形态的发展，金融科技在

未来势必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来源: 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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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 经 侦 突 查 一 些 大

数据公司，全行业谈虎色变，

心里都没底——这是杀鸡儆猴

呢，还是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呢？

自然不能一网打尽，但也

不是杀鸡儆猴这么简单。

数 据 保 护 喊 了 很 多 年 ，

突查大数据公司也非首次，突

查会很快过去，同过去一样。

但相同的是表象，不同的是土

壤。

数 据 ， 一 直 有 两 面 性 ：

强调数据资产性，数据是油

门；强调数据安全性，数据是

刹车。现在，到了踩刹车的时

候。

进退由它

最 宝 贵 的 资 源 ， 都 有 双

面，既是动力，又是武器。石

油重要，有石油禁运；技术引

领，有技术封锁。在消费金融

行业，数据也有这样的双面，

进退由它。

对数据的利用已贯通消费

金融全环节，但敏感数据主要

集中于风控，数据的不可替代

性也体现在风控，数据的双面

性在大数据风控环节得以充分

体现。

传统风控手段，主要是对

物风控而非对人风控，更重视

抵押物而非借款人本身。抵押

物，代表100%可追偿，安全

无风险；个人信用再好，也不

能排除不确定性。所以，对抵

押物的依赖，实则是对风险的

极度厌恶，厌恶风险的金融机

构，必然辐射范围有限，消费

金融，久久被困在一个小圈子

里，做不大。

数 据 风 控 ， 则 是 对 人 风

控，基于人的信息、行为、标

签予以评分，根据评分确定额

度和利率。评分结果，本质上

是对还款概率的模拟，概率的

背后是不确定性和风险。当风

控模式从传统风控过渡到数据

风控，对风险的认知和承受有

了质的突破，消费金融也就突

破了抵押物的牢笼，空间被打

开了。

数据风 控 的 典 型 场 景 是

信用卡，银行凭借一套信用卡

评分体系丈量天下申卡人。最

负盛名的信用分产品是FICO

分，已成为美国消费金融繁荣

生态的核心支柱。这两年兴起

的大数据风控，不过是数据风

控在数据层面的扩围，继而实

现了业务空间和边界的再延

伸。

隐私保护升级，大数据金融会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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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式沿革角度看，大数

据风控并非无根而生的划时代

创新，仍是渐进创新和演变的

典型。仅靠这种渐进式创新，

还不足以驱动消费金融的风

口，大数据反欺诈的成功才是

不可或缺的助力。

2016年，动辄有小贷平台

被骗贷大军薅光至死的传闻。

当贷款从线下到线上，核实申

请人身份、辨别借款人（骗

贷）意图这种原本不是问题的

问题成了问题——线下亲见，

核身很简单；线上面对一个数

字化的身份，辨别真假不容

易。

骗 贷 大 军 专 业 化 运 作 ，

持续迭代更新；多数贷款公司

缺乏人力和实力进行攻防，第

三方大数据公司反欺诈的价值

凸显，逐渐成为消费金融产业

链里的重要一环。这一环补上

了，消费金融的风口也起来

了。

2016年下半年起，现金贷

在江湖崛起，撑起消费金融的

大梁。

不 过 ， 当 数 据 越 来 越 重

要，双面性就出来了。

不离监管

数 据 无 足 轻 重 时 ， 也 是

数据监管宽松时；一旦重要性

凸显，监管和规范必然跟上。

因为重要的东西要可控，不可

控，越重要，越危险。

《 大 数 据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年）》（工信

部规[2016 ]412号）开篇强

调“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

资 源 ， 是 2 1 世 纪 的 ‘ 钻 石

矿’”，这么重要，乱采乱用

岂不后患无穷。若不加规范，

资源流失谁的罪过？

此 外 ， 从 行 业 健 康 发 展

角度看，数据行业也离不开监

管。原因有二：

一则，监管介入，才能驱

逐劣币。市场之手追求效率，

劣币会驱逐良币。以大数据公

司为例，坚持合规采集数据，

成本高、数据源受限，与肆无

忌惮 0-的数据公司竞争，必

然处于下风。久而久之，肆无

忌惮的公司反倒成了主流。监

管介入，明确数据规范，竞争

的重心不再是哪家机构更大

胆，整个行业的发展才有坚实

基础。

二 则 ， 数 据 乱 象 频 发 ，

不得不管。数据，是向善的动

力，也是作恶的武器。受惠于

数据乱象，国内欺诈团伙从业

者已超过200万人，每年造成

经济损失近千亿元；各种“精

准”骚扰更让人不胜其烦。打

击数据乱象，是打击欺诈的重

要一环，与民众财产安全息息

相关，已超越大数据行业自身

的范畴。

2017年6月，《网络安全

法》正式落地，与数据相关的

有以下几点：

（1）网络运营者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

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

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

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2）网络运营者不得收

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

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

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

息。

（3）网络运营者不得泄

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

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

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

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

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4）任何个人和组织不

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

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

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配合法律落地，2017年6

月前后，有传闻经侦集中约谈

15家大数据公司，严打不合规

数据交易，风声鹤唳之下，大

数据公司多有收敛，但不久又

故态复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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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大 数 据 服 务 公 司 尽

享数据红利，向来对数据合规

关注不足，照市场说法，属于

“创新从灰色地带开始”，一

次两次敲打，自然难以奏效。

但监管环境已经改变，数据规

范使用势不可逆。

2018年9月，人大常委会

公布立法规划，《数据安全

法》位于第一类目，属条件比

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

法律草案。

《 数 据 安 全 法 》 已 在 路

上。此次集中突查大数据公

司，是数据治理开端，也是环

境突变信号。风雷兴，雨将

至，大数据公司是时候踏上转

型路了。

转型之路

大 数 据 产 业 ， 应 用 范 围

广，在金融、互联网、政务、

智慧城市、医疗、工业等领

域均有广泛前景，也有切实成

绩。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数

据，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

模为4700亿元，预计2020年

有望赶超1万亿，复合增速近

30%。据艾瑞估计，2020年大

数据软件市场规模将达到268

亿元。

回到金融领域看，大数据

应用最彻底、最成熟，同时，

与钱打交道，敏感信息多，数

据乱象也最为突出。数据治理

之网已经打开，大数据服务商

的生存土壤已经改变，表现在

三个方面：

一是隐私保护意识觉醒，

监管介入，数据获取难度大

增，从业门槛大幅提升，一些

实力较弱、经营规范性差的大

数据服务商将逐步退出市场，

头部机构也面临经营转型压

力；

二 是 业 务 巨 头 不 断 在 产

业链上下游拓展布局，在B端

转型的背景下，相继侵入数据

服务领域，携综合经营优势对

现有大数据服务商带来巨大压

力，市场将重新洗牌；

三 是 消 费 金 融 行 业 处 于

周期拐点阶段，大数据服务解

决方案能否经受这轮周期调整

的检验，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一部分大数据公司的存亡与空

间。

就大数据服务商而言，转

型将沿着三条路径展开：

一是远离数据，侧重于能

力输出。从直接提供数据和解

决方案转向大数据能力输出，

即协助持牌机构或工业产业进

行大数据能力建设，不再触碰

数据，专心做服务支持。这条

路径比较适合缺乏合规数据获

取渠道，或在数据获取上缺乏

差异化优势的大数据公司。

二 是 远 离 敏 感 数 据 ， 远

离敏感行业。转变服务对象，

远离金融行业，向互联网、医

疗、工业等领域进行转型，助

力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大数

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明确提到，要“推进工

业大数据全流程应用……推动

大数据在重点工业领域各环节

应用，提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

度融合发展水平，助推工业转

型升级”。工业领域数字化，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 是 延 续 现 有 模 式 ， 强

化合规意识。对于头部公司，

仍可坚守现有市场，不过需强

化合规经营意识和前瞻经营意

识，关注行业趋势变化，不断

尝试新的产品和服务，在迭代

中逐渐摆脱对传统服务模式的

依赖，尽快适应新的数据环境

和行业环境。

连锁反应

受影响的，不止大数据公

司，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

的金融科技业务，均需做针对

性调整，连锁效应下，消费金

融拐点会加速到来。

第 一 步 ： 对 高 利 贷 和 超

利贷平台一刀切。此次被调查

的大数据公司，有个共同点，

即都曾为高利贷平台提供数据

支持。突击曝光后，超利贷平

台成了烫手客户，除了不要命

的，多数大数据公司都在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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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对此类客户的服务。没了

大数据公司提供反欺诈支持，

超利贷平台直面骗贷团伙，在

技术对抗上或被秒杀，结局惨

淡。

第二步：多头借贷小范围

断裂，平台逾期率提升。超利

贷平台遭遇困境，那些跨越合

规线两边（36%）的多头借

款人资金链趋紧，借款人在高

利贷平台借不到钱，在合规平

台还不上钱，合规平台将出现

一波逾期潮。尤其是利率定价

24%-36%之间的产品，首当

其冲。

第三步：慎贷情绪抬头，

风控策略转向。逾期率抬头

后，持牌机构会调整风控策

略，有意规避多头群体，导致

多头人群资金链收紧，更多的

平台出现逾期，产生自我强化

式循环，行业逾期率普升。

第 四 步 ： 资 金 方 抽 资 ，

拐点来临。银行作为资金方，

规避风险，或减少资金投放，

或提高合作门槛，以次优借款

人为主的平台开始遭遇资金压

力，放贷下降、盈利放缓，在

行业层面表现为明显拐点。

第 五 步 ： 终 局 ， 现 金 贷

萧索，消费分期抬头。在上述

演变链条中，监管机构会适时

介入，一手拉、一手压，引导

行业结构调整。拉的是场景分

期，扶持资金用途真实可控的

消费金融发展壮大；压的是现

金贷，以有效缓解特定群体高

杠杆，解救被高负债压得透不

过气来的年轻群体。

行业的演变，反过来会左

右大数据风控的进化方向。

一则，对合规优质数据源

的争夺升级，规避数据风险，

夯实数据质量。

\n 二则，强化多头借贷模

型，降低容忍度，对多头群体

说不。

\n 三则，重视贷后管理和

实时风控，评估借款人现金流

压力，调整信贷策略。

\n 四则，降低风险偏好，

借力传统风控，拥抱抵押担保

等缓释手段。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 大 数 据

风控将经受周期考验，大潮褪

去，裸泳者现。不同大数据公

司之间风控效果的无差异性将

被打破，悬殊拉大，效果好的

公司迎来利好，效果差的也无

处可逃。

大数据公司个个声称数据

扎实、实力一流，究竟谁在尬

吹、谁有真水平呢？时间会揭

开答案。

风口转向

当前，居民杠杆率高位运

转、信贷支撑的消费主义颓势

已现。大数据，启动了消费金

融风口，冥冥之中，或许也该

由它来结束这个风口。

“ 沉 舟 侧 畔 千 帆 过 、 病

树前头万木春”，悲观与乐观

是并存的，风口的转向，拖累

一部分机构，也利好一部分机

构。于机构而言，唯有不断转

型、调整，才能久立潮头。

最 后 ， 简 单 为 “ 科 技 中

立论”正个名。一些人讲，科

技是中立的，监管有碍科技中

立。科技是中立的，但科技公

司不是中立的。相反，越是强

调科技中立，就越要强化对科

技公司及使用者的监管与规

范，唯有如此，才是捍卫科技

的中立性。

来自：微信公众号“苏宁

财富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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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浏览国家统计

局官网，看到有四条主要新

闻，其中前两条都与主题教育

有关；而后两条则都与大数据

应用研究有关，一是“深化中

国-东盟统计交流合作共促统

计 运 用 大 数 据 取 得 进 展 ——

第 五 届 中 国 - 东 盟 统 计 论 坛

（2019）在南宁成功举办”；

二是“国家统计局与浙江省人

民政府签署共建统计大数据应

用中心合作协议”。

这两则重要消息，一则是

国际交流，一则是与省政府的

合作，但都以“大数据”为关

键词。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

和巧合，而是反映了大数据迎

风扑面、快速发展，以及在政

府统计中加快大数据应用的一

种大势。

作 为 一 个 概 念 和 一 种 现

象，大数据进入我们的生活并

为人们所熟知，仅仅是本世纪

第二个10年间的事情，但其

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民众生

活的影响，却可用日新月异、

今非昔比来形容。而这种飞速

的发展变化，对统计工作也不

可避免地产生着越来越大的

影响。如果说几年前，我们只

是强调将大数据作为政府统计

数据源的一种补充或参考，那

么今天，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

考虑，将有关大数据应用纳入

我们的统计方法制度，并作为

政府统计数据源的一个组成部

分，才能确保宏观统计数字的

准确与符合趋势。

原 因 有 二 ： 其 一 ， 作 为

以电子化生成且规模巨大为特

征的大数据，其在诸多政府统

计基础数据中所占的比重已经

且正在快速上升。如今年前8

个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19.4%，已经接近1/5，比

2014年全年网上零售额10.6%

的比重，提高了8.8个百分点。

其二，大数据变化频繁，绝非

传统统计方法可以覆盖和包

括。如很多网购商品、网上订

餐，不仅其价格与店面价格差

异较大，且其价格经常变化，

甚至一天一个价、几个价，绝

不是在店面现场采价可以一并

代表的。

也 正 因 为 如 此 ， 世 界 各

国政府统计部门都就统计工作

中运用大数据的问题进行积极

探索。在第五届中国-东盟统

计论坛上，各国统计部门就此

相互交流了各自的经验。中国

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开展联合国

加快大数据统计应用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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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服务估价项目试点；新加

坡基于大数据开展互联网经济

分析、网络舆情分析和谷歌趋

势分析；马来西亚大数据平台

包括企业贸易特征分析、价格

智能信息、官方统计公共成熟

度分析三个模块；泰国利用地

理空间数据和卫星图像来提高

小范围人口和贫困状况估测水

平；印尼则基于手机移动定位

数据来监测游客数量。

因 此 ， 无 论 是 借 鉴 先 进

的国际经验，还是从我国大数

据发展的实践着眼，我们的大

数据统计应用都有必要向政府

统计的核心业务深入和拓展，

将相关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作

为相关指标乃至专业数据搜集

汇总，成为我们政府统计制度

方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比 如 ， 区 别 很 多 商 业 销

售单位既有实体店销售又有网

售的实际情况，在零售额及批

发零售业统计中采取有针对性

的统计方法，确保实体的归实

体，网售的归网售，彼此既不

要重复也不要遗漏。

比 如 ， 针 对 网 售 、 外 卖

快速发展的态势，在价格统计

中研究完善网上价格的采集方

法。一是考虑适当调整代表规

格品。二是合理确定不同规格

品的采价点。当然，网上采价

与实体店采价不同。三是科学

确定相关规格品的权重，包括

实体采价点与网上采价之间的

比例。四是针对网上价格的变

化特点，确定相应的采价频率

及时间等等。

来源：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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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数据概念越来

越多地被提及，外汇管理部门

作为对外经济和发展的一个重

要部门，面临着汇率改革、人

民币国际化、国际经济形势多

变、外汇储备变动等情况，对

大数据处理、应用的需求更加

强烈。

大数据在外汇领域应用可

行性分析

大数据发展战略作为政策

支撑。2015年7月，国务院颁

布了纲领性文件——《促进大

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部

署大数据发展工作；2016年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发布。把大数据作为

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

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助力产业

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人

民银行易纲行长强调，要坚持

把强化数据和系统作为外汇管

理的支撑。要提升手段，逐步

完成跨境资金流动数据整合和

数据仓库建设，进一步研究和

丰富监测分析指标，为监管提

供“千里眼”和“顺风耳”。

外汇管理局内部系统整合

作为技术支撑。目前，外汇管

理局在推进数据整合及综合利

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将

各个系统统一到金宏系统的应

用服务平台上来。二是部分业

务行政审批网络化。三是建立

了非现场检查系统等综合分析

系统。与此同时，外汇管理局

制定了数据采集的统一标准，

实现了对国际收支、经常项

目、资本项目管理数据的一次

性采集。这为外汇大数据时代

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数据在外汇管理中的应

用现状

（ 一 ） 外 汇 大 数 据 的 采

集。目前，外汇管理大数据采

集内容主要包括外汇管理局业

务数据、跨部门共享数据以及

银行外汇业务数据。外汇管理

局业务数据主要通过外汇管理

局界面录入，数量不多。跨部

门共享数据，主要是海关进出

口数据，通过总局间的数据交

换，数据规范基本符合后续统

计分析和挖掘需要。对银行外

汇业务数据，外汇管理局目前

实现了包含涉外收支交易、账

户数据、结售汇、银行自身业

务、部分代客业务、对外金

融资产负债及交易，以及个人

外币现钞存取信息的大数据采

集。

（二）以非现场监管为主

要目的的大数据应用。目前，

外汇管理局主要通过外汇业务

数据采集平台和跨境资金流动

监测与分析平台等外汇系统，

逐步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外汇

非现场监管，促进外汇管理由

大数据在外汇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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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向事后监管的转变。大数

据依照系统需求制定的规范进

行采集，并导入或关联到各外

汇系统，通过外汇系统以及外

汇管理人员实现统计分析与挖

掘，进而实现数据价值。

外汇大数据面临的问题

（ 一 ） 外 汇 管 理 仍 处 于

“小数据”时代。目前，外汇

大数据主要对内部系统进行

深度整合和扩展，对数据进行

综合有效利用，而对跨部门

数据的获取及应用尚处于初始

阶段，各部门掌握的信息都

是相对独立的，各有侧重并有

重复，缺乏多方信息的交互与

共享，造成了分段管理和监管

棚架。另外，外汇大数据多应

用于主体监管项下的非现场监

管，对于涉汇主体的市场准

入、退出以及宏观经济金融形

势预判则应用较少。

（ 二 ） 外 汇 管 理 局 内 部

数据大集中与采集数据难的矛

盾。“数据信息”是实施外

汇大数据管理的重要前提与基

础，“数据信息”的采集质

量影响监管的成效。一方面，

目前外汇管理应用服务平台

上的部分系统，如贸易信贷抽

样调查系统的数据信息由交易

主体手工录入生成，无法避免

错误与遗漏。另一方面，外汇

管理局作为外汇大数据应用的

具体实施主体，较难全面掌握

交易主体外汇业务处理和数据

生产、加工、报送流程，普遍

存在对外汇业务系统数据解读

难、利用效率低的问题。

（ 三 ） 机 制 建 设 尚 未 完

善，数据大集中与数据安全存

在矛盾。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更

为庞杂，数据安全、访问权限

等方面应该制定严格标准。大

数据时代数据从分散向集中转

化，一方面适应了外汇管理

业务发展需要，降低了管理成

本，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到当今

信息安全的重要性，系统数据

应力求准确的同时保证安全，

任何数据的丢失和损坏都将严

重影响外汇业务的正常运行。

而现阶段，没有明确的数据管

理部门，没有明确的数据管理

规章制度。

（ 四 ） 专 业 人 才 与 专 业

技术缺失。外汇大数据应用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等配套支撑传

统数据管理模式的结构重组和

更新换代，大数据应用人才储

备不足是各级外汇管理部门存

在的普遍问题。另外，大数据

与金融结合是最近几年出现的

新方向，加之大数据技术需要

使用最新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并行运算法、文件存储系统等

技术，才能有效处理海量复杂

的异构数据，因此，外汇管理

大数据技术仍处于摸索阶段。

大数据技术下外汇管理模

式构想

（ 一 ） 外 汇 管 理 大 数 据

采集。外汇大数据依赖于所有

基础数据的采集。大数据系统

应建立在当前应用服务平台的

进一步整合、利用和数据分析

上，可以把新的应用服务平台

大数据系统称为“外汇云系

统”。“外汇云系统”对历史

情况进行永久记录，有利于不

同地区、不同情况下发现相同

问题时进行参考借鉴，有效提

升外汇管理的效率和一致性。

同时，为提高采集数据的真实

性和便利性，可以建立一个标

准的接口机制。为了降低数据

集中的风险和难度，“外汇云

系统”可以仅负责通讯对接，

不存储数据，这样数据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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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所属权没有发生转移，可

以有效保护数据安全。

（二）外汇管理大数据处

理。基于大数据构建的“外汇

云系统”需要完成数据采集、

存储、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等

功能。因此，大数据技术需要

使用最新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并行算法、文件存储系统、索

引和查询技术，以有效实时处

理海量复杂的异构数据。在

“外汇云系统”上，实现不同

数据源的数据在数据仓库内整

合、加工后形成面向不同数据

主题并支撑面向不同决策和监

管目标的业务模型，进而实现

外汇传统业务和“互联网+”

及“大数据+”的深度融合。

（ 三 ） 对 内 大 数 据 外 汇

管理注意问题。注重完善外汇

大数据共享的相应法律制度

建设。可制定部门数据资源

共享管理办法，将数据资源

分为“普遍共享”“按需共

享”“不共享”三种类型；注

重加强非结构化数据和各项业

务系统的整合，实现数据采集

标准的统一化；注重数据的容

错、纠错机制建设。对“外汇

云系统”中的数据，应进行程

序和人工两方面比对、纠错，

每一个纠错过程予以记录；注

重与国际统计方式的一致性。

“外汇云系统”及大数据分析

系统应与国际通用统计方式一

致，为某种程度上的数据共享

建立统计接口，在联合统计、

国际调查方面提升兼容性；注

重提高数据安全性。如对内统

计分析的“云系统”与对外服

务查询的“云系统”是分开成

两个“云”还是融合成一个

“云”，或者是仅将对外服务

部分的云数据映射对外服务，

值得进一步论证。

来源：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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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统计学是大数据的

三大基础学科之一，所以统计

学与大数据之间的关系还是非

常密切的，但是这也导致一部

分人产生了一定的误解，认为

大数据就是统计学，统计学就

是大数据。

实 际 上 ， 虽 然 在 大 数 据

时代背景下，统计学的知识体

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

是统计学本身的理念与大数据

还是具有一定区别的，统计学

注重的是方式方法，而大数据

则更关注于整个数据价值化的

过程，大数据不仅需要统计学

知识，还需要具备数学知识和

计算机知识。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统计学为大数据进行数据

价值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 技 术 体 系 结 构 来 看 ，

统计学知识主要应用在大数据

分析领域，统计学方式是大数

据分析的两种主要方式之一，

另一种数据分析方式是机器学

习。所以，对于主攻大数据分

析方向的研发人员来说，掌握

统计学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统计学在数据分析方面已经

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知识体

系，而且很多技术已经经过了

实践的检验。其实对于很多职

场人来说，平时大部分的数据

分析任务都是基于统计学理论

进行的，包括采用的数据分析

工具也都属于统计学领域的范

畴。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

一方面统计学会进一步向大数

据倾斜，包括目前不少统计学

专业的研究生课题，都逐渐开

始向大数据方向拓展，另一方

面大数据会在发展的初期大量

采用统计学相关理论和技术，

这也能够提升大数据相关技术

的落地应用能力。

我从事互联网行业多年，

目前也在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

生，主要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我会陆

续写一些关于互联网技术方面

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

注我，相信一定会有所收获。

来源：IT人刘俊明

统计学与大数据具有哪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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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6 日 ， 以 “ 大 数

据·新动能”为主题的《2019

大数据统计论坛》在贵州财经

大学隆重举行。国家统计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鲜祖德出席论

坛并致辞，他指出：“统计大

数据就是统计，是新时代、新

时期和新的技术条件下的统

计。”大数据时代就在当下，

统计系统应把握机遇、迎接挑

战，推进以大数据运用为核心

的统计信息化体系融合，加强

对现有统计数据资源资产化管

理和大数据挖掘分析应用，强

化系统整合、数据融合、服务

集合，推进数据采集整合、综

合应用、关联分析和安全管

理，促进政府统计数字化转

型，为建立统计大数据奠定基

础。在此，笔者结合统计工作

谈一谈对于推进统计大数据建

设的几点思考，并期待同仁指

正。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数 据 资 源 流 失 。 当 前 ，

统计数据管理存在数据存量不

清、数据增量不明等问题，常

常因早期系统开发语言、系统

架构等因素，导致系统淘汰、

废弃或不能满足当前统计业务

应用需要。而伴随平台内部数

据资源被丢弃，造成大量历史

数据资源流失。作为政府数据

生产者，统计部门积淀了大量

的普查、常规统计、抽样调查

数据，形成基础数据、基层数

据、汇总数据、综合数据等多

层次多类型数据形态，对数据

总量、数据结构、数据内容等

存量和增量有待进一步摸清。

数 据 亲 缘 割 裂 。 政 府 信

息化所建平台标准不统一、数

据流动不畅通、系统延展性差

等，所形成的信息孤岛、数据

烟囱长期存在并难以短期消

除。平台建设开发，缺乏前期

必要的周密规划设计，统计业

务、电子政务、信息发布共享

及信息安全等数据相互割裂，

数据“打架”和数据矛盾导致

数据孤立。在系统中，以结

构化数据为主体，大量半结构

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未被重

视，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之

间转化难度较大，不同类型数

据在形态上分离。

数 据 成 效 不 佳 。 数 据 呈

现形式比较单一，开发利用价

值并未充分释放，数据服务价

值有待激活。同时，数据呈现

形式不够丰富，展现数据范围

有待拓宽，数据表现载体比较

单一，数据智能化调用有待提

探索推进统计大数据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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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多时期、多系统和多类型

数据分析效果有待进一步改

善，统计数据分析预警能力有

待增强，数据双向服务功能尚

需完善，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

数据价值有待继续深度开发。

需要突破的重点方向

基 础 数 据 。 加 强 对 不 同

系统、性质、类别、结构的数

据管理，保证体系可延展性，

必须解决基础标准，加强基础

标准建设，通过建立一套标准

实现数据生产、加工、管理和

挖掘一致性。解决平台基础标

准，就要加强符合地方需要的

统计基础数据库建设，特别

是制度库、指标库、标准库、

元数据库等数据标准库及名

录库、地理信息库、人员信息

库等基础工具库。要加强对基

础数据库研究，加强对统计数

据资产化管理和不同结构数据

融合转换，加强与国家（或省

级）整合共享平台基础数据互

通共享，提高统计基础数据质

量。

数 据 存 储 。 解 决 数 据 存

储问题实际就是构建合理架构

的数据库群，满足统计数据融

合功能需求。要合理构建数据

库群，充分考虑在数据获取、

处理、分析、应用等环节，按

时期数据、类型数据和专业

数据等合理划分，形成逻辑上

一体，分布式存储，功能上

互补，架构上可延伸的数据库

群。要注重数据库间数据调取

的便利性、快捷性，要形成数

据存储目录清单，便于快速掌

握数据资源范围和建立数据分

析模型等。在数据库建设时，

要注重业务、信息发布共享、

电子政务、安全监管等底层数

据标准统一问题，实现体系融

合和大数据平台一体化。

数 据 融 合 。 数 据 融 合 实

际就是平台建设和数据资产化

管理最核心问题，需要深入系

统研究，要对不同时期数据、

结构数据、类型数据融合性研

究，对不同指标数据关联性研

究，对多系统、性质、类型的

数据和内、外部数据等融合性

研究，提高数据融合整体质

量。

数 据 挖 掘 。 要 重 视 分 析

平台建设，解决数据获取、模

型建立和数据展示等问题。

数据挖掘既包括一般性数据汇

总，又包括数据智能化生产、

分析、加工及展示，通过统计

数据与统计业务智能化融合、

统计数据与统计报表智能化生

成等，提升平台智能化水平。

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建立统计

数据分析模型，调用平台数据

资源，获取解决问题需要的结

果。同时，要加强对统计数据

可视化展示，除传统静态展示

外，还要对数据动态化分析展

示，利用地图资源特性进行模

型化分析，将抽象的数据类型

进行可视化，业务智能应用和

云图展示。

需要做好的推进举措

法律法规是统计大数据建

设的前提。数据融合必然是全

量数据融合。部分统计数据涉

及企业、个人隐私，部分综合

数据比较敏感，直接制约统计

数据的深度开发和统计大数据

的合作、开发、应用。以四川

为例，审议通过的《四川统计

管理条例》修正最大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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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创新探

索从地方立法和法律法规角度

明确提出了“政府统计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传统数据的应用，

各相关单位有配合的义务”，

规范大数据和现代信息技术在

统计中运用，为传统数据与非

传统数据有机融合提供了坚强

的法律支撑和法律保障。

组织人才是统计大数据建

设的基础。推进数据融合及大

数据建设，必须建立自上而下

的组织机构和熟悉统计业务、

掌握信息技术、拥有管理能力

的人才队伍。推动设机构、定

人员、明职责，建立符合新时

期发展要求的统计大数据机构

和人才队伍。四川省积极推进

统计大数据队伍建设，省级、

市级、县级成立大数据机构，

增加机构、编制、人员，调整

完善职能职责，为推进统计大

数据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基础研究是统计大数据建

设的核心要件。推进数据融合

及大数据建设，要从省级层面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全省信息

化建设各方资源，加强对不同

系统数据结构、数据来源、数

据成分进行研究，加强对统计

指标、标准、制度、元数据等

基础规范设计，建立从部门统

计向政府统计更大范围更高层

次转变的大数据平台。要系统

性规划、整体性设计，并做大

量基础性研究，集中体现到数

据融合及大数据平台建设中。

机制建设是统计大数据建

设的重要保障。建立统筹协调

领导机制，借助科研院所合作

成果，共推统计数据融合。领

导机制上，成立领导小组，健

全完善工作机制，实行“统一

管理、统一立项、分别实施、

分工协作”集中管理模式。合

作机制上，加强与地方政府、

科研院所、企业等合作，搭建

多渠道多层次合作交流机制，

共建合作研究交流平台。

来源：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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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数 据 给 互 联 网 带 来 的

是空前的信息大爆炸，它不仅

改变了互联网的数据应用模

式，还将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

产生活。深处在大数据时代中

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大数据已

经将数据分析的认识从“向后

分析”变成“向前分析”，改

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但同时

大数据也向我们提出了数据采

集、分析和使用等难题。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说 ， 大 数

据是数据分析的前沿技术。简

言之，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

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

力，就是大数据技术。明白这

一点至关重要，也正是这一点

促使该技术具备走向众多企业

的潜力。

在 解 决 了 这 些 难 题 的 同

时，也意味着大数据开始向纵

深方向发展。大数据可分成大

数据技术、大数据工程、大数

据科学和大数据应用等领域。

目前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大数据

技术和大数据应用。工程和科

学问题尚未被重视。大数据工

程指大数据的规划建设运营管

理的系统工程；大数据科学关

注大数据网络发展和运营过程

中发现和验证大数据的规律及

其与自然和社会活动之间的关

系。

1、大数据统计分析的意

义

近年来，包括互联网、物

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内

的IT通信业迅速发展，数据的

快速增长成了许多行业共同面

对的严峻挑战和宝贵机遇，因

此现代信息社会已经进入了大

数据时代。事实上，大数据改

变的不只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工作模式、企业运作和经营模

式，甚至还引起科学研究模式

的根本性变。

一 般 意 义 上 ， 大 数 据 是

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机

器和软硬件工具对其进行感

知、获取、管理、处理和服务

的数据集合。网络大数据是

指“人、机、物”三元世界在

网络空间中彼此交互与融合

所产生并在互联网上可获得的

大数据。将数据应用到生活生

产中，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或

企业对信息作出比较准确的判

断，以便采取适当行动。数据

分析是组织有目的地收集数

据、分析数据，并使之成为信

息的过程。也就是指个人或者

企业为了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决

策或者营销等问题，运用分析

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

所 谓 的 数 据 统 计 分 析 博

易智软认为就是运用统计学的

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在以往

的市场调研工作中，数据统计

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挖掘出数据

中隐藏的信息，但是这种数据

的分析是“向后分析”，分析

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在

大数据中，数据的统计分析

是“向前分析”，它具有预见

性。

2、大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数 据 是 结 构 化 的 ， 包 括

原始数据中的关系数据库，其

大数据时代的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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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就是半结构化的，譬如我

们熟知的文本、图形、图像数

据，同时也包括了网络的不同

构型的数据。通过对各种数据

的分析，就可以清晰的发现不

同类型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包

括反映表征的、带有普遍性的

广义型知识；用于反映数据的

汇聚模式或根据对象的属性区

分其所属类别的特征型知识；

差异和极端特例进行描述的差

异型知识；反映一个事件和其

他事件之间依赖或关联的关联

型知识。

根据当前历史和当前数据

预测未来数据的预测型知识。

当前已经出现了许多知识发现

的新技术，其中之一就是可视

化方法。数据可视化技术有3

个鲜明的特点：

(1)、与用户的交互性强。

用户不再是信息传播中的受

者，还可以方便地以交互的方

式管理和开发数据。

(2)、数据显示的多维性。

在可视化的分析下，数据将每

一维的值分类、排序、组合和

显示，这样就可以看到表示对

象或事件的数据的多个属性或

变量。

(3)、最直观的可视性特

点。数据可以用图像、曲线、

二维图形、三维体和动画来显

示,并可对其模式和相互关系进

行可视化分析。

3、数据挖掘算法

数据挖掘是指数据库中的

知识发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89年美国底特律市召开的

第一届KDD国际学术会议上，

而第一届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

(DataMining，DM)国际学术会

议是1995年加拿大召开的，会

议上将数据库里存放的数据生

动地比拟成矿床，从而“数据

挖掘”这个名词很快就流传开

来。数据挖掘的目的是在杂乱

无章的数据库中，从大量数据

中找到有用的、合适的数据，

并将其隐含的、不为人知的

潜在价值的信息揭示出来的过

程。事实上，数据挖掘只是整

个KDD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数据挖掘的定义没有统一

的说法，其中“数据挖掘是一

个从不完整的、不明确的、大

量的并且包含噪声的具有很大

随机性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

取出隐含其中、事先未被人们

获知、却潜在有用的知识或模

式的过程”是被广泛接受的定

义。

事 实 上 ， 博 易 智 软 觉 得

该定义中所包含的信息——大

量真实的数据源包含着噪声；

满足用户的需求的新知识；被

理解接受的而且有效运用的知

识；挖掘出的知识并不要求适

用于所有领域，可以仅支持某

个特定的应用发现问题。以上

这些特点都表现了它对数据处

理的作用，在有效处理海量且

无序的数据时，还能够发现

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有用的知

识，最终为决策服务。从技术

这个角度来说，数据挖掘就是

利用一系列相关算法和技术从

大量的数据中提取出为人们所

需要的信息和知识，隐藏在数

据背后的知识，可以以概念、

模式、规律和规则等形式呈现

出来。

4、大数据技术的预测性

分析

预测性分析可以让分析员

根据可视化分析和数据挖掘的

结果做出一些预测性的判断。

大数据分析最终要实现的应用

领域之一就是预测性分析，可

视化分析和数据挖掘都是前期

铺垫工作，只要在大数据中挖

掘出信息的特点与联系，就可

以建立科学的数据模型，通过

模型带入新的数据，从而预测

未来的数据。作为数据挖掘的

一个子集，内存计算效率驱动

预测分析，带来实时分析和洞

察力，使实时事务数据流得到

更快速的处理。实时事务的数

据处理模式能够加强企业对信

息的监控，也便于企业的业务

管理和信息更新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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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数据的预测分析

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分析未来

的数据信息，有效规避风险。

在通过大数据的预测性分析之

后，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

可以比之前更好地理解和管理

大数据。

尽管当前大数据的发展趋

势良好，但网络大数据对于存

储系统、传输系统和计算系统

都提出了很多苛刻的要求，现

有的数据中心技术很难满足网

络大数据的需求。因此，科学

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对大数据的

支持起着重要的作用，大数据

的革命需要考虑对IT行业进行

革命性的重构。网络大数据平

台(包括计算平台、传输平台、

存储平台等)是网络大数据技术

链条中的瓶颈，特别是网络大

数据的高速传输，需要革命性

的新技术。

此 外 ， 既 然 在 大 数 据 时

代，任何数据都是有价值的，

那么这些有价值的数据就成为

了卖点，导致争夺和侵害的发

生。事实上，只要有数据，就

必然存在安全与隐私的问题。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

数据的增多，使得个人数据面

临着重大的风险和威胁，因

此，网络需要制定更多合理的

规定以保证网络环境的安全。

5、大数据的应用

众所周知，企业数据本身

就蕴藏着价值，但是将有用的

数据与没有价值的数据进行区

分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

题。但是屡见不鲜的是，很多

公司仍然只是将信息简单堆在

一起，仅将其当作为满足公司

治理规则而必须要保存的信息

加以处理，而不是将它们作为

战略转变的工具。

毕竟，数据和人员是业务

部门仅有的两笔无法被竞争对

手复制的财富。在善用的人手

中，好的数据是所有管理决策

的基础，带来的是对客户的深

入了解和竞争优势。数据是业

务部门的生命线，必须让数据

在决策和行动时无缝且安全地

流到人们手中。

大数据分析是商业智能的

演进。当今，传感器、GPS系

统、QR码、社交网络等正在

创建新的数据流。所有这些都

可以得到发掘，正是这种真正

广度和深度的信息在创造不胜

枚举的机会。要使大数据言之

有物，以便让大中小企业都能

通过更加贴近客户的方式取得

竞争优势，数据集成和数据管

理是核心所在。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将这

种复杂性看成是一种机会而不

是问题。处理方法时，产生的

数据越多，结果就会越成熟可

靠。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中，

最灵活和成功的企业将会是那

些善用大机遇的公司。

大数据时代的大数据技术

与应用有哪些.中琛魔方大数据

(www.zcmorefun.com)表示：

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

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

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

业化处理。换言之，如果把大

数据比作一种产业，那么这种

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

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

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

值”。

来源：智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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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视化分析

大数据分析的使用者有大

数据分析专家，同时还有普通

用户，但是他们二者对于大数

据分析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可视

化分析，因为可视化分析能够

直观的呈现大数据特点，同时

能够非常容易被读者所接受，

就如同看图说话一样简单明

了。

2. 数据挖掘算法

大数据分析的理论核心就

是数据挖掘算法，各种数据挖

掘的算法基于不同的数据类型

和格式才能更加科学的呈现出

数据本身具备的特点，也正是

因为这些被全世界统计 学家

所公认的各种统计方法（可以

称之为真理）才能深入数据内

部，挖掘出公认的价值。另外

一个方面也是因为有这些数据

挖掘的算法才能更快速的处理

大数据，如 果一个算法得花上

好几年才能得出结论，那大数

据的价值也就无从说起了。

3. 预测性分析

大数据分析最终要的应用

领域之一就是预测性分析，从

大数据中挖掘出特点，通过科

学的建立模型，之后便可以通

过模型带入新的数据，从而预

测未来的数据。

4. 语义引擎

非结构化数据的多元化给

数据分析带来新的挑战，我们

需要一套工具系统的去分析，

提炼数据。语义引擎需要设计

到有足够的人工智能以足以从

数据中主动地提取信息。

5.数据质量和数据管理。 

大数据分析离不开数据质量和

数据管理，高质量的数据和有

效的数据管理，无论是在学术

研究还是在商业应用领域，都

能够保证分析结果的真实和有

价值。

大数据分析的基础就是以

上五个方面，当然更加深入大

数据分析的话，还有很多很多

更加有特点的、更加深入的、

更加专业的大数据分析方法。

大数据的技术

数据采集： ETL工具负责

将分布的、异构数据源中的数

据如关系数据、平面数据文件

等抽取到临时中间层后进行清

洗、转换、集成，最后加载到

数据仓库或数据集市中，成为

联机分析处理、数据挖掘的基

础。

数据存取： 关系数据库、

NOSQL、SQL等。

基础架构： 云存储、分布

如何进行大数据分析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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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文件存储等。

数据处理： 自然语言处

理(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是研究人与计算机

交互的语言问题的一门学科。

处理自然语言的关键是要让计

算机”理解”自然语言，所以

自然语言处理又叫做自然语言

理解也称为计算语言学。一方

面它是语言信息处理的一个分

支，另一方面它是人工智能的

核心课题之一。

统计分析： 假设检验、

显著性检验、差异分析、相关

分析、T检验、 方差分析 、 

卡方分析、偏相关分析、距离

分析、回归分析、简单回归

分析、多元回归分析、逐步回

归、回归预测与残差分析、岭

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曲线

估计、 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快速

聚类法与聚类法、判别分析、

对应分析、多元对应分析（最

优尺度分析）、bootstrap技术

等等。

数 据 挖 掘 ：  分 类 

（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 、 估

计 （ E s t i m a t i o n ） 、 预 测

（Prediction）、相关性分组

或关联规则（Affinity grouping 

or association rules）、聚

类（Cluster ing）、描述和

可视化、Desc r i p t i on  and 

Visualization）、复杂数据类型

挖掘(Text, Web ,图形图像，视

频，音频等)

模型预测 ：预测模型、机

器学习、建模仿真。

结果呈现： 云计算、标签

云、关系图等。

大数据的处理

1. 大数据处理之一：采集

大 数 据 的 采 集 是 指 利 用

多个数据库来接收发自客户端

（Web、App或者传感器形式

等）的 数据，并且用户可以

通过这些数据库来进行简单

的查询和处理工作。比如，

电商会使用传统的关系型数

据库MySQL和Oracle等来存

储每一笔事务数据，除 此之

外，Redis和MongoDB这样的

NoSQL数据库也常用于数据的

采集。

在大数据的采集过程中，

其主要特点和挑战是并发数

高，因为同时有可能会有成千

上万的用户 来进行访问和操

作，比如火车票售票网站和淘

宝，它们并发的访问量在峰值

时达到上百万，所以需要在采

集端部署大量数据库才能支

撑。并且如何在这些数据库之

间 进行负载均衡和分片的确是

需要深入的思考和设计。

2. 大数据处理之二：导入

/预处理

虽然采集端本身会有很多

数据库，但是如果要对这些海

量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还是

应该将这 些来自前端的数据导

入到一个集中的大型分布式数

据库，或者分布式存储集群，

并且可以在导入基础上做一些

简单的清洗和预处理工作。也

有一些用户会在导入时使 用来

自Twitter的Storm来对数据进

行流式计算，来满足部分业务

的实时计算需求。

导 入 与 预 处 理 过 程 的 特

点和挑战主要是导入的数据量

大，每秒钟的导入量经常会达

到百兆，甚至千兆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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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处理之三：统计

/分析

统 计 与 分 析 主 要 利 用 分

布式数据库，或者分布式计

算集群来对存储于其内的海

量数据进行普通 的分析和分

类汇总等，以满足大多数常

见的分析需求，在这方面，

一些实时性需求会用到EMC

的 G r e e n P l u m 、 O r a c l e 的

Exadata，以及基于 MySQL的

列式存储Infobright等，而一些

批处理，或者基于半结构化数

据的需求可以使用Hadoop。

统计与分析这部分的主要

特点和挑战是分析涉及的数据

量大，其对系统资源，特别是

I/O会有极大的占用。

4. 大数据处理之四：挖掘

与 前 面 统 计 和 分 析 过 程

不同的是，数据挖掘一般没有

什么预先设定好的主题，主

要是在现有数 据上面进行基

于各种算法的计算，从而起

到预测（Predict）的效果，

从而实现一些高级别数据分

析的需求。比较典型算法有

用于聚类的Kmeans、用于 统

计学习的SVM和用于分类的

NaiveBayes，主要使用的工具

有Hadoop的Mahout等。该过

程的特点和挑战主要是用于挖

掘的算法很复杂，并 且计算涉

及的数据量和计算量都很大，

常用数据挖掘算法都以单线程

为主。

整个大数据处理的普遍流

程至少应该满足这四个方面的

步骤，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比较

完整的大数据处理。

来源：知道合伙人babyAn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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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0日，阿里巴

巴集团在杭州举办成立20周年

庆祝晚会。20年间，阿里巴

巴从当年只有“十八罗汉”的

小公司发展成有10万员工的大

企业，从一家主营线上交易业

务的电商平台发展成一个覆盖

衣、食、住、行、娱全生态的

“阿里数字经济体”，成为中

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跻

身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之

列。阿里巴巴的崛起是中国数

字经济风起云涌的一个缩影，

折射出在互联网激荡中腾飞的

中国经济，以及在数字经济浪

潮席卷下奔向美好未来的中国

社会。

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

1994年，一条46K国际专

线的开通开启了中国全功能接

入互联网的新时代。伴随着互

联网基础设施的持续推进以及

互联网技术的日臻成熟，互联

网用户规模不断增长，互联网

应用逐步在中华大地上出现，

国家也在信息化建设和推进互

联网应用方面做出部署规划。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

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布，标志着以电子商务为代

表的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

“互联网 ”一词首次出现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同年7月，国

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鼓

励“互联网 ”的相关政策和指

导意见密集出台，掀起一股互

联网创业的热潮，推动“互联

网 ”应用呈井喷式增长。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

将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

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

的各类创新，通过发展跨境电

子商务、建设信息经济示范区

等，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

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

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

世界范围内，对数字经济发展

发表重要论述。

2017年，“数字经济”首

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上升

到国家战略高度。12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

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到2018年年底，我国数字

经济规模已达31.3万亿元，占

GDP的比重达34.8%，数字经

新引擎！数字经济大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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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从互联网引入到数字经济

遍地开花，25年间，我国已经

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领跑

者，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

年9月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

济报告》显示，美国和中国在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

地位。

数字产业化打造发展新动

能

1998年3月6日，一位名

叫王轲平的媒体人通过中国银

行网站，从世纪互联公司购买

到10小时的上网时间，完成了

中国第一单电子交易的支付。

自此，“电子商务”变为现

实，线上交易打造了“没有淘

不到的宝贝，没有卖不出的商

品”的全新零售模式，在电商

浪潮下，淘宝、当当、京东等

电商平台接连登场，电商平台

敲开了我国迈向数字经济的大

门。

2003年5月淘宝网上线，

那一年全国网络购物的交易

额仅有7.9亿元，而到了2006

年，我国网络零售额突破1000

亿元大关，2012年突破10000

亿元大关，其间增速一直保持

在50%以上。如今，我国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电商消费国家，

截至2019年6月底，我国网络

购物用户规模达到6.39亿，

“网购”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电

子商务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

擎。

移 动 支 付 成 为 数 字 中 国

的一张亮丽名片。如今，在超

市收银台，收银员问得最多的

问题是“微信还是支付宝”；

乘坐出租车一到地方，师傅便

打开手机二维码让你扫一扫；

菜市场的小店老板听到“已收

款”的语音播报，便把菜递到

你手中……从过去的“面对面

交钱”到“扫一扫付款”，移

动支付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

的消费方式，如今“出门不用

带钱包”“一部手机走天下”

已经成为常态。尽管我国的移

动支付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2016年，我国的移动支付规模

就达到了美国的50倍，到2019

年6月，我国手机支付用户已

经达到6.21亿户，我国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移

动支付也成为基于互联网的商

业活动能够实现的基础，带动

了更多传统行业从线下走向了

线上。

2012年年底，中国手机网

民规模达到4.2亿，手机网民首

次超过台式电脑，智能手机的

普及和移动支付的发展全面连

接起人们的线上和线下生活。

大到提供在线教育、远程医

疗、互联网金融等专业服务，

小到满足打车、订餐、送花、

洗车、美甲等生活需求，一时

间，互联网创业热情空前高

涨，几乎所有的传统服务都被

“端”到了线上，手机已经成

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伴侣”。

无人零售、网上外卖打造了

“衣食”新模式，智能家居、

无人驾驶带来了“住行”新体

验。截至2019年6月底，我国

手机网民规模已达8.47亿，人

均安装手机App 56个，用户月

均使用移动流量达7.2GB，为

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

庞大的用户群体和种类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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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互联网应用带来日益增长

的数据资源，让我国成为生产

和积累数据量极大、种类极丰

富的国家之一。“我国海量数

据快速增长，数据量年均增速

超过50%。”在2018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

在“触网”短短25年的时间

里，我国已飞速成长为当之无

愧的“数据大国”。

凭借庞大的数据资源和不

断提升的技术水平，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

新兴产业飞速发展。截至2018

年年底，我国物联网产业总体

规模达到1.2万亿元；我国与

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规模已超

过5000亿元；我国区块链产业

规模约为10亿元，与区块链相

关的产品交易、教育等衍生产

业规模约为40亿元；我国大数

据产业相关人才占全球总数的

59.5%。一串串数据彰显出数

字产业的澎湃动力。

2018年，“一块可以改变

命运的屏幕”引发全社会的关

注，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

通过直播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

步上课，有的学校出了省状

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提升了几

倍。今年3月，海南的神经外

科专家凌至培，通过远程操控

手术器械，为身处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的患者植入“脑起

搏器”，完成了全国首例基于

5G的远程人体手术。一个个智

慧应用描绘出数字产业改变生

活的美好未来。

产业数字化开启发展新空

间

随着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

加速融合，工业、农业、服务

业等传统产业也迈出了数字化

转型的步伐。

你 是 否 认 为 中 国 的 工 厂

是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一排

排流水线上坐着繁忙劳作的工

人？中国的工厂早已不是当初

的模样。工厂大门紧闭，车间

灯光熄灭，流水线空无一人，

机器孤独运转，富士康的“熄

灯工厂”颠覆了传统工厂的生

产模式，已成为中国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

国工业领域的重点行业、企业

便开始利用互联网开展信息化

改造；“十一五”规划明确提

出，以信息化改造制造业，推

进生产设备数字化、生产过程

智能化和企业管理信息化。信

息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制造技

术的结合，不仅打造了新兴的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业，还提升

了机械、冶金、化工等传统制

造业升级转型的速度，增强了

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进程中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随着工业互联网

的兴起，工业云、工业App等

数字化解决方案促进我国工业

制造水平大幅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显著增强，数字工厂、无

人工厂、熄灯工厂不断涌现，

既颠覆了传统工业生产方式，

也提升了生产效率。在浙江省

宁波市海曙红岩汽配厂，总经

理通过手机和电脑，便能随时

随地查看所有设备的运行状

态，进行监控和管理。在绍兴

市喜临门家具厂，在采用5G

网络控制生产线后，生产效率

提升了12%，合格率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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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7年11月，国务院出

台《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

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

意见》，推动工业互联网成为

数字经济的主战场；2019年，

“工业互联网”首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行业应用的落地

推广加速，截至今年6月底，

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

工具普及率达到69%，关键工

序的数控化率达到了49.5%，

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

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企

业比例，分别达到了35.3%、

25.3%和8.1%，国内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

超过了50家，重点平台平均连

接的设备数量达到了59万台。

在互联网与工业的融合碰撞

中，我国工业制造能力全面提

升，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的升级、从“工

业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

越。

2 0 世 纪 9 0 年 代 ， 国 家

“863”计划提出支持“农业

智能应用系统”，开启了我国

数字农业的发展步伐；2015

年，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工作

开展；2018年农业农村部开

展“数字农业”专项，今年5

月数字乡村发展纲要印发。在

政策支持和技术发展下，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

能、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

业中得到应用，“互联网农

业”改变了千百年来粗放的农

业生产方式，实现了农业生产

智能化、经营信息化、管理数

据化、服务在线化，全面提高

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如今，

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无 人 机 为 2 万 亩 梨 园 成 功 授

粉；在黑龙江红卫农场，无人

驾驶机器接连登场，数字农业

勾勒出一幅新时代的乡村中国

画卷。

在 数 字 经 济 的 推 动 下 ，

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

不断涌现，给经济发展注入活

力，也带来了更多样化的就业

机会，并催生出人工智能工程

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等新

兴职业。有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提供的

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占当

年就业总人数的24.6%。

在共和国70年的成长历程

中，互联网以浓墨重彩的方式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书写了瑰

丽的篇章，开启了百姓智慧生

活的新时代和产业智能转型发

展的新征程。5G时代，将进一

步开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的新蓝海，推动数字经济进

入高质量发展新时期。

来源：人民邮电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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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第一次用拨

号上网在讨论版上发帖；2005

年，我第一次网购，买了一本

摄影教程；2014年，我送给爸

爸妈妈一人一部智能手机，家

里建起了微信群；今年，我妈

学会了直接刷手机坐公交车和

地铁。”39岁的北京律师曹方

舟这样形容自己和家人生活方

式的变化。从信息获取到网络

购物，从“扫码支付”到“最

多跑一次”，数字中国建设的

巨大成就，为普通人的生活图

景涂抹上全新的色彩。

描绘一个国家互联网发展

规模与水平，网民规模、宽带

网民数、国家顶级域名注册数

是三个常用的指标，这三项数

据，中国名列世界第一都已超

过10年，而网络购物、智能手

机出货量和移动支付笔数，这

些新的世界第一则勾勒出互联

网正在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

引擎。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

的34.8%。

从鼠标到触摸屏，这场发

生在指尖上的巨变又不仅仅停

留在数字上。5G、工业互联

网、人工智能……新型的基础

设施建设与世界同步；华为、

阿里巴巴、腾讯……世界级的

企业引领新业态新模式在不断

涌现；柔性生产、按需定制、

精准营销……以技术、应用和

模式融合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

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追随者”到“引领者”，

“中国快车”出海造船，不

断将方案与经验反哺海外。有

“互联网女皇”之称的玛丽米

克尔在其《2019年互联网趋

势报告》中颇为直白地写道，

“互联网经济驱动下的中国商

业模式和产品创新正引领着世

界潮流”。

“提速降费”推开“新大

门”

“我们永胜的石榴，又大

又甜又软，去年最大的石榴有

3斤多，甜度最高能到18度，

吃完还不用吐籽，大家都来尝

一尝！”今年9月8日，云南省

永胜县委副书记魏高明来到淘

宝主播“薇娅”的直播间，卖

力地介绍着永胜的特产软籽石

榴。通过直播的方式，薇娅一

个人就带动农产品销售额累计

超3000万元。

如 今 ， 包 括 直 播 、 短 视

频等在内，这些重流量应用的

普及，正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基

础设施的大步前进。截至今年

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亿人，较2018年底增长

2984万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

的比例达99.1%，较2018年底

提升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

移动互联网已彻底普及，手机

移动应用使用持续深化。

“ 我 们 努 力 解 决 了 覆 盖

少、网速慢、资费贵这三大难

题，切实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工业和信息

化部部长苗圩这样描述基础

设施建设取得的成就。“针对

‘覆盖少’，70年来我们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

数字经济迸发出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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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我们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

人口五分之一，但是4G的基站

数量占到全球4G基站数量的一

半以上，平均每个人享受的信

息基础设施水平远远高于世界

平均水平。针对‘网速慢’，

2014年以来，我国固定和移

动宽带平均下载速率都提升了

近7倍，如今100兆以上宽带用

户数占比达到了79.4%。针对

‘资费贵’，我们取消了用户

手机国内电话的长途费用、漫

游通话费、流量漫游费，与5

年前相比，固定网络和手机上

网流量的资费水平降幅都超过

了90%。”

“提速降费”，夯实基础

设施，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

基础，也推开了一扇扇“新大

门”。如今，国内用户月均使

用移动流量达7.2GB，为全球

平均水平的1.2倍；移动互联网

接入流量消费达553.9亿GB，

同比增长107.3%。

在“又快又好”的基础设

施上，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为

数字中国发展指引了方向，从

“互联网 ”到创业创新、从大

数据到人工智能再到“产业互

联网”，一系列战略规划成为

我国努力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

业革命机遇的重要举措。

“互联网 ”创造新场景

“ 我 从 未 想 到 自 己 能 拿

到日本著名插画家天野喜孝的

版权授权，开发他糖果女孩

系列作品的衍生商品。”淘宝

店“萝拉”的店主湖北姑娘

陈程这样告诉记者，在今年

“6·18”大促中，四款授权

衍生商品仅一天就有700多人

付款，是正常新品销售额的两

三倍，“天野喜孝愿意授权给

我，说到底还是因为看好中国

的网购市场”。

成熟发达的消费互联网，

已经成为“数字中国”一张亮

眼的名片。2003年5月淘宝网

上线，那一年全国网络购物的

交易额仅有7.9亿元，但随后中

国消费互联网“一飞冲天”，

起飞速度令人目眩。宝洁大中

华区董事长马睿思颇为感慨：

“在美国，宝洁只有7%的业

务来自电商，但在中国达到

30%以上。”来自商务部的数

据显示，2018年“双11”，全

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超过3000亿

元。

消费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见证着中国消费者消费升级的

巨大能量，也让上游制造业企

业能够真正掌握消费者的消费

需求和消费数据，反向定制、

柔性生产……制造业企业因此

因需而变。在安徽德力日用玻

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

者惊讶于一排排带盖玻璃碗的

巨大尺寸。安徽德力日用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程英

岭告诉记者，这正是来自于电

商平台的数据反馈。“一般

市售玻璃碗的容量都是720毫

升，这一款是1.5升，未来我们

还打算做2升的产品，这样的

消费需求，自己在家拍脑袋也

想不到。”

消费互联网向线上线下融

合的不断延伸，也创造出数以

万计的就业机会。来自美团点

评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团点

评平台共带动就业机会1960万

个，其中光外卖骑手的就业机

会就有270万个，线上服务产

品交易型就业机会1277万个，

商户展示关联就业机会407.4

万个。广西桂平的美团外卖小

哥黄华，是一个有听力障碍的

求职者，他在手机上打下这样

的字句：“靠着文字短信和用

户沟通联系，就靠这么一部

小小的手机，我终于实现了自

立。”

消 费 互 联 网 ， 只 是 “ 互

联网 ”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

缩影。雪域高原之上，西藏昌

都市实验小学的“未来教室”

里，五年级数学老师罗芳手持

平板电脑，给孩子们演示着多

媒体动画。碧海白沙间，海南

三沙市人民医院的检验科里，

李韩建大夫娴熟地操作着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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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小岛上病人的心电图图像

远程传回海口的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由那里的心电图

诊断大夫给出检查报告。扫码

点菜、刷脸进站、在线挂号、

手机值机……轻点鼠标，手指

滑动，互联网新产品新业态竞

相涌现，从方方面面增添着生

活的便利和美好。

产业互联网释放新能量

互 联 网 不 仅 改 变 着 人 们

的生活方式，产业互联网的发

展，推动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延

伸，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和创新民生服务的强大动力，

在转型升级之路上，“数字中

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腾

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就表

示：“建设数字中国，也正是

为了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实体产业的竞争不再是单打独

斗，各个实体产业正在与信息

产业结合，形成新搭档来参与

竞争。”

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不断

加速融合，推动产业链、供应

链与价值链重塑，“互联网 ”

不仅带来了网约车、外卖、共

享单车等一系列“新面孔”，

也在向一二产业延伸，催生出

一系列符合产业升级和消费升

级方向的新模式和新业态。

人 工 智 能 帮 忙 种 起 了 黄

瓜。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首席

研究员罗迪君告诉记者，在荷

兰瓦赫宁根大学举办的首届国

际人工智能温室种植大赛上，

腾讯依靠每平方米每季度24公

斤产量的黄瓜，获得了AI策略

第一名，总分第二名的成绩。

“在真正种植前，我们进行了

超过300090次的模拟实验，

等价于超过15000年的种植经

验。”罗迪君说。

产 业 互 联 网 也 在 帮 助 传

统产业提质转型，完成过去的

“不可能任务”。安全厂商志

翔科技CEO蒋天仪告诉记者，

他们正在为电力行业实施智能

电表远程状态监控和失准更换

评估项目。“通过对海量历史

数据和实时数据的采集、清

洗、过滤，利用大数据技术，

精准建模进行运算分析，我们

就能够找到那些失灵的电表，

甚至能够精准定位误差和故障

发生点。”

有数据显示，到2020年

工业互联网占整体物联网市场

规模将达22.5%，未来15年

中国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将超

过11.3万亿元。“借产业互联

网，中国制造业企业正在生产

方式变革中占得先机，从而在

转型升级中有机会真正实现

‘大而强’的关键转变。”国

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研究员张

燕生这样表示。

公共服务同样在被互联网

深入改造，“最多跑一次”成

为政府对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承

诺，智慧城市也由此更加名副

其实。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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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

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日新月异，给各国经济社会发

展、国家管理、社会治理、人

民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大数据产业发

展，愿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

展机遇，通过探索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共同探寻新的

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中国

政府已将大数据开发应用上升

为国家战略，作为驱动引领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重塑

国家竞争力的新机遇、提升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新途径、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的新举措。大数据已经成为推

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7年，包括数字经

济在内的“三新”经济（新产

业、新业态、新经济模式）增

加值已占GDP的15.8%。有关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大数据

核心产业规模为236亿元，同

比增长40.5%。数字经济蓬勃

发展，正以强势姿态展现大数

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新动

能。

大数据是一种新技术、新

资源，它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

生产生活、社会治理的思维方

式。大数据引领新一轮科技革

命的浪潮正在向各区域、各领

域快速渗透，数字竞争力已经

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

容。

大数据的价值在于统计。

统计作为研究数据的科学，就

是要发现隐藏在看似杂乱无章

数据里面的规律。没有统计

学，就没有大数据，就没有人

工智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托马斯·萨金特说：“人

工智能其实就是统计学”。最

近，任正非也说：“人工智能

就是统计学，大数据是干什么

的？统计。”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

命，必然催生新的统计方法和

新的统计手段。在新时代，大

数据为统计学发展和政府统计

提供了新手段、新视角、新要

求、新挑战。统计要充分利用

新的信息技术，在大数据的平

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拥抱

大数据、驾驭大数据、用好大

数据，是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

代化统计调查体系，统计新动

能、反映新动能、服务新动能

大数据的价值在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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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要求和使命担当。

实 现 大 数 据 与 政 府 统 计

的深度融合发展，要做好六个

方面的工作：一是整合传统统

计数据资源。整合各类普查、

常规调查和专项调查等数据，

打破专业壁垒和信息孤岛，实

现数据共享和深度开发。二是

汇聚外部大数据资源。按照统

计业务需求及未来发展，对部

门数据、互联网数据等大数据

进行收集、挖掘与分析，为政

府统计提供及时有益的补充和

验证，丰富数据产品，拓展服

务范围。三是改革完善统计业

务流程。通过云计算带来的

技术革新，改变传统统计工作

的方式方法，逐步实现统计设

计、数据收集、整理、存储、

分析、发布等统计生产流程再

造，进一步提升统计工作的质

量、效率、水平。四是强化大

数据应用创新。加快推动统计

数据采集方式向充分利用电子

化行政记录、企业生产经营记

录和大数据转变，扩大大数据

在统计数据评估中的应用。加

强大数据分析监测，利用大数

据技术及时跟踪了解社会统计

需求，监测网络舆情，改进数

据发布内容和方式，完善数据

解读机制和方法，提升统计数

据传播力。五是推进大数据统

计研究，为更好地开展大数据

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充分利用

国内统计学界在大数据领域的

研究力量，与大数据企业、高

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广泛合作，

进行有价值的大数据应用研

究，同时要关注国外大数据统

计应用动态，及时分享成果。

六是推动数据共享，让更多的

人使用更多的数据，让数据发

挥更大的作用。

来源：中国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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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大 数 据 基 础 设 施 的

不断完善，行业已接近完成数

据的“原始积累”，需要打造

“数字时代”的“智能引擎”

才能持续挖掘数据价值。

业内人士指出，大数据产

业在规模扩大同时，产业发展的

基础性条件也完成初期储备。政

府数据共享、物联网数据搜集等

各种数据采集能力不断提升，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数据存

储、处理提供了可供进一步发展

的能力。更敏捷、更智能、更融

合、更安全的数据分析和智能工

具，将成为企业主要需求。

一图看懂大数据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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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赛迪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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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南内陆省份贵州省会城市贵阳，有

一条规划总长约20公里，贯穿贵阳市云岩区、

高新区、观山湖区和白云区的大道叫“数博大

道”，它汇聚了贵阳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成果：大

数据金融城、大数据产业城、大数据健康城……

志在打造“中国数谷”的贵阳是中国首个国家级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的一个缩影。

大数据 从无到有再到优

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许多城市都提出

发展大数据产业，但更多的处于观望状态。2014

年3月，贵州抢抓机遇，率先拉开发展大数据的

序幕。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马宁宇回忆大

数据发展时直言，当时各地都缺乏基础，差距也

没有那么大，而贵州具有生态良好、气候凉爽、

电力充足、地质稳定等先天优势，以及创新容错

的空间大、条条框框禁锢少等后发优势，贵州在

大数据这片蓝海中更能勇往直前，敢于先行先

试。

随 后 ， 贵 州 在 大 数 据 产 业 发 展 上 率 先 出

台《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

意见》《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

（2014—2020年）》等系列完整的发展思路和

顶层设计，逐渐成为大数据发展的先行者和探路

者。

短短几年探索，贵州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上

实现多个第一：率先建成中国第一个省级政府数

据集聚、共享、开放的“云上贵州”系统平台，

开创大数据立法先河，设立全球首个大数据交易

所，挂牌运行中国首个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

等。

2016年2月，贵州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

苹果、微软、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海

内外互联网领军企业纷纷在贵州落地开花。据统

计，与贵州大数据相关的企业已从2013年的近

1000家增加到2018年的9500多家。

当美国苹果公司正式选择贵州时，该公司副

从无到有再到优 大数据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添新动能

【导读】数据已成为贵州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带动了其他行业提升、发展，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从无到有再到优，大数据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添新动能；咨询机构

IDC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由于政策支持以及多方技术融合，中国大数据市场将保持稳定增

长。大数据产业扩张趋势显现，金融领域存在较大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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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丽莎·杰克逊称赞贵州为中国建设数据中心

最有前途的地方。

大数据产业在贵州集群，助力贵州本土大

数据企业迅速成长，并逐渐成为行业标杆。总部

在贵阳的满帮平台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领先的公

路干线货运综合性服务平台；白山云科技提供的

“云链服务”覆盖中国300多个城市，服务中国

70%的互联网用户，成为“全球级”服务商；东

方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东方祥云”气象预

报平台已为中国多地提供洪水预警服务。

2018年，贵州的数字经济附加值增长了

24.6%，增速连续4年排名中国第一、数字经济

吸纳就业增速连续两年排名中国第一。

“万企融合” 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2018年，贵州提出实施“万企融合”大行

动，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同时

加快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与乡村振兴的融

合，与服务民生的融合，与社会治理的融合。

“老生产线通过云网控制实现智能化生产，

不仅节省了人力，而且提高了产品的优品率。”

贵州雅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席建军把

企业的提质改造归功于与大数据的融合。

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运用

大数据实现精细管理，让一瓶瓶辣椒酱香飘全世

界；六盘水发耳煤矿建设智能化综采工作面，生

产效率提高47%。

在贵州，实体经济与大数据融合向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

贵州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景亚萍介绍，

贵州自2018年实施“万企融合”大行动以来，实

现行业融合发展全覆盖，上万户企业正乘“云”

而上。

如今，大数据已成为贵州走向世界的一张新

名片，带动了其他行业提升、发展，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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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数据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宝贵的

资源。从城市交通治理到流动人口数据统计，都

离不开数据的支持。

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据信息的收

集、整理与传播效率大大提升。即使是在千里之

外，人们依旧可以分享工业、农业等领域的多种

数据，为相关决策人员制定相应的产品制造计划

提供参考依据，使数据的价值得以进一步发挥。

在万物互联加速实现的当下，大数据、云计

算、自动驾驶等前沿技术推动行业发展的作用日

益凸显，研究人员对于大数据等技术的研发力度

不断加深。在众多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大数据

技术不断进步，其应用范围也不断拓展。农业、

制造、环保、化工、食品等行业，已经成为了大

数据落地的重点领域。

近两年，大数据的应用场景不断增多，市场

规模逐步扩大，产业发展整体呈现出一派蓬勃的

局面。据统计，2017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

到4800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大数据硬

件产业的产值为234亿元，同比增长39%。2018

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突破6000亿元。

此外，一些市场调研机构也对大数据市场

收益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据IDC发布的《全球半

年度大数据支出指南，2018H2》预测，在2019

年度，大数据与商业分析解决方案全球市场的整

体收益将达到1896.6亿美元，相比2018年增长

12.1%。IDC认为，在2019-2023年预测期内，

全球大数据市场相关收益将实现13.1%的复合年

均增长率，并预计总收益于2023年达到3126.7亿

美元。

国内的大数据产业，眼下已经进入了快速发

展时期。其中，金融、通信、政府，已经成为了

大数据技术落地的重点行业。银行、保险、证券

与投资，是整个金融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

日益庞大的金融资金交易量、日益严峻的网络黑

客攻击形势，金融界人士积极转变思维模式，并

尝试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来构架

防火墙，进一步提升金融交易的安全性。其中，

大数据分析技术主要运用于风控、信贷、金融反

欺诈等业务。

在大宗货物交易活动中，交易的双方往往会

提前投保并购买相应的保险。大数据在金融保险

大数据产业扩张趋势显现，金融领域存在较大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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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应用，有助于相关人员快速评估承保业务

的保险损失、优化设计再保方案，让金融交易活

动更有保障。同样，大数据对供应链金融所带来

的影响，也是深入而持久的。

利用大数据技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

员可以对贷款的目标客户进行资信评估。通过对

某家企业的生产数据、电水消耗、工资水平、订

单数量、投资偏好、研发投入、产品周期等进行

全方位的分析，评估人员能够较为客观地了解企

业的实际运营状况，进而决定是否放贷及放贷的

金额。

新技术的产生，往往催生出新的生产方式

和商用模式。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不仅对

原有的金融交易信息采集方式造成一定的冲击，

也促使新型数据信息收集、整合和分享方式的出

现。随着大数据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许多垂直

行业的从业者开始建立数字化云平台，以此为企

业生产、销售等信息的统计和汇总提供便利。

除了金融领域，大数据在教育、医疗、建筑

等领域同样大有用处。今后一段时间内，科研人

员将继续挖掘大数据的商用价值、民用价值和政

用价值，并与各行业人士携手找准行业契合点，

处理好大数据市场中硬件、服务和软件之间的关

系，让大数据的应用价值得到充分展现。

来源：智能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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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国家大数据战略，促进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9月26日,由济南市人民政

府、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山东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大数据局主办的“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国行”在济南举行，同盾

科技政府事业部总经理张兴受邀参会，与行业监

管部门、专家、企业代表等围绕产业数字化、数

字基础设施、5G与人工智能等话题共探大数据与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济南市政府副市长王桂英在致辞中指出，推

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时代赋予的

重要机遇，是实现“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战略目标，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实体经

济升级，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发展的战略选择。

小微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稳定经济、促进创新、增加就业等方面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今年两会期间为小微企业发展提

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成

为焦点话题，决策层高度重视并接连推出一系列

的举措。

而当前，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依然存在信息

不对称、风险难预测、企业信用信息缺失、跟踪

监管难等一些列痛点。如何通过数据分析等金融

科技手段建立起广泛的信用评级体系，为批量化

授信提供依据，成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新路

径。

对此，张兴指出，扶植小微企业发展普惠金

融要多方通力合作，在政府相关机构的牵头下，

由银行、科技企业、保险公司乃至信托机构等市

场主体共同来为小微企业“抬轿”：

第一，建设融资平台，搭建企业、金融机构

对接的便利渠道；第二，引入金融科技(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基于政府的官方数据，构建企

业画像，助力金融机构更好地评估信贷风险；第

三，出台针对性政策，多方协同创新，开发针对

中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和运营模式，持续优化，

与中小微企业共同成长。

作为科技企业代表，张兴介绍道：“同盾科

技自2018年推出了小微信贷全流程解决方案，

通过智能分析决策服务搭建小微企业的智能风险

管理平台。通过企业工商数据、税务数据、司法

数据等信息进行挖掘和关联性分析，运用指标计

政府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促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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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决策引擎、机器学习等技术，对企业主体、

关联人、关联企业进行综合评估，辅助银行和金

融机构进行决策。”

目前同盾科技已联手杭州市政府、厦门市政

府、唐山市政府、杭州余杭区政府等多个参与主

体，依托服务平台场景深入研究产业互联网，利

用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打

造面向中小微企业以及区域经济多场景的企业信

用融资服务平台，全力推进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

金融服务创新。

其中，同盾联合余杭区共建的中小微企业综

合金融服务平台，以余杭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底层

数据为支撑，结合同盾的技术优势，服务广大中

小微企业，打造“余杭样本”。日前，该平台已

经正式公测发布，企业可通过平台在线发布融资

需求，在线申报相关扶持政策，提高融资对接效

率，服务实体经济。

据悉，“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国

行”活动旨在通过典型方案、优秀案例分享，推

动实体经济企业与全国优秀科技服务商对接，扩

大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培育一

批高水平的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标杆示范

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解决方案,带动

技术更新、模式创新和产品供给革新。

来源: 中国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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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Steam对VR数据统计进行了更新，加

入Oculus Rift S和Valve Index两款设备。尤其是

Rift S和Valve Index持续火爆的销售，9月份的数

据统计中较上月同样有部分增长，下面我们具体

来看。

VR硬件大数据

根据Steam平台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19

年9月份，VR活跃用户占Steam平台活跃玩家总

量1.09%，再创历史新高，突破8月份新高数据

（1.04%）。

似乎也意味着，随着Rift S以及Valve Index

发布，VR市场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2019年以

来VR活跃用户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另外，随着

Vive Cosmos发售，以及Oculus Quest官方将

兼容PC VR，因此未来这两款设备统计也将会加

入统计之中，我们也非常期待着Quest的最终表

现，毕竟它是目前最好的VR一体机，官方兼容

PC VR后和Rift S势必有一争。

9月VR大数据：Oculus份额过半，Index与Rift S继续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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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culus Rift活跃玩家占比0.40%，与

上月持平；HTC Vive活跃玩家占比0.36%，下跌

0.01个百分点；Windows MR占比0.06%，下跌

0.02个百分点；Vive Pro占比0.02%，与上月持

平；Oculus Rift DK2占比0.01%，上涨0.01个百

分点；Oculus Rift DK1和华为VR2占比均为0%。

另外，这个Unknown型号依然并未给出详细

结果，占比0.24%，上涨0.08%百分点。以现有

数据来看，Unknown应该就是代表Oculus Rift S

＋Valve Index两款机型，只是数据表暂未更新。

根据9月份SteamVR不同机型数据来看，

Oculus Rift占比为36.38%，较上月（37.76%）

下跌1.38个百分点；Oculus Rift S占比13.03%，

较上月（10.85%）上涨2.18个百分点；HTC 

Vive占比32.54%，与上月（35.4%）下跌2.86

个百分点；Valve Index占比 4.98%，与上月

（3.32%）上涨1.66个百分点；Windows MR

占比5.87%，较上月（8.24%）下滑2.37个百分

点；Vive Pro占比2.24%，较上月（2.2%）上涨

0.04个百分点；Oculus Rift DK2占比0.66%，和

上月（0.64%）上涨0.02个百分点；华为VR2统

计占比0.02%，与上月持平。

另外，上图统计所有机型共计占比为95.7%

（上月总占比98.43%），意味着SteamVR用户

中有4.3%在使用其它品牌VR头显。



117

大数据金融趋势与变革

HTC Vive、Oculus Rift DK 2为数据下标，

其余为数据上标

综合9月份数据来看，Oculus Rift S和Valve 

Index的持续热销现象依然凸显在统计表中：

1，Ocu lus  R i f t＋Ri f t  S＋DK2占比为

50.07%，Oculus品牌在SteamVR份额过半

（HTC Vive＋Vive Pro总计34.78%），其中Rift 

S份额单月涨幅2.18个百分点，在所有机型中涨

幅最高；

2，同样基于SteamVR 2 .0定位方案的

高端VR头显，Valve Index在开售4个月份额

达4.98%，远超发售1年多的Vive Pro（本月

2.24%）。

VR内容大数据

2019年9月份，Steam平台应用总量为

64537款（上个月为63794款），其中支持VR

的内容有4473款（上个月为4416款），占比约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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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份，VR独占内容（游戏＋应用）

共计3740款（上个月为3695款），占总VR内容

数量的约83.61%。

截至9月底，独占VR游戏有3044款（上个月

为3008款），其中2979款（上个月为2946款）

支持HTC Vive，2910款（上个月为2896款）支

持Valve Index，1978款（上个月为1951款）支

持Oculus Rift，767款（上个月为745款）支持

Windows MR。

来源：青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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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公

共安全领域，比如刷脸乘车、刷脸支付、刷脸解

锁、刷脸取现等。但是，这项技术以及所带来的

安全隐患，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近日，南京某大学在校门、图书馆、宿舍安

装了新的人脸识别门禁，部分教室内还装上了人

脸识别系统，不仅可以有效杜绝由别人代签到的

情况，还能识别学生发呆、打瞌睡、玩手机等行

为。校方称，此举是为了提高学生到课率，严肃

课堂纪律。但是显然这是不被大部分人认可的，

网上对于“人脸识别进校园”反对声一片。

人脸识别、大数据技术进校园！真能达到预期效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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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网友们对“人脸识别进校园”的抱怨声

还未平息，那边“高校采集学生上网数据”又引

发争议。

　　9月4日，南京某大学无卡化校园建设工

程的建设方案在网上曝光。方案显示，该校将利

用大数据分析包括上网时长、时段、网站在内的

学生上网行为数据，还将对学生消费数据、成绩

数据、社群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此类消息引起

了不少高校学生的反感，有学生质疑“这难道不

是侵犯学生们的隐私权吗？”。

针对学生们对于校园内安装人脸识别系统

可能侵犯学生隐私的质疑，该校图书与信息中心

主任回应：“为了(敦促)你学习，你还抱怨，请

问你还是学生吗？”校方还表示，学校之前已向

公安部门和法务部门咨询，由于教室属于公开场

所，因此不存在“侵犯隐私”的说法。

但有律师表示，虽然教室是公共场合，但这

不代表学生在课堂上就没有隐私——学生在课堂

上同样有涉及个人隐私的行为。

针对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学生上网行为数据

是否侵犯学生隐私的说法，根据《互联网安全保

护技术措施规定》(公安部令82号)，学校作为互

联网接入单位，必须储存相关的浏览信息，但是

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泄露用户注册信息，但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此外，教育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

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

意见》中也明确提到，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明

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用户

同意。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信息应当取得监护人同

意、授权。不得以默认、捆绑、停止安装使用等

手段变相强迫用户授权，不得收集与其提供服务

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与用户约

定，不得泄露、非法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

信息。

除了明确的法规条例，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

长雷朝滋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AI进校园，生

物识别技术进校园等事件也明确谈到：“(对于人

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我们要加以限制和管理。现在

我们希望学校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些技术软件。”

雷朝滋还说到，包含学生的个人信息都要非常谨

慎，能不采集就不采，能少采集就少采集，尤其

涉及到个人生物信息的。

虽然我国现在正在加快出台和完善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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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

解释的数量仍十分有限，相关法律中关于个人信

息保护的界限还不够明确，可操作性也不够强。

除了隐私问题，大家针对“人脸识别进校

园”另一个讨论的主题是：层层监控之下的教育

真的会达到有效的教育吗？

有学生表示，光是想象自己处在层层监控下

的教室学习就会感到不适，在缺乏自在感的教室

学习，真的很难提高注意力。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个例，曾有学者对中国、

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的共计748位老师和5521名学

生进行调研，发现在三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

老师在课堂上的纪律惩罚和干涉越多，学生的分

神和对老师的负面情绪就越多。

在没有摄像头监控的情况下尚且如此，那么

试想教室里“长枪短炮”的摄像头对着学生，并

且学生知道这种做法是为了分析自己的行为，那

么学生的负面情绪只会更加严重。

此外，一旦被大数据行为分析贴上了“注意

力低下”“多动症”等此类标签，就真的代表这

个学生不是个好学生吗？真的不会对该学生今后

的发展产生影响吗？由标签带来的隐形歧视，我

想各位看官或许也有所经历。

除了对学生方面可能造成的心理负担，隐

藏在监控之下的数据安全隐患也是值得重视的问

题。

当前，我国教育行业对海量的数据没有建立

统一的平台对产生的数据进行保护、挖掘、分析

和利用，学校原始数据被误删、学生数据泄露等

事件也时有发生。

例如，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补天平台

上显示的有效高校网站漏洞多达3495个，涉及高

校网站1088个；2017年9月，安徽省某职业技术

学院系统因存在高危漏洞，导致系统存储的4000

余名学生身份信息泄露；2018年9月，江苏某大

学2600名学生的个人信息被不法企业盗用......

此类案例不胜枚举。高校信息化、智能化建

设是大势所趋，但如果在这过程中，教育教学数

据安全无法得到有力保障，那么其潜在的风险是

可想而知的，数据基数越大，数据泄露造成的危

害也就越大。

将人脸识别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引入校园，

本意在于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更好地服务教

育。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希望各大高校把握好这些技术使用的“度”，在

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兼顾信息化建设和人文

关怀，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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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机构IDC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2019

年，大数据与商业分析解决方案全球市场的整体

收益将达到1896.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495.1

亿元），这一数字相比2018年增长12.1%。在

2019年~2023年的预测期内，全球大数据市场相

关收益将实现13.1%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并预计

总收益于2023年达到3126.7亿美元。

未来五年，由于政策支持以及多方技术融

合，中国大数据市场将保持稳定增长。该机构

预测，2019年中国大数据市场总体收益将达到

96亿美元，2019年~2023年预测期内的复合年

均增长率为23.5%，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

2023年，市场规模则将增长至224.9亿美元。从

技术上看，大数据相关硬件在2019年中国整体

大数据市场中占比最高，达到45.2%；大数据相

关服务支出和软件收益的占比则分别为32.2%和

22.6%。而到2023年，随着技术的成熟与融合以

及数据应用和更多场景的落地，软件规模占比将

逐渐增加，服务相关收益占比保持平稳发展的趋

势，而硬件规模在整体的占比中则逐渐减小。硬

件、服务、软件三者的比例将更为相似，逐渐趋

近于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

从大数据细分市场来看，2019年中国大数据

市场最大的构成部分仍然来自传统硬件部分——

服务器和存储设备，占比超过45%；然后为IT服

务和商业服务，两者共占32%的比例。而到2023

年，随着海量异构数据的大量生成，机器学习、

高级分析算法与企业业务应用的融合，人工智能

软件平台将取代商业服务成为中国大数据市场的

第三大细分市场。同时，服务器和存储的占比逐

渐降低，大数据软件子市场将保持规模增长。

从行业上看，2019年中国大数据与商业分

析解决方案市场中收益前三的行业依次是金融、

政府、通信，三者总和占中国市场总额的50%以

上。在金融行业，大数据分析技术赋能于金融反

欺诈、风控、信贷业务等业务。在政府行业，智

慧城市、公共安全、交通、气象各部委对大数据

应用较多。在电信行业，三大运营商拥有庞大的

用户数据，精准营销、信用评估等是大数据技术

主要的应用方向。

从企业规模的视角来看，在2019年~2023年

预测期内，雇员超过1000人的特大型企业比例最

高，占中国大数据市场整体的45%。同时，雇员

数量在100~499人的中型企业发展迅速，在整体

市场中的占比已与500~999人的大型企业相当。

未来，在大数据与商业分析解决方案投入的厂商

中，特大型企业将持续保持领先，它们将持续探

索技术服务与应用场景的多样性。

来源：人民邮电报社

中国大数据市场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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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贵州省科技厅联合省能源局发

布《贵州省“关键4%”煤矿机械化开采技术

榜单》，接榜方须在9月3日00:00至10月30日

16:00期间申报。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工

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型升级的意见》（黔府发

“2017”9号）要求，2020年贵州省生产煤矿采

煤机械化率将达到96%。其余难以实现机械化开

采的4%煤矿是影响我省采煤机械化的关键（即

“关键4%”）。“关键4%”煤层赋存条件复杂

多样，由于煤层倾角大、构造复杂、井田范围小

等问题难以实现机械化开采。本批技术榜单旨在

攻克“关键4%”煤矿机械化开采难题，提高企

业安全生产水平，推动贵州省十大千亿级工业产

业的转型发展。

对于接榜方，鼓励产学研合作，煤矿企业、

设备制造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同申报，

牵头单位须为贵州省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参与单

位须有实施项目的煤矿企业，可按相关规定申请

股权投资。

对于发榜方，将协调有关资源以股权投资、

“EPC+BOT”模式等方式促进新业态和商业模

式创新，推动“服务业+采矿业”、“服务业+制

造业”深度融合。

一键采煤  开启“无人驾驶”模式

近年来，贵州以科技兴煤，力图摆脱传统煤

矿开采模式。特别针对喀斯特地貌的复杂煤层开

采难题，贵州省以技术榜单破解关键核心技术，

为煤炭工业转型升级赋能加持。

2014年，在贵州省科技厅的支持下，贵州盘

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经多方论证，联手中国矿业

大学开展煤层地下气采技术攻关。由中国矿业大

学王作棠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先后攻克了五大

项重大关键技术，于去年成功实现了地下煤气化

点火。不用开挖就可以直接把地下煤层中的含能

成分提取出来，使得采煤就像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一样。在王作棠教授看来，煤炭气化代表着我国

能源革命的创新方向，对于贵州这样一个煤炭大

省来说，意义重大。

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然不止于此。

割煤、移动，煤炭源源不断地通过皮带涌

向地面……2018年5月，在贵州发耳煤业有限公

司，只要在地面上轻轻摁下总控台启动按钮，

地下深处的采煤机就可进入“无人驾驶”状态，

实现“一键采煤”，调度大屏上显示的井下工作

面设备运转图像清晰可见：综采设备进入自动割

煤、推溜、拉架、装煤和运输等生产流程，整个

启动过程用时49秒。从普通采煤工人成长为该矿

采煤副总工程师的朱加贤感慨道：“智能化采煤

工作面实现了无人操作有人干预，既降低了矿工

的劳动强度，又将矿工从危险性较大的区域解放

出来。一年多来，日均采煤量由过去的1900吨提

升至2800吨，增产900吨，效率提高了47%，减

“大数据+”提升贵州煤矿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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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达89人次，每年节约人工成本820万元。”

贵州能化党委书记、董事长姚秀说：“我

们正在加大科技攻关力度，争取早日破解煤岩识

别、煤机自动定位跟随技术，最大限度地将矿工

从艰苦的生产环境中解放出来，为建设新时代现

代化矿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2016年至2018年，贵州能化青龙煤矿、发

耳煤矿、五轮山煤矿“三化”建设全部通过了第

一批省级验收（全省共12家），完成机械智能化

升级改造，被评为贵州省“机械化换人、自动化

减人”科技强安省级示范工程。

榜单引领  破题煤炭开采智能化

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部署，解决“关键

4%”矿井机械化开采问题，不仅将使煤炭资源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还将为开采丰富的极薄、急

倾角煤层，甚至2000米以深更为丰富的煤炭资源

奠定基础。

为此，2017年，贵州省科技厅发布技术榜

单，悬榜攻克长期以来制约贵州煤炭转型升级的

核心技术。

“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张榜出来，英雄不

问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省科技厅高新技

术处主任科员杨璟说，技术榜单针对贵州省矿井

实际情况，梳理出3个技术攻关方向，包括1米

以下煤层和60°以上的急倾斜煤层机械化开采技

术、煤矿井下无人/少人采掘系统和矿井设备小型

化轻量化技术。最终，省科技厅据此立项实施科

技重大专项，支持经费高达4815万元，力度前所

未有。

目前，通过技术榜单实施的科技重大专项进

展顺利。曾参与煤业揭榜的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刘

盛东表示，当前，煤矿采掘的机械化在很多地区

已经实现，但采掘自动化、智能化还是一个世界

性的难题，贵州如果能啃下这个硬骨头，将迎来

一场煤炭产业的新革命。

“双轮驱动”  推动煤矿产业变革

2018年底，贵州省提出打造十大千亿级“产

业航母”，入列的基础能源产业，到2022年产

值将达到2200亿元，其中煤炭产业产值将达到

2000亿元。

为实现这一目标，煤炭业必须走出“粗放经

营、矿难频发、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的怪圈，

把煤炭从黑色变成绿色，把高碳变成低碳，把污

染变成清洁，唯一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科技

兴煤。为此，贵州提出了高端化、绿色化、集约

化的目标，关键词是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路径

就是智能化和机械化。

省科技厅厅长廖飞说，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

化是贵州省科技工作“重中之重”，基础能源产

业既是“煤电烟酒”传统产业的代表，又在“十

大千亿级工业产业”中名列第一。“我们将以此

为‘当头炮’和突破点，将传统动能改造为新动

能，形成‘十大千亿级工业产业’高端化绿色化

集约化的示范，以实践证明‘只有夕阳企业，没

有夕阳产业’。”

5月20日，省科技厅和省能源局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按照协议，贵州将在2022年左右实

现煤炭开采100%机械化，2030年左右实现“井

下无人地面无煤”，从方法论上进行革新，从

工法、规程上进行改进，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双轮驱动”推动产业变革。省科技厅和省能源

局将以联合资助、产业基金等方式，对煤炭地

下气化、无煤柱开采、“大数据+煤矿”深度融

合、智慧供电以及能源领域其他技术研究与应用

给予项目支持。

来源：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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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已

被数据“暴风”席卷，在这个数据即“资产”的

时代，数据“何去何从，如何立足”成为行业亟

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于是，新一代的云化数

据库技术应运而生。

数据库技术自20世纪60年代末诞生以来，从

早期的网状数据库发展到现今具有庞大集群的分布

式数据库，数据库理论体系得以不断完善和优化。

但是，要想开发出一款企业级的数据库产品，并不

如想象中那么简单，不仅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更

需要在技术上具备战略洞察力与创新能力。

数据库作为支撑信息产业的基石，在我国

信息化建设中市场需求广阔，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机遇，但同时也面临来自技术、人才等多方的挑

战。根据Gartner数据，仅2017年全球企业基础设

施软件市场规模就高达1958.52亿美金，数据库市

场规模占比近20%，为388亿美金，是企业基础

设施软件市场中最大组成部分，这对数据库市场

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但是反观中国数据库市

场，曾一度被Oracle、GreenPlum等国外大牌数据

库厂商垄断，鲜有自己的产品。值得欣慰的是，

中国发展数据库技术的二十余年间，不断有优秀

的产品诞生，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垄断格局。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国信”）自1997年成立以来，一直专

注于大数据相关技术产品的研发，坚持以“大数

据+”为战略，研发出了多款大数据产品，在智

慧城市、公共安全、智慧旅游、农业、医疗、金

融、工业等多个行业提供了自有的大数据服务，

其中不得不提其耗时五年，自主研发的企业级分

布式数据库——CirroData。

近年来，数据以一种井喷式的速度产生，日

益庞大的数据难以在传统的单机版数据库中“立

足”，数据迁移至云端成必然趋势。根据Gartner

报告显示，到2022年，绝大多数数据库将被部

署或迁移至云平台上，只有25%将选择在本地部

署，5%会被考虑从云平台回归到本地。了解行

业趋势及痛点后，东方国信自主研发了一款面向

海量数据分析型应用领域、专为“云”而设计的

分布式数据库CirroData。

不同于传统数据仓库的架构，CirroData采用

了先进的计算和存储分离的技术架构，融合了分

布式存储和MPP并行计算的各自优势，不但可以

轻松实现云平台上的伸缩扩展，而且可以提供随

需部署的能力。此外，CirroData在多维分析、即

席查询、海量关联分析、批处理计算、高并发点

查询等各类复杂的应用场景中，均展现出了强大

的数据分析处理的能力。

不仅如此，由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迅

速发展，一些跨多个地区或国家的大型企业（组

织）面临数据源复杂多样、数据系统分散、数据

传输管理成本高昂等一系列数据管理难题。针对

东方有云，为库而来 ——分布式云化数据库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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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CirroData率先提出“逻辑集中，物理

分散”的概念，创造性的打造了一款跨域多数据

中心平台（Multi-data Center，MDC），以满足

对数据进行统一管理的需求，解决了多地域、多

数据源的数据统一访问、统计、分析等问题。

某大型企业在全国30个省设有分公司，具有

数亿的用户量，业务庞杂，为了及时发现企业经

营管理问题，避免重大经济损失，该企业以底层

数据库应用CirroData为支撑，在全国近二十个省

分的公司完成了大数据审计系统的建设。通过构

建基于CirroData数据库的审计系统，实现了企业

数据“模型标准化、关系脉落化、加工可视化、

质量度量化、服务自动化、全流程实时监控”的

一体化管理，用户能更快、更全、更准确地获取

数据分析报告，管理者能够实时监控风险预警，

及时发现各分公司的管理漏洞，得以迅速做出管

理决策，避免了多起经济损失事故的发生。更重

要的是，如此全国标准化的数据结构便于集团各

分公司间交叉审计，实现智慧审计的同时整体业

务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

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应用案例还有很

多，数据生产出后却不知如何将其真正价值发挥

到极致，对数据而言可谓是舍本逐末。毋庸置

疑，在这个数据为王的时代，企业获取数据信息

的速度决定了其在市场话语权的比重。因此，各

企业纷纷加入建设数据库的行列中，然而，要想

建设一个真正实用的数据库仍有诸多难点。

提及行业痛点，东方国信分布式数据库市场

总监张萌向数据观记者说道：“各个行业的IT信

息化建设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痛点，诸如企业IT系

统架构复杂、建设成本高、运维难度大、数据孤

岛、数据冗余、数据交叉访问、数据标准不统一

等问题，所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异构混

搭造成的。然而现实中，标准化和自动化的数据

处理流程是建立数据中心过程中非常重要又容易

被忽视的。所以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

容量大、规模大、性能高的云化数据库，用这样

一个统一的大数据平台支撑企业的所有业务。”

或许正如张萌所说，随着数据爆发式产生，数据

用户在“想”使用数据的同时，又苦于不知如何

“用”，换个角度看，这对我国的数据库技术来

说不仅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张萌表示，CirroData还没有投入研发时，国

内的数据库市场被国外大牌厂商垄断，他们在为

运营商客户服务时，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所用的数

据库在面对复杂业务场景时所体现出的痛点，于

是在国内催生出了一批优秀的大数据产品，填补

了中国数据库技术不受制于人的空白，在行业获

得一定的发言权。当然，除数据库，周边的数据

采集、数据治理、数据质量、数据安全、数据可

视化等一系列技术，仍需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之上

不断创新突破，从而实现信息完全自主可控。

据了解，今年5月，在2019数博会“领先科

技成果发布会”上，从全球范围内最终选出的

100个2019领先科技成果优秀项目里，东方国信

的CirroData数据库解决方案位列其中。作为国内

专注于大数据技术应用的领头企业，CirroData

的入选使东方国信的行业地位再次受到行业的肯

定，模范作用不言而喻。

总的来说，数据库不应该只被看做是一个软

件，而应是一套完整且复杂的应用系统，它可使数

据成为改变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元素。未来将是一个

全信息化的时代，数据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

源，而数据库将是数据开发利用及管理最基础最重

要的环节，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确保

数据安全的同时，推进数据库技术与更多的应用场

景融合发展，为我国科技自立打下坚实基础。

来源：数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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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大数据是“石油”，算力是“引擎”

驱动中国 2019年9月25日消息 今日，由阿

里巴巴集团主办的云栖大会在杭州云栖大会隆重

召开。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勇发表

主题演讲。

张勇表示，三年前，马老师跟大家宣布了阿里

巴巴的五新战略：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新技

术和新能源。三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五新”，看

到的是这五新最大的共同点--“数和智”。

张勇指出，新零售，通过阿里的探索，通过社

会各界的努力，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就是线上

线下的零售世界、线上线下的商业世界是同一个世

界，而不是两个分割的主体，因为阿里拥有一群共

同的消费者。今天每个消费者都已经成为互联网的

用户，每个消费者都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以及

各种应用的广泛开展，被最深度的数字化。

什么是新金融？张勇表示，新金融的背后不仅

是大数据的驱动，还是智能化驱动。有一个网页并不

能叫做新金融，通过一个网页去发一个金融产品不是

新金融，而是通过大数据驱动来创造性的产生新的金

融产品，通过大数据的驱动来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

金融服务，这才是阿里向往和探索的新金融。

张勇称，阿里巴巴的商业操作系统可以服务于

商业，它是整个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阿里通

过运用整个阿里巴巴云计算的核心能力，运用数据

中台的核心能力，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

跑路，让企业少跑路这样的目标。这个背后正是因

为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ID，只

要有这样整个数据才能实时交互，让数据之间多对

话，让人和企业之间尽量高效率的对话。

张勇还指出，如何处理好大数据，必须提出

一个新的命题，就是必须有与大数据的量几何级的

增加所对应的几何级数强大的算力，来保障大数据

不仅能被最广泛的产生，也能够保证最高效率的使

用。因此，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是“石油”，算力

是“引擎”。算力不仅代表计算的规模和计算的效

率，同时它也包括数量的要求和智慧的程度，算力

的发展一定是“数和智”全方位的结合。

来源：驱动中国

【导读】9月25日，张勇在阿里云栖大会表示，未来最核心的工作是数字化，在数据经

济时代，大数据是石油，算力是引擎。算力的发展，最终一定是“数”和“智”两方面的全

方位的结合。9月27日，在“2019中国AI金融探路者峰会”上，证通股份首席信息官萧海东表

示中国金融科技起步晚、基础薄弱，与领先国家相比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但互联网技术的应

用却发展迅速。四川省统计局总经济师曾俊林提出，大数据颠覆了传统统计思维，要培养统

计人在大数据中提取价值的能力。



128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随着金融与科技结合的快速发展，金融风险

防范也被提到了更高要求。如今，监管科技已发

展到3.0阶段，就是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真正实现对金融安全的维护和对金融风

险的防范，这也是诸如证通股份这类公司正在探

索的主要领域。 

作为中国证监会监管科技外部数据管理单

位，证通股份聚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服务，着力

打造“行业数据中心”，向行业推广IPO企业画

像，并提供智能客服集成解决方案，为证券行业

风控、精准营销和高效运营提供支持。 

“中国金融科技起步晚、基础薄弱，与领先

国家相比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但互联网技术的应

用却发展迅速。在互联网技术和金融应用场景融

合的生态下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来

防范金融风险，是监管侧和合规侧都需要探索的

新课题。”9月27日，在“2019中国AI金融探路

者峰会”上，证通股份首席信息官萧海东表示。 

发力行业大数据服务

目前，云计算、流程机器人自动化、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金融科技（Fintech）已然成为最炙

手可热的话题。创新力量的不断进步，对金融风

险防范提出了新的挑战：增强合规力量，将“监

管侧”与“合规侧”的发展有机结合。在此背景

下，强化监管科技（Regulatory Technology）应

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技术，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

别、防范和化解能力。 

智能风控落地的一个抓手是ABC架构，这

是传统的人工智能架构，也有引入区块链技术的

ABCD架构及引入边缘计算技术的ABCDE架构拓

展。云计算提供最底层的支撑能力，在大数据平

台基础上使用业务引擎或中台支持实现大数据分

析，包括数据采集、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服务

分发等，在人工智能金融应用场景，真正关注的

是算法层、感知层、认知层的落地实施，需要把

相应的模块建设起来。 

“证通股份针对关键业务模块组建相应的团

证通股份萧海东：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维护金融安全和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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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构建业务中台，输出AI金融场景服务能力。

比如自然语言处理、金融文档分析、智能语音、

实体画像、关联账户分析、知识图谱、生物认证

等等方面，都在证通股份的产品集市里有相应场

景的落地。”萧海东说。 

另外一个抓手则是数据，原因是监管合规

边界对数据的收集和触达提出较高要求，需要在

合规框架下，通过技术手段，完成相关的业务输

出，严守合规红线。另外在监管范围之内，进行

数据共享，通过数据分析来识别发现风险。最后

是监督执行，不仅是完成数据获取、离线分析，

更重要的是利用科技的手段进行实时监控。 

萧海东表示，证通股份在大数据治理层面

做了大量的积累，打造数据管控平台，包括数据

梳理、数据质量提升等。作为中国证监会监管

科技外部数据管理单位，证通股份全面对接知识

产权、司法、工商、金融、舆情等领域权威数据

源，为行业提供优质数据产品，在关联分析、企

业知识图谱、舆情分析等方面都有数据服务落

地。 

聚焦IPO企业画像实践

科创板今年正式设立，成为了我国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兴企业特别是

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310328)。目前

针对科创板IPO企业的风险评估领域智能分析工

具不多，缺乏全方位企业画像的产品，科创板市

场的发展也有诸多不确定性影响，从而造就了科

创板IPO机制的复杂性，行业对IPO企业风险识

别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利用大数据辅助

IPO审核成为亟需解决的新问题。 

萧海东认为，当前一方面需应对深化改革

12条中对投行IPO上市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要

提升投行业务在合规风控水平、尽职调查的效率

并降低人工成本，最大程度避免IPO企业虚假信

息、业绩爆雷等导致保荐公司的投入损失，以权

威数据+合规科技进行辅助，为业务人员提供智

能、便捷的IPO尽调服务支撑。 

IPO企业画像应用场景较为广泛，可根据系

统画像对企业实施稽核查、风险排查与识别、风

险预警等差别化处置，对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及智

能辅助决策，实现风险预警；通过输入企业名

称等关键字的方式，快速查询企业工商信息、

经营信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和司法负面等风

险信息以及舆情信息，并通过深度挖掘企业的关

联关系等实现企业关系图谱展示、企业关联关系

查询等功能；紧贴信用定价需求，集成证通股份

数据集市和技术资源，利用关联分析、大数据等

技术，主动识别企业的相关特征与风险，进而为

证券公司信用定价提供智能辅助；在聚合多源异

构数据的基础上，对目标企业进行全方位刻画和

多维度分类与标记，以更丰富和准确地展示实体

的风险特征；面向证券机构投行部门人员，提供

IPO企业在尽调、上会送审及发行上市全过程的

数据产品服务，全面、便捷、及时的接入各类外

部数据，降低投行业务人员在信息获取和查验方

面的重复性手工劳动，发现拟上市企业经营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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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与风险传导因素，为投行业

务人员对拟IPO企业的尽调审核提供技术辅助工

具。 

证通股份聚焦在IPO企业画像，通过在对接

券商投行客户业务中，不断迭代更新，结合不同

业务应用场景形成产品集市面向卖方机构券商投

行提供模块化服务，同时结合买方机构基金公

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银

行资管业务等提供拟上市企业的辅助投资分析功

能。未来证通股份计划打造出包括一级市场、二

级市场等全资产画像产品集市，为整个证券行业

提供数据、技术、运营一体化服务。 

推广智能客服集成解决方案

进入AI和大数据时代，语音、图像处理技术

日趋成熟，各领域逐渐开始采用语音交互技术提

升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尤其是相对传统的金融

行业，通过智能语音驱动业务创新，依托AI技术

实现人机对话，增加行业机构工作产能，降低运

营成本，提升用户体验。 

一方面，证通股份规划高效易用的智能语

音闭环解决方案，深耕语音深度训练、声纹识别

等核心AI技术，搭建统一的语音服务管理平台，

驱动了视频开户、外呼回访、客服质检等各类场

景下的智能化应用场景。通过一次性建设、一站

式管理，赋能金融机构内部各渠道业务系统可复

用、高响应度的智能语音能力，为行业机构降本

提效的同时，避免了烟囱式的重复投入。 

另一方面，证通股份与上交所技术公司联

合，基于上交所技术公司行业云平台以及证通股

份智能语音核心能力，共同打造具备行业公信力

的智能外呼云平台，为证券行业机构提供智能外

呼云服务。 

同时，综合利用智能语音闭环解决方案，结

合图像识别、神经网络算法、深度学习等先进技

术手段，全方位提升KYC等关键应用场景体验，

助力风险防控从传统的事后审核向实时动态监控

过渡，从栅栏式隔离向关联性风险智能分析过

渡，赋能证券行业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

务投资者和管控风险等能力。 

来源：和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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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新的

契机，也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如何利用大数据，更好地发挥统计工作的价

值？

9月25日，第十九届全国西部城市综合统计

信息交流年会在泸州召开。会上，四川省统计局

总经济师曾俊林提出，大数据颠覆了传统统计思

维，要培养统计人在大数据中提取价值的能力。

大数据首先对政府统计职能带来挑战。他提

到，随着统计数据来源渠道的多元化，数据价值

也会改变。大数据所带来的价值可能会超过并逐

步取代目前的一些统计数据。

其次是对政府统计权威的挑战。电子商务、

即时通讯、网络游戏等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政

府统计部门不再是海量数据的唯一拥有者。如果

政府统计继续在现有框架下封闭运行，就无法准

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

“大数据对传统统计研究模式也是一种颠

覆。”他说，传统统计是自上而下，而大数据采

用的是自下而上，即不需要预先设定方法目标，

通过挖掘分析，找到数据之间的关系，形成理论

和新的知识。

但挑战中也蕴含着新的机遇。

大数据可以为传统统计提供更多方式方法。

采用多种数据收集方式，整合多方数据来源，运

用现代技术挖掘分析，能够获取具有高度应用价

值的数据。

大数据突破样本推断总体的传统方法，直接

对总体进行相关分析，有助于减少数据误差，提

高统计调查的数据质量。此外，也为提升统计服

务能力提供了技术保障。

曾俊林提到，传统的统计工作主要是进行数

据收集和整理，在数据分析方面专业人才还比较

缺乏。希望通过数据平台和专业技术，提高数据

挖掘分析和服务能力，为大到政府决策，小到市

民生活提供更有价值的建议和参考。

来源：封面新闻

四川省统计局总经济师曾俊林：大数据为提升
统计服务能力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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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工程师入门--1.Java基础

1基本概念及特性

Java 是面向对象的高级编程语言，所谓对象

就是真实世界中的实体，对象与实体是一一对应

的，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每一个实体都是一个对

象，它是一种具体的概念，正所谓万物皆对象。

对象有以下特点：

以上图例中，第四个特点说到：对象都是某

个类别的实例。借此，我们要引出Java中另外两

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类和对象。

类：对某类事物的普遍一致性特征、功能的

抽象、描述和封装。

对象：使用 new 关键字或反射技术创建的

某个类的实例。同一个类的所有对象，都具有相

同的基础属性（比如人的年龄、性别）和行为

（比如人的吃饭、睡觉），但是每个对象的具体

属性值和行为表现会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举例：老师是java中的一个类，一位24岁

的、性别女、名字叫马冬梅的老师就是老师这个

类别里对应的一个具体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创建一个具体的java类和对象

的代码框架是什么样子的：

public class Teacher {

 //属性:姓名、所教课程名、性别、年龄 

 Stringname； 

 StringteachClass；

Stringsex；

int age；

 publicvoid setName（String name） {

this.name= name；

【导读】大数据在国内已经火热了一段时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已非常重视大数

据，纷纷设立大数剧部门，数据之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如何零基础如何在最短的

时间内高效率的成为数据分析师？怎样成为数据分析师呢？很多初学者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

题。本栏目推送大数据分析工程师入门系列，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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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 l i cvo id  se tTeachC lass（St r i ng 

teachClass） { 

this.teachClass = teachClass； 

 } 

publicvoid setSex（String sex） {

this.sex = sex；

} 

publicvoid setAge（int age） {

this.age = age；

} 

publicTeacher（） {

 }

 //方法：获得老师所教授的课程名

publicvoid getClass（String name， String 

teachClass） { 

System.out.println（name + "老师所教授的

课程是"+ teachClass）；

}

}

//创建老师类的一个具体对象

public class Main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new一个具体对象teacherA

 TeacherteacherA = new Teacher（）；

 //具体对象的属性值

teacherA.setName（"马冬梅"）； 

 teacherA.setSex（"女"）；

teacherA.setAge（22）；

 //具体对象的行为：马冬梅老师教授的课程

是生物teacherA.getClass（teacherA.getName

（）， "生物"）；

} 

}

ok，通过以上示例，希望大家对于java的类

和对象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和了解。

那么，为什么这种所谓的面向对象的编程理

念会得到大家的接纳和推崇呢？

因为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有以下优点：

1. 可重用：它是面向对象软件开发的核心

思路，提高了开发效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抽

象、继承、封装和多态四大特点都围绕这个核

心。

2. 可扩展：它使面向对象设计脱离了基于模

块的设计，便于软件的修改。

接下来就针对Java的继承、封装、多态和泛

型4 个特性进行讲解，来了解一下它们是如何实

现代码重用和扩展的。

1.继承

如同现实生活中的子女继承父母的遗产一

样，在java中继承指的是子类继承父类的属性和

方法。见以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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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没有发现语文老师类和数学老师类里

的属性和方法大部分是相同的，以上说到java面

向对象编程的优点是可重用性和可扩展性，如何

通过继承来实现重用和扩展呢？

那就是通过再提炼一个上层父类——老师类

来实现，语文老师类和数学老师类再作为子类对

其继承使用。

如下：

采用这种向上抽象方式，是为了将多个类的

通用属性和方法提取出来，放在它们的父类中，

避免同样的代码写多份（即为了实现复用），在

子类中只需要定义自己独有的属性和方法，以继

承的方式在父类中获取通用属性和方法即可。

//继承代码结构

public class Chinese extends Teacher{    

//定义自己独有的属性:工作内容   

Stringcontent

 //定义自己独有的方法 

publicvoid writeModels（String name， 

string content）{       

System.out.println（name + "老师主要工作

内容是"+ content） 

 }

}

特别说明：继承只能是单继承，即一个子类

只能继承一个父类。

2.封装

封装的目的在于保护信息。

Java 提供了私有和公有的访问模式，类的公

有接口代表外部的用户应该知道或可以知道的所

有信息，私有的方法数据只能通过该类的成员代

码来访问，这就可以确保不会发生不希望发生的

事情。

封装主要优点如下：

那么，怎么理解封装实现了复用和扩展呢？

读者可以理解为所谓封装其实只是将属性和

功能封装成类，并对类里的成员定义了不同的访

问权限，最终还是通过与继承机制的结合实现的

代码复用和扩展。

3.多态

所谓多态，就是指程序中定义的引用变量

所指向的具体类型和通过该引用变量发出的方法

调用在编程时并不确定，而是在程序运行期间才

确定，即一个引用变量到底会指向哪个类的实例

对象，该引用变量发出的方法调用的到底是哪个

类中实现的方法，必须在由程序运行期间才能决

定。即不修改程序代码就可以让程序有多个运行

状态可以选择，这就是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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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是根据为啥这个特性叫做多态性的角度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如果从实际运用中最终看到

的实际效果这个方面来总结，可以理解为，多态

是同一个行为具有多个不同表现形式或形态的能

力。

举个形象的例子：

现实中，比如我们按下 F1 键这个动作： 

如果当前在 Flash 界面下弹出的就是 AS 3 

的帮助文档；

如果当前在 Word 下弹出的就是 Word 帮

助；

在 Windows 下弹出的就是 Windows 帮助

和支持。

同一个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对象上会产生不同

的结果，可见，多态实现了很好的扩展性。

4.泛型

泛型的本质是参数化类型，也就是说所操作

的数据类型被指定为一个参数。

public class GenericTest

{   

// 泛型方法 printArray                          

publicstatic < E > void printArray（ E[] 

inputArray ）   

{      

// 输出数组元素                     

for（ E element : inputArray ）{                   

System.out.printf（ "%s "， element ）；

}        

System.out.println（）；    

}     

public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    

{        

// 创建不同类型数组： Integer， Double 和 

Character       

Integer[] intArray = { 1， 2， 3， 4， 5 }；       

Double[]doubleArray = { 1.1， 2.2， 3.3， 

4.4 }；

Character[] charArray = { 'H'， 'E'， 'L'， 

'L'， 'O' }；   

System.out.println（ "整型数组元素为:" 

）；

 printArray（ intArray  ）； // 传递一个整型

数组       

System.out.println（ "\n双精度型数组元素

为:" ）；      

printArray（doubleArray ）； // 传递一个双

精度型数组    

System.out.println（ "\n字符型数组元素为:" 

）；   

printArray（ charArray ）； // 传递一个字符

型数组    

} 

}

结果如下：

整型数组元素为:

1 2 3 4 5 

 双精度型数组元素为:

2.2 3.3 4.4  

字符型数组元素为:

H E L L O

同一个方法，允许传入不同的参数类型，得

到不同的运行结果，以此实现了代码的复用和扩

展。

2初始化过程

虽然本文讲解的绝大部分内容偏向应用，但

对于初始化过程这种看上去有点涉及到底层原理

的内容，考虑再三，还是要稍微提及一下，那是

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因为对整个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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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机制不了解而写出不合理代码，从而产生

bug的现象。

本段会针对类的各成员的初始化顺序重点强

调一下，这也是犯错最多且唯一我们能控制的地

方，希望大家务必对此要有所了解。

话不多说，上实例：

class Father

{  static{  System.out.println（"父类静态代

码块初始化" ）；  

 }  

 {          

System.out.println（"父类代码块初始化" 

）；

   }   

private static void s=print（）；

 public static void print（）   

{          System.out.println（"父类静态方法" 

）；   

}  

 public Father（）   

{          

System.out.println（"父类无参构造函数初

始化完成" ）； 

 show（）； 

 }   

public void show（）   

{          

System.out.println（"父类show（）方法" 

）； 

  }

}

class Son extends Father

{   

static{         

 System.out.println（"子类静态代码块初始

化" ）；

 }   

{          

System.out.println（"子类代码块初始化" 

）；  

 }  

 private static  int i=1；   private String s="

子类私有成员变量" ；  

 public void show（）   

{          

System.out.println（"子类show（）方法：

i=" +i）；  

 }  

public Son（）  

 {         

 System.out.println（"子类构造函数初始化

完成" ）； 

 System.out.println（"子类成员变量初始化

完成：s="+s）；

 show（）；  

 }

}

public class TestClassLoadSeq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args）   

{          

new Son（）；   

} 

 }

执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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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初始化失败的相关bug时，通常错误

提示不会直接指向有问题的那行。

因此，需要你对类初始化过程有所了解，这

样才能快速定位到哪个环节最有可能出问题。

3常见的集合及方法

在日常的数据分析工作中，常常需要使用到

集合来存储和处理数据，因此需要大家对集合的

分类和功能有所了解。Java的集合框架分为两部

分，分别对应两大接口：Collection接口和Map接

口。以下就通过这两大接口开始讲解。

（1）Collection接口

Collection接口涉及三种类型的集合：1.Set

（规则集） 2.List（线性表） 3.Queue（队

列），其层级关系如图：

父类静态代码块初始化

父类静态方法

子类静态代码块初始化

父类代码块初始化

父类无参构造函数初始化完成

子类show()方法：i=1  //因为创建的是son实例，所以父类里的show方法被初始化时，实际调用的是

子类show方法

子类代码块初始化

子类构造函数初始化完成

子类成员变量初始化完成：s=子类私有成员变量

子类show()方法：i=1

ps：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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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类型集合的常用方法及特性总结如下：

集合类型 特性 常用方法

Set 集合中没有相同的元素
hashCode() //返回对象存储的物理地址

equals() //判断值是否相等

List
线性表是一个有序允许

重复的集合

add(int index) //指定下标添加元素   

addAll(int index, Collection<? extends  E> c) //指定下标处添加c

中所有元素   

get(int index) //返回指定下标元素   

lastIndexOf(Object  o) //返回相同元素的下标

listIterator()  //返回遍历列表的迭代器

 listIterator(int startIndex) //返回从startIndex开始的所有元素的迭

代器 

 remove(int index) //删除指定下标的元素 

set(int index, E element) //设置指定下标的元素 

 subList(int fromIndex, int  toIndex) //返回从fromIndex到toIndex

元素子列表

Queue
是一种先进先出的数据

结构

offer(E  e) //添加元素 

poll()  // 返回并删除队头元素，否则返回null  remove() //返回并删

除队头元素，否则抛出异常 

peek()  // 返回队头元素，否则返回null 

element()  //返回队头元素，否则抛出异常

2.Map接口

Map接口涉及三种类型的集合：1.HashMap  

2.LinkedHashMap 3.TreeMap。其层级关系如

下：

Map----

|

|----SortMap----TreeMap

|

|----HashMap----LinkedHashMap

 

Map的特性为键值不能重复。每个键值对应

着一个值，键与值一起存储在集合中。

Map接口中有如下方法：

clear（） //删除所有条目

containsKey（Object key） //如果包含指定

键值返回rue  

containsValue（Object value） //如果包含

指定值返回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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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Object key） //获得指定键值对应的

值 

 entrySet（） //返回包含条目的规则集 

 isEmpty（） //判断是否空 

 keySet（） //返回包含键值的一个规则集 

 put（Object key, Object value） //添加键

值对  

putAll（ ） //将指定实例中的键值对添加到

当前实例中  

remove（Object key） //删除指定键值对应

的值  

size（） //键值对个数 

values（） //返回包含的集合 

4 常用的字符串处理方法

数据分析工作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通

过hive写类sql语言处理数据，而类sql语法中处理

字符串的方法都是通过对java的字符串处理方法

进行一层封装得到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

下常用Java字符串处理方法有哪些。

字符串查找

String提供了两种查找字符串的方法，即

indexOf与lastIndexOf方法。

 （1）indexOf（String s） 

该方法用于返回参数字符串s在指定字符串

中首次出现的索引位置，如果没有检索到字符串

s，该方法返回-1

S t r i n g  s t r  = " W e  a r e  s t u d e n t s " ；

int size = str.indexOf（"a"）； // 变量size的值是

3

（2）lastIndexOf（String str）

该方法用于返回字符串最后一次出现的索

引位置。如果没有检索到字符串str，该方法返

回-1。如果lastIndexOf方法中的参数是空字符

串"" ，则返回的结果与length方法的返回结果相

同。

获取指定索引位置的字符

使用charAt（）方法可将指定索引处的字符

返回。

String str = "hello word"；char mychar = 

str.charAt（5）；  // mychar的结果是w

获取子字符串

通过String类的substring（）方法可对字符

串进行截取。

（1）substring（int beginIndex）

该方法返回的是从指定的索引位置开始截取

直到该字符串结尾的子串。

String str = "Hello,word"；String substr = 

str.substring（3）； //获取字符串，此时substr

值为lo,word

（2）substr ing（int beginIndex,  int 

endIndex）

String str = "Hello word"；String substr = 

str.substring（0,3）； //substr的值为hel

去除空格

trim（）方法返回字符串的副本，忽略前导

空格和尾部空格。

字符串替换

replace（）方法可实现将指定的字符或字符

串替换成新的字符或字符串

String str= "address"；String newstr = str.

replace（"a","A"）；// newstr的值为Address

判断字符串的开始与结尾

startsWith（）方法与endsWith（）方法分

别用于判断字符串是否以指定的内容开始或结

束。这两个方法的返回值都为boolean类型。

  1、startsWith（Stringprefix） 

 该方法用于判断当前字符串对象的前缀是否

是参数指定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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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ndsWith（Stringsuffix） 

 该方法用于判断当前字符串是否以给定的子

字符串结束

判断字符串是否相等   

（1）equals（Stringotherstr）

如果两个字符串具有相同的字符和长度，

则使用equals（ ）方法比较时，返回true。同时

equals（ ）方法比较时区分大小写。

（2）equalsIgnoreCase（Stringotherstr）

equalsIgnoreCase（ ）方法与equals（ ）

类似，不过在比较时忽略了大小写。

字母大小写转换

字符串的toLowerCase（ ）方法可将字符

串中的所有字符从大写字母改写为小写字母，而

toUpperCase（ ）方法可将字符串中的小写字母

改写为大写字母。

str.toLowerCase（ ）；

str.toUpperCase（ ）；

字符串分割

使用split（ ）方法可以使字符串按指定的分

隔字符或字符串对内容进行分割，并将分割后的

结果存放在字符串数组中。

str.split（'&'）；

str.split（String sign, in limit）；

该方法可根据给定的分割符对字符串进行拆

分，并限定拆分的次数。

5常用的日期处理方法

另一个在数据分析工作中，跟字符串处理一

样使用较为频繁的就是关于日期的相关处理。

其 中 最 常 用 到 的 日 期 处 理 类 有 ： j a v a .

ut i l .Date、java.ut i l .Ca lendar、java. text .

SimpleDateFormat。

（1）java.util.Date的使用

构造函数

Date（ ）：分配 Date 对象并用当前时间

初始化此对象，以表示分配它的时间（精确到毫

秒）。

Date（long date）：分配 Date 对象并初始

化此对象，以表示自从标准基准时间（即 1970 

年 1 月 1 日 00:00:00 GMT）以来的指定毫秒

数。

常用方法

（2）java.text.SimpleDateFormat的使用

java.text.SimpleDateFormat主要用于格式化

日期，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该类的实例是线程不安

全的。

构造函数

public SimpleDateFormat(String pattern)：

pat te rn是描述日期和时间格式的模式 如：

yyyyMMDD

使用方式

public class TestDateFormat 

{  public voiddateFormat()

{    Date date= new Date();       

  //创建不同的日期格式    

SimpleDateFormat dt1 = new 

S imp leDateFormat ( 'YYYY-MM-DD 

HH:MM:SS');     

dt1.format(date);//返回的日期格式如：

2019-05-13 04: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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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m p l e D a t e F o r m a t  d t 2  =  n e w 

impleDateFormat('YYYY-MM-DD');    

dt2.format(date);//返回的日期格式如：

2019-05-13    

S i m p l e D a t e F o r m a t  d f 3  =  n e w 

SimpleDateFormat("yyyy年MM月dd日 hh时mm

分ss秒 EE",Locale.CHINA) ;    

dt3.format(date);//返回的日期格式如：2019

年05月13日 04时03分45秒 星期一  

}

}

（3）java.util.Calendar的使用

java.util.Calendar是个抽象类，它可以通过

特定的方式设置和读取日期的特定部分，比如

年、月、日、时等，并为操作日历字段（例如获

得下星期的日期）提供了一些方法。

创建实例

Calendar dt = Calendar.getInstance();

常见操作

//设置时间

dt.setTime(new Date()); 

//获取年月日时分秒

dt.get(Calendar.YEAR);

dt.get(Calendar.MONTH);

dt.get(Calendar.DAY_OF_MONTH);

dt.get(Calendar.HOUR);

dt.get(Calendar.MINUTE);

dt.get(Calendar.SECOND); 

//获取上午下午

dt.get(Calendar.AM_PM); 

//获取一周中的星期几

dt.get(Calendar.DAY_OF_WEEK); 

//当前日期基础上加减指定天数

dt.add(Calendar.YEAR, -1);dt.sub(Calendar.

YEAR, -1);

6json的解析与操作

json的表达能力非常强，一方面拥有常用的

数据类型，另一方面可以表达复杂的数据结构。

因此，在大数据领域，经常使用json作为信息的

载体，将数据封装起来。所以，理解json的结

构，对json进行解析与操作，在数据分析工作中

非常重要。

下面是几个常用的 JSON 解析类库：

Json官方：Douglas Crockford在2001年开

始推广使用的数据格式，解析最具有通用性，但

是有点小麻烦

Gson：谷歌开发的 JSON 库，功能十分全

面

FastJson：阿里巴巴开发的 JSON 库，性能

十分优秀

Jackson：社区十分活跃且更新速度很快

下面我们主要通过代码示例来了解下java变

量和json格式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json对象与字

符串的相互转化。

（1）编码

从 Java 变量到 JSON 格式的编码过程如

下：

public void testJson() 

{   

JSONObject object = new JSONObject();   

 //string   

object.put("string","string");    

//int  

 object.put("int",2);    

//boolean  

object.put("boolean",true);    

//array  

 L i s t< In tege r>  i n tege rs  =  A r r ay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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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List(1,2,3);   object.put("list",integers);    

//null   

object.put("null",null);

  System.out.println(object);

}

输出结果如下：

{"boolean":true,"string":"string","list":[1,2,3],"i

nt":2}

（2）解码

从 JSON 对象到 Java 变量的解码过程如

下：

public void testJson2() {

  JSONObjectobject= JSONObject     

.parseObject("{\"boolean\":true,\"string\":\"stri

ng\",\"list\":[1,2,3],\"int\":2}");  

//string  

String s = object.getString("string");  

System.out.println(s);  

//int  

int i = object.getIntValue("int");  

System.out.println(i);  

//boolean  

b o o l e a n  b  =  o b j e c t .

getBooleanValue("boolean");  

System.out.println(b);  

//list  

L i s t < I n t e g e r >  i n t e g e r s  =  J S O N .

parseArray (ob ject .getJSONArray ( " l i s t " ) .

toJSONString(),Integer.class);  

integers.forEach(System.out::println);  

//null  

System.out.println(object.getString("null"));

}

打印结果如下：

String

2

True

1

2

3

null

（3）JSON 对象与字符串的相互转化

实例：

//前提说明：JSON是一个抽象类，以下实

例中的parseObject（String text）、parseArray

（String text）、toJSONString（JSONObject 

obj）、toJSONString(JSONArray arr)是该抽象类

的静态方法 

//从字符串解析JSON对象

J S O N O b j e c t  o b j  = J S O N .

parseObject("{\"runoob\":\"测试实例\"}");

//从字符串解析JSON数组

JSONArray arr =JSON.parseArray("[\"测试实

例\",\"RUNOOB\"]\n");

//将JSON对象转化为字符串

String objStr =JSON.toJSONString(obj);

//将JSON数组转化为字符串

String arrStr =JSON.toJSONString(arr);

7正则表达式

数据分析过程中，经常需要对字符串进行匹

配、替换、提取等操作，而有时简单的字符串处

理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复杂的处理逻辑时，就需要

使用到正则表达式来完成。

这部分的内容，在ETL中的数据提取和处理

环节应用非常频繁，所以大家要重点掌握。

概念

正则表达式是对字符串操作的一种逻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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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是用事先定义好的一些特定字符、及这些

特定字符的组合，组成一个“规则字符串”，这

个“规则字符串”用来表达对字符串的一种过滤

逻辑。

作用

（1）匹配：给定的字符串是否符合正则表

达式的过滤逻辑

（2）提取：可以将匹配成功的特定部分提

取出来

（3）替换：针对匹配成功的特定部分，替

换为新的字符串

规则

参考地址为https://www.cnblogs.com/yyds/

p/6913550.html

 PS：由于篇幅有限，上述规则只是列出了

常用的一些规则，如果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上述规

则不满足业务需求，可以百度一下，寻找其他规

则。以下为一些常用的匹配示例。

示例

注意事项

（1） 使用"|"时，应尽量使用括号来标识边

界，否则容易引起歧义

（2） 当使用正则匹配是否包含某一字符

串时，不需要在前后加模糊匹配，否则会引起

性能下降。例如匹配文本（“This is a pretty 

dog”）中是否包含“pre”开头的单词时，正

则表达式应写作“pre[a-z]+”，而不要写作

“.*pre[a-z]+.*”

（3）3所有的特殊字符在[ ]内都将失去其原

有的特殊含义，使用时要特别注意。上面的示例

中密码的匹配就是一个字符（+?）含义变化例子

（4） 正则表达式中的符号都是英文半角

符号

（5） 写好正则后，尤其是复杂的表达式，

最好可以测试一下。

可以使用在线工具完成测试，如：

https://c.runoob.com/front-end/854

匹配目标 常用正则表达式

邮箱 ^\w+（[-+.]\w+）*@\w+（[-.]\w+）*\.\w+（[-.]\w+）*$

手机号码 ^1[3-9]\d{9}$

网页URL ^（https?：//）?[\S]+$

IP地址
^（（（?：[1-9]\d?）|（?：1\d{2}）|（?：2[0-4]\d）|（?：25[0-5]））[.]）

{3}（（?：[1-9]\d?）|（?：1\d{2}）|（?：2[0-4]\d）|（?：25[0-5]））$

密码（8-16位，只允许

字母、数字、指定符号

（_+-.?））

^[\w\-\.+?]{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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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ool.oschina.net/regex/

在java中的使用示例

import java.util.regex.*;

// 下面只是使用示例代码，不能直接运行

// 目标字符串

String url ="https://aa.bb.com/cn/index.

html";

// URL匹配规则

String regex = "^(https?://)?[\S]+$";

// 编译正则表达式Pattern pattern =Pattern.

compile(regex);

// 匹配正则表达式与目标字符串，返回匹配

结果对象

Matcher matcher =pattern.matcher(url);

// 判断字符串是否与正则表达式匹配成功

boolean result =matcher.matches();

System.out.println(result);

PS：在java中还有一种忽略正则表达式内英

文字母大小写的写法，意思是在匹配时，忽略目

标字符串中英文字母的大小写，都能匹配成功，

写法如下所示：

// 忽略大小写的写法

Pattern pattern =Pattern.compile(regex, 

Pattern.CASE_INSENSITIVE);

8 异常处理

相信大家对异常都不陌生，当程序运行中发

生错误时，通常都会抛出异常（Exception）来

警醒开发人员，如果不处理就会导致程序直接退

出。

数据分析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这

时异常便提供了找到相应问题诱发原因的重要线

索，因此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编码习惯，避免错过

重要提示线索。

讲解这部分知识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数据分

析日常工作中排查程序问题。怎么捕获异常，怎

么根据异常寻找错误发生的位置，相信大家都比

较熟悉了，这里我们不再赘述，而是说一下异常

处理常遇到的几种问题。

（1）你可能没捕获到你的“异常”

我们常见的异常都是Exception的子类，但

是异常的顶级父类是Throwable，它下面有两

个子类一个是Exception，另一个是Error。由于

Error非常少见，所以大家通常会忽略它。如果你

发现你的try catch语句没能捕获住“异常”，那

就要考虑下，抛出的可能是Error。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分布式程序的异常。

例如，编写Spark的处理代码时，要能分清你的

代码是运行在Driver还是Executor上，如果异常

发生在Executor，而你在Driver上捕获，那么也

会出现无法捕获的问题。

（1）捕获异常后，不要让异常被吃掉

工作中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我的代码没有

任何报错，但是运行后却没有输出结果，或者结

果数据量很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有些同学在捕获异常时，可能

不太关心异常的发生，如由于脏数据引起的异常

（非法json解析失败），捕获到这种解析异常，

只需要过滤掉对应脏数据即可，便在catch语句块

中什么都没写。



145

大数据分析学习

这虽不影响程序运行，但是却吞掉了非常重

要的信息。尤其是使用异常的父类Exception来进

行捕获时，可能有超出你预想的异常，就这样被

吃掉了。

根据实际工作的经验，建议大家至少要把错

误打印出来，方便后续排查。不然很容易出现，

程序内部一直在出错，但是表面上却风平浪静。

打 印 异 常 有 两 种 方 式 ， 一 是 只 打 印 异

常摘要信息，即打印异常的message，通过

getMessage()方法获得后打印；

另一种是打印详细的堆栈信息，通过调用

printStackTrace()方法完成详细信息打印。一般

建议，在Executor中执行的代码（如逐条数据处

理的代码）打印摘要信息，在Driver上执行的代

码，打印堆栈信息。

（3）不要在finally里使用return

finally代码块通常是用来做一些必须要做的

收尾工作，如释放资源、修改特定标记位等。

尽量不要在finally代码块中使用return，这

会使代码的执行结果变得不好预期。如果需要确

保一定有返回值，请catch住所有异常，然后在

finally代码块的下面写return。

（4） 巧妙利用异常返回信息

当调用一个方法时，通常我们会使用return

给调用者返回数据。但还有一种不太常用的做

法，就是使用异常返回信息，让调用者通过捕获

异常的方式，获取到异常内携带的信息。关于这

种方式的应用，在后续讲解spark时会提到。

（5） 合理使用自定义异常

通过自定义异常，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异常

处理体系，针对不同的业务错误，进行相应等级

的处理。举个例子，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需要读

取多个数据源，但是可能存在要读取的路径不存

在，或者读入的数据量为0等情况，这时通常需

要阻断流程，最好的方式就是抛异常，但有时我

们又希望阻断部分流程，这时只有抛一个自定义

的异常，然后外层流程控制中捕获这个异常，有

针对性地处理才能达成目的。

9JDBC

讲到最后，关于java连接数据库的桥梁jdbc

自然要提及一下，主要还是讲讲如何使用。

（1）加载数据库驱动

//1.加载驱动Class.forName("com.mysql.

jdbc.Driver");

（2）建立连接

//URL用于标识数据库的位置,username和

password是访问数据的用户名和密码

String url ="jdbc:mysql://localhost:3306/

test";

String username ="test";

String password ="yqz56258";

Connection conn = null

//2.获取与数据库的链接

conn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 

username, password);

（3）执行sql获得结果集

Statement st = null;

/ / 3 . 获 取 用 于 向 数 据 库 发 送 s q l 语 句 的

statement

st =conn.create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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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向数据库发

sqlString sql = "select id,name,sex,age 

from teachers";

ResultSet rs =st.executeQuery(sql);

（4）结果集遍历

//next()：

类似指针的效果，会向下移动

while(rs.next()){    

//getString(int index)：根据索引获取指定位

置的值    

String id = rs.getString(1);    

String name = rs.getString(2);    

String sex = rs.getString(3);                

//getString(String columnname)：根据列名

获取本列的值    

String age =rs.getString("age");

}

10小结

到此为止，所有在大数据分析工作中最常用

到的java基础知识算是带着大家温习一遍啦，让

我们一起来回顾下总共讲了哪些知识点：

基础概念和特性（面向对象、类、对象、封

装、继承、多态、泛型）、常见的集合及方法、

常用的字符串处理方法、常用的日期处理方法、

json的解析与操作、正则表达式、异常处理、

JDBC。

其中json解析与操作、泛型和初始化部分的

示例代码引用自书籍或网络，特此说明，希望阅

读完本文的小伙伴们，有所收获哦！

来源：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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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国内征信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中文文献

【作者】朱镇远 吴齐阳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南京大学文

学院

【摘要】以中国知网收录

的2009—2019年间大数据时

代征信的1784篇期刊文献作为

研究对象,以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为研究工具,对相关

文献的年代、作者、机构、高

被引论文、关键词及研究热点

进行可视化分析,探讨大数据时

代我国征信研究领域的现状、

热点和趋势。研究发现我国大

数据征信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

者群,相关研究呈现区域不平衡

及政府主导性,各机构间协作较

少;研究客体与大数据技术发展

前沿紧密相关,并在近年内进入

平台期。 

【关键词】征信研究; 大

数据; 可视化分析; 热点及趋势;

【分类号】F724.6;F832.4

【期刊】征信 2019年10

期

【ISSN】1674-74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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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数据网络舆情发展方向分析与建模

【作者】黄静 葛永军 肖

宏丽 刘倩琦 济宁市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

【摘要】通过对山东大数

据网络舆情发展方向分析,进行

舆情监督和管理,提出基于统计

特征信息融合的山东大数据网

络舆情发展方向建模方法。构

建山东舆情发展方向分布大数

据的统计序列模型,采用大数据

空间区域结构重组方法进行预

测,提取描述性统计特征量,结合

量化回归分析方法,对提取的山

东舆情发展方向分布大数据的

关联特征集进行分类融合,构建

基于模糊C均值聚类山东大数

据网络舆情信息融合模型,采用

分段检验方法进行数据聚类中

心寻优控制,实现山东舆情发展

方向预测与建模。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该模型能有效预测山东

大数据网络舆情发展方向,大数

据融合性能较好。 

【 关 键 词 】 关 键 词 ： 山

东大数据; 网络舆情; 发展方

向; 数据聚类; 融合;

【分类号】TP311.13

【期刊】科技通报 2019年

09期

【ISSN】100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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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开放的政府主体责任研究

【作者】储节旺 杨雪 安

徽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在大数据时代,

随着公共数据开放的逐渐深入,

政府在数据开放过程中的作用

日益重要。文章从公共数据开

放的现状出发,提出政府在理论

层面的主体责任以及在实践层

面具体履行职责的优化思路。

公共数据开放过程中政府主体

责任的优化思路主要包括拓宽

数据来源、加强平台建设、消

除数据孤岛、研究开放数据的

商业发展、构建需求驱动型数

据公开、以大数据贯彻"创新驱

动发展"和推行数据开放试点制

等。 

【关键词】数据开放; 公

共数据开放; 政府主体责任;

【分类号】G203

【期刊】现代情报 2019年

10期

【ISSN】1008-0821

大数据时代对传统统计学变革的思考

【作者】刘相云 梁山县统

计局水泊街道统计站

【关键词】 大数社会据发

时展代的的各到个来领,大域数

都据产生对了重要性的影响,促

进了相关领域的深刻变革。传

统的统计学对当前社会发展需

求已经很难做到适应了,当前的

统计学发展出现了转型发展的

重要态势。作者在本文中对大

数据时代下传统的统计学的转

型升级作出系统化的分析,希望

更多的人能够科学地认识新时

期下统计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统计学是对社会发展领域中的

数据信息实施统计分析、筛选

研究的工作。 

【分类号】 C819;F230-4

【 期 刊 】 中 国 中 小 企 业  

2019年10期

【ISSN】 1005-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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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模式下运用ERP数据开展大数据分析

【作者】王瑜 中国石化集

团共享服务有限公司南京分公

司

【摘要】 集团ERP全球数

据集成和同步。共享模式下,运

用ERP业务数据开展大数据分

析,开展专题分析并采取优化措

施,应用到生产、销售、管理、

采购、服务领域。IT共享搭建

平台,充分发挥系统运营和数据

服务的业务支持作用,增强各业

务团队协同操作,推进业务数据

分析服务,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扩

大企业数据信息优势转化。 

【关键词】 共享; ERP; 大

数据分析; 统计;

【 分 类 号 】 

F270.7;TP311.13

【期刊】电子技术与软件

工程 2019年19期

【ISSN】 2095-5650

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全问题的分析及评价体系研究

【作者】刘芳竹 温双 姜

娜 沈阳师范大学

【摘要】 本文基于大数据

和云计算技术的研究现状和社

会调研的分析,结合数学建模的

思想建立贝叶斯模型进行数据

评价,并进一步匹配出不同统计

需求时安全系数最高的算法。

从而保证云计算潜在信息安全

体系的完善。 

【关键词】 大数据云计

算; 贝叶斯模型; 安全系数;

【 分 类 号 】  T P 3 0 9 ；

TP311.13

【期刊】农家参谋 2019年

20期

【ISSN】 1003-5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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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商业中的研究态势与前沿热点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分析

【作者】谢洪明 杨浩 浙

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 基于WOS数据

库文献来源,运用文献计量方法,

对2011—2018年和商业相关

联的大数据研究文献数据进行

文献统计分析以及关键词共现

分析,绘制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研究发现:基于商业的大数据研

究呈现多科学交叉趋势,涉及管

理、经济、信息技术等多个学

科;信息技术、大数据与商业管

理和经济的渗透发展、新时代

背景下的大数据和商业深度融

合应用是当下研究热点;社交网

络、企业组织、知识管理是近

几年来的前沿趋势。 

【 关 键 词 】  ： 商 业 领

域; 大数据; 知识图谱; 研究热

点;

【 分 类 号 】  ：

F270;G353.1

【期刊】科技与经济 2019

年05期

【ISSN】 1003-7691

大数据视阈下的高校专利信息服务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

【作者】鲍志彦 赵乃瑄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摘要】大数据技术的发

展，为专利信息的分析和服务

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分析方

法。鉴于此，文章提出了基于

大数据技术的高校专利信息服

务模式，并结合实际案例，从

数据层、技术层、服务层三个

层面探讨该模式下高校专利信

息服务的内容、流程和成效，

为大数据视阈下高校专利信息

服 务 模 式 的 创 新 发 展 提 供 参

考。 

【关键词】大数据; 专利

信息服务; 服务模式; 应用研

究; 高校;

【 分 类 号 】

G255.53;G258.6

【期刊】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9年09期

【ISSN】 1000-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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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对金融统计的影响分析

【作者】赵景 池州学院

【摘要】金融统计是指一

种对金融业务活动情况资料进

行收集、整理和分析的活动,并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产生了一定

变化。本文将以大数据与金融

统计为重点,从产生影响的机制

与具体内容两方面进行详细阐

述,希望能够为从事相关工作的

人员提供一些工作思路,仅供参

考。 

【关键词】大数据; 金融

统计; 数据采集;

【分类号】F832

【期刊】时代金融 2019年

23期

【ISSN】1672-8661

如何在经济管理领域运用大数据统计

【作者】江红梅 江苏省淮

安市淮阴区王家营街道办

【摘要】伴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经济管理领域出现了越来

越多、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手段

和方法,提高了整体的管理效

率、降低了管理成本,与此同时

也为各个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

多契机。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

能够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到经济

管理发展的规律,在宏观经济管

理和微观经济管理方面都起到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

文将简单探讨如何在经济管理

领域中运用大数据统计,以期能

够为经济管理领域的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经济管理; 大

数据; 统计分析; 应用;

【分类号】F20

【期刊】中外企业家2019

年27期

【ISSN】1000-8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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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文献全文

Abstract 

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complex stock market，however，there is very little systematic 

work on the impact of crisis on global stock markets. For filling in these gaps，we propose a complex network 

method，which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global main stock index from 2005 to 

2010. Firstly，we construct three weighted networks. The physics-derived technique of minimum spanning tree 

is utilized to investigate the networks of three stages. Regional clustering is found in each network. Secondly，

we construct three average threshold networks and find the small-world property in the network before and during 

the crisis. Finally，the dynamical change of the network community structure is deeply analyzed with different 

threshol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for large thresholds，the network before and after the crisis has a significant 

community structure. Though this analysis，it would be helpful to investors for making decisions regarding their 

portfolios or to regulators for monitoring the key nodes to ensure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stock market.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 July 18，2018

1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China，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Novel Softwar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Nanjing，China * 

dc.pi@nuaa.edu.cn 

Bentian Li1 , Dechang Pi1,2*

Analysis of global stock index data during crisis period via 
complex network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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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ock correlation networks use stock price dat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tocks listed 

in the stock market. Currently this relationship is dominantly measured by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However，financial data suggest that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may exist in the stock prices of different shares. To 

address this issue，this work uses mutual information to characteriz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s. 

Using 280 stocks traded at the Shanghai Stocks Exchang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4-2016，we first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tual information for measuring stock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se two measures，we then develop two stock networks using the Minimum Spanning Tree method and 

study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se networks，including degree，path length and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has a better distribution of the degree and larger value of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than those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mutual information 

is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tha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 measure the stock relationship in a stock market that 

may undergo large fluctuations of stock prices.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941 April 18，2018

1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China, 

2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Monash University, Clayton, VIC, Australia * tianhai.tian@monash.edu

Xue Guo1 , Hu Zhang1 , Tianhai Tian2 *

Development of stock correlation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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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allelisation of big data is emerging as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large-scale parallel data applications 

such as seismic data processing. The field of seismic data is so large or complex that traditional data processing 

software is incapable of dealing with it. For examp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allel processing in seismic 

applications to improve the processing speed is complex in nature. To overcome this issue, a simple technique 

which that helps provide parallel processing for big data applications such as seismic algorithms is needed. In our 

framework, we used the Apache Hadoop with its MapReduce function. All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on the 

RedHat CentOS platform. Finally, we studied the bottlenecks and improve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for seismic algorithms（stochastic inversion）.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 May 2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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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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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researchers documented that the stock market data are nonstationary and nonlinear time series data. In 

this study, we use EMD-HW bagging method for nonstationary and nonlinear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The EMD-

HW bagging method i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 the moving block bootstrap and the 

Holt-Winter. The stock market time series of six countries are used to compare EMD-HW bagging method. This 

comparison is based on five forecasting error measurements.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 forecasting results of 

EMD-HW bagging are more accurate than the forecasting results of the fourteen selected methods.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 July 17，2018

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Al Hussien bin Talal University，Ma’an，Jordan，2 School of Mathema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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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of Jordan，Amman，Jordan * awajanmath@yahoo.com 

Ahmad M. Awajan1，2*，Mohd Tahir Ismail2，S. AL Wadi3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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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of 22 provinces and 4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7, this paper uses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to further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we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using static panel and 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method.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 Improving the inclus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can better promote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Urbanization level, economic opennes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while farmers’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It is possible to 

promote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by improving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combining 

urbanization, increasing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increasing economic openness and 

improv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OS 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 May 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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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新生学数据分析（入门篇）

【书名】新手学数据分析(入门

篇)

【作者】杨群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

【ISBN】9787302486589

【内容提要】《新手学数据分

析(入门篇)》共分为10章，内容涉及

数据分析工作的各个方面，循序渐

进地讲解了数据分析工作的开展流

程、技术以及各种注意事项，其主

要内容有：认识数据分析、了解数

据分析方法论和数据分析方法，数

据源的获取、加工、处理、分析、

呈现以及最终的报告撰写等。《新

手学数据分析(入门篇)》内容详细全

面，且注重实践操作，尤其对于想

要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读者，借助

《新手学数据分析(入门篇)》可实现

快速入门，此外《新手学数据分析

(入门篇)》也非常适合从事数据分析相关工作不久的新人巩固知识和提升相关技能。

【作者简介】杨群，专业数据分析师，曾服务于国内知名市场研究公司，拥有超过10年的统计分析

与数据挖掘工作经历，尤其在数据挖掘、市场研究、医药数据分析等领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工作十余

年，一直从事将数据分析与各类业务相结合的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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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

试验区建设，培养造就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的大数据技术人才队伍，客观、公正、科

学地评价大数据技术人才的能力和水平，为我省

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根

据《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办发﹝

2016﹞77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16号）和《贵

州省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

件（试行）》（黔人社厅通〔2014〕753号）等

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大数据发展实际，制定本条

件。

第二条 坚持科学人才观为指导，树立“以

人为本”理念，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坚持标

准、注重实践、突出业绩。

第三条 任职资格名称和级别。任职资格名

称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和正高级工程师;依次对应级别为：员级、助理

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取得大数据领域相

应职业资格或行业权威认证的，其对应大数据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根据大数据技术体系的技能要求

和工作内容，全省大数据专业主要分为系统（平

台）架构、设计与开发、数据管理、系统（平

台）运维等相关工作领域。

（一）系统（平台）架构：包括信息系统

（平台）架构等。

（二）设计与开发：包括需求分析、系统

（平台）设计与开发、产品设计与开发、数据模

型设计与开发、算法分析与设计等。

（三）数据管理：包括数据战略、数据治

理、数据架构、数据标准、数据应用、数据质

量、数据生命周期、数据安全等。

（四）系统（平台）运维：系统（平台）运

行与维护等。

贵州省工程系列大数据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

条件（试行）

附件

贵州大数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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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本条件适用于全省各类企事业单位

中从事大数据相关领域工作的技术人员。已实行

职业资格考试，或已实行以考代评的，不再开展

职称评审。

二、基本条件

第六条 申报大数据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须具备以下条件：

1.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认真履

行岗位职责，积极承担并完成本职工作。

3.符合当年国家和贵州省对专业技术人员在

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及继续教育方面的有关规

定。

第七条 任现职期间，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限

制申报：

1.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中严重违纪违规

的;在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行为

的，从认定之日起延期3年申报。

2.受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开除党籍纪律处分的，自处分之日起，分

别在1年、2年、3年、4年、5年内不得申报;受记

过、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的，

自处分之日起，分别在1年、2年、4年内不得申

报。

三、技术员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

第八条 申报技术员任职资格人员，其学历

（学位）、资历须符合以下条件：

大学专科、中职学校毕业，从事本专业工程

技术工作，见习1年期满，经考察合格。

第九条 技术员任职资格须满足以下条件：

1.熟悉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

知识。

2.具有完成一般技术辅助性工作的能力。

四、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

第十条 申报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人员，其

学历（学位）、资历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硕士学位或双学士学位。

2.大学本科毕业，从事大数据专业技术工

作，见习1年期满并考察合格。

3.大学专科毕业，从事大数据专业技术工作

3年以上。

4.中职学校毕业，从事大数据专业技术工作

5年以上。

第十一条 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须

满足以下条件：

1.熟悉大数据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了

解大数据技术体系、平台架构、技术标准、相关

法律法规、规程制度等，具有解决一般性技术问

题的能力。

2.参与1项以上信息系统（平台）项目建

设，承担具体大数据相关工作任务，具有一定的

业绩成果。

3.结合参与的信息系统（平台）项目建设工

作，独立撰写1篇专业技术工作总结报告，字数

不低于3000字。

五、工程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

第十二条 申报工程师任职资格的人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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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学位）、资历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博士学位。

2.获得硕士学位或双学士学位，取得助理工

程师任职资格后，并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2年以

上。

3.大学本科毕业或大学专科毕业，取得助理

工程师任职资格，并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4年以

上。

第十三条 工程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须满足

以下条件：

（一）任职条件。

1.掌握并熟练应用大数据相关基础理论和专

业技术知识。

2.熟悉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能正

确应用大数据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等。

3.了解大数据领域国内外新技术的发展现

状、科技信息和发展趋势，基本掌握信息系统

（平台）设计与开发，或数据管理，或系统（平

台）运维有关技术方法，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能

力。

4.能独立承担信息系统（平台）设计与开

发，或数据管理，或系统（平台）运维方面技术

工作。

5.有一定的技术实践经验，具有解决信息系

统（平台）设计与开发，或数据管理，或系统

（平台）运维技术工作中较复杂问题的能力。

6.能制定信息系统（平台）设计与开发规

划，或数据管理实施方案，或系统（平台）运维

规程等。

7.能够指导助理工程师工作和学习。

（二）业绩条件。

任助理工程师以来，符合下列条件之二：

1.参与完成的项目获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

（或省级行业协会、学会）颁发的技术奖二等奖

1项，或三等奖2项。

2.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市（州）级科技奖1项;

或获本单位技术奖3项。

3.在1项省（部）级，或2项市（州）级，或

3项区（县）级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中，

作为系统（平台）设计与开发，或数据管理，或

系统（平台）运维等工作的主要完成人，完成相

关工作。项目通过市（州）以上相关行业主管部

门认定或验收。

4.在1项大型，或2项中型，或3项小型信息

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中，作为系统（平台）设

计与开发，或数据管理，或系统（平台）运维等

工作的主要完成人，完成相关工作。项目通过相

应市（州）以上行业主管部门认定或验收。

5.申请并被受理与本专业相关的发明专利1

件以上，或获市（州）以上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专

利奖。

6.参与的项目获省级大数据主管部门授予的

大数据领域试点示范建设项目1项;或作为主要参

与者，项目获市（州）大数据主管部门授予的大

数据领域试点示范建设项目1项。

7.参与的项目获市（州）级大数据有关赛事

奖1项。

8.独立解决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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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技术问题或实际工作中复杂、疑难问题1个以

上，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9.参加编制已颁布实施的行业（地方）大数

据领域技术标准、导则、规程、规范1项;或作为

主要完成人编制已备案实施的技术指南、企业技

术标准1项。

10.因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突出，获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或市（州）以上行业主管部门表彰。

（三）学术成果。

任助理工程师期间，发表论文或撰写学术专

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

篇;或在大数据相关专业内部资料学术出版物（内

刊、论文集）、增刊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2

篇。

2.公开出版本专业学术、技术著作或译著，

本人撰写0.5万字以上。

3.撰写由本人参与完成的信息系统（平台）

建设项目的工程报告、专项报告、可行性研究报

告、技术报告、技术方案2篇，学术观点正确，

数据齐全，结论准确。

4.编写本专业培训教材或技术手册，本人撰

写1万字以上，并在实际工作中推广应用。

（四）破格条件。

对不具备规定学历（学位）、资历的专业技

术人员，任助理工程师2年以上可破格申报工程

师任职资格。破格申报工程师任职资格者，除须

具备正常晋升评审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

1.获省（部）级科技奖1项;或获市（州）级

科技奖一等奖1项，或二等奖2项。

2.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的项目获国家级技

术奖二等奖1项;或获省级技术奖一等奖1项，或二

等奖2项，或三等奖3项。

3.在1项省（部）级，或2项市（州）级，或

3项区（县）级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中，

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系统（平

台）设计与开发，或数据管理，或系统（平台）

运维有关工作。项目通过相应市（州）以上行业

主管部门认定或验收。

4.在1项大型，或2项中型，或3项小型信息

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中，作为项目（技术）负

责人，主持完成系统（平台）设计与开发，或数

据管理，或系统（平台）运维有关工作。项目通

过相应市（州）以上行业主管部门认定或验收。

5.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授权发明专利1件以

上，或获省以上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专利奖。

6.作为主要参与者，项目获省级大数据主管

部门授予大数据领域试点示范建设项目1项，或

获市（州）大数据主管部门授予大数据领域试点

示范建设项目2项。

7.作为主要参与者，项目获省（部）级大数

据有关赛事奖1项;或获市（州）级大数据有关赛

事一等奖1项，或二等奖2项。

8.独立解决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中重

大技术问题或实际工作中复杂、疑难问题2个以

上，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9.参加编制已颁布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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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导则、规程、规范1项;或作为主要完

成人编制已颁布实施的行业（地方）大数据领域

技术标准、导则、规程、规范等2项;或作为主要

完成人编制已备案实施的技术指南、企业技术标

准4项。

10.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本专业学

术论文2篇，其中1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11.因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突出，获市（州）

以上人民政府或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表彰。

六、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

第十四条 申报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的人

员，其学历（学位）、资历须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1.博士后出站人员。

2.获博士学位，取得工程师任职资格，并任

工程师职务2年以上。

3.获硕士学位，或双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

毕业，取得工程师任职资格，并任工程师职务5

年以上。

第十五条 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须

满足以下条件：

（一）任职条件。

1.全面掌握并熟练运用系统（平台）架构，

或设计与开发体系，或数据管理相关基础理论和

专业技术知识，掌握相关管理方法，具有相应的

管理经历和能力。

2.熟悉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能熟

练应用大数据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等。

3.了解大数据专业国内外最新技术现状、科

技信息和发展趋势，具有跟踪大数据专业发展前

沿水平的能力。

4.具有独立承担信息系统（平台）架构，或

设计与开发，或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分析、规划、

设计、实施、管理能力。

5.能主持系统（平台）架构，或设计与开

发，或数据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工作，解决复杂的

技术问题。

6.具有较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并有参与技

术评审、技术鉴定、技术评价、重大测试、系统

（平台）项目技术管理等经历，能主持制定管理

体系文件、技术方案、建设规范、建设标准、技

术报告、技术评审鉴定报告等，取得有重要实用

价值的技术成果。

7.能够指导工程师的工作和学习。

（二）业绩条件。

任工程师以来，符合下列条件之二：

1.获省（部）级科技奖三等奖1项;或作为主

要完成人获市（州）级以上科技奖一等奖1项，

或二等奖2项，或三等奖3项。

2.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的项目获国家级技

术奖二等奖1项;或获省级技术奖一等奖1项，或二

等奖2项，或三等奖3项。

3.在1项省（部）级，或2项市（州）级，或

3项区（县）级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中，

主持建设完成信息系统（平台）架构，或设计与

开发，或数据管理相关工作。项目通过市（州）

以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或验收。

4.在1项大型，或2项中型，或3项小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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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中，主持建设完成信息系

统（平台）架构，或设计与开发，或数据管理相

关工作。项目通过相应市（州）以上行业主管部

门认定或验收。

5.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授权发明专利1件以

上，或获省以上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专利奖。

6.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的项目获

省级大数据主管部门授予大数据领域试点示范建

设项目1项，或市（州）大数据主管部门授予大

数据领域试点示范建设项目2项。

7.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的项目

获省（部）级大数据有关赛事三等奖1项;或获市

（州）级大数据有关赛事一等奖1项，或二等奖2

项，或三等奖3项。

8.独立解决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中重

大技术问题或实际工作中复杂、疑难问题2个以

上，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9.参加编制已颁布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领域

技术标准、导则、规程、规范1项;或作为主要完

成人编制已颁布实施的行业（地方）大数据领域

技术标准、导则、规程、规范等2项;或作为主要

完成人编制已备案实施的技术指南、企业技术标

准4项。

10.因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突出，获市（州）

以上人民政府或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表彰。

（三）学术成果。

任工程师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

篇;或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和在内部资料性学术出版物（内刊、论文集）发

表本专业学术论文2篇。

2.公开出版本专业学术、技术著作或译著，

本人撰写3万字以上。

3.撰写由本人参与完成的信息系统（平台）

建设项目的工程报告、专项报告、可行性研究报

告、技术报告、技术方案4篇，其创新或成果等

得到行业主管部门推广使用。

4.编写本专业培训教材或技术手册，本人撰

写5万字以上，并在实际工作中推广应用。

（四）破格条件。

对不具备规定学历（学位）、资历的专业技

术人员，任工程师2年以上可破格申报高级工程

师任职资格。破格申报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者，

除须具备正常晋升评审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条

件之一：

1.获省（部）级科技奖二等奖1项，或三等

奖2项。

2.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获国家级

技术奖一等奖1项;或获省级技术奖一等奖2项。

3.在1项国家级，或2项省（部）级信息系

统（平台）建设项目中，作为项目（技术）负责

人，主持完成信息系统（平台）架构，或设计与

开发，或数据管理相关工作。项目通过省级以上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或验收。

4.在2项大型，或3项中型信息系统（平台）

建设项目中，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完

成信息系统（平台）架构，或设计与开发，或数

据管理相关工作。项目通过相应省级以上行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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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认定或验收。

5.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授权发明专利2件以

上;或获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专利奖。

6.作为主要参与者，项目获国家部委授予大

数据领域试点示范建设项目1项;或作为项目（技

术）负责人，主持的项目获省级大数据主管部门

授予大数据领域试点示范建设项目2项。

7.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的项目获

省（部）级大数据有关赛事二等奖1项，或三等

奖2项。

8.参加编制已出版发行的国际标准1项;或参

加编制已发布的国家级大数据领域技术标准、导

则、规程、规范2项;或作为主要完成人编制已颁

布实施的行业（地方）大数据领域技术标准、导

则、规程、规范等3项;或主持编制已备案实施的

技术指南、企业技术标准6项。

9.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本专业学术

论文4篇，其中2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或正式出版

本专业学术、技术专著或译著1部，其中本人撰

写15万字以上。

10.因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突出，获省（部）

级表彰。

七、正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

第十六条 申报正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须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取得高

级工程师任职资格，并任高级工程师职务五年以

上。

第十七条 正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

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任职条件。

1.具有扎实的大数据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

业技术知识，能创造性开展工程技术工作，在工

程技术应用上有较高造诣，掌握相关专业技术知

识和现代管理科学。

2.把握大数据专业国内外最新技术现状，最

新科技信息和发展趋势，具有引领本行业、本专

业科技发展前沿水平的能力。

3.熟练掌握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能熟练应用大数据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等。

4.具有独立承担重大信息系统（平台）架构

分析、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管理能力，能

解决工作中重大技术问题和指导解决实际工作中

复杂、疑难问题。

5.有十分丰富的专业技术工作实践经验，在

专业技术实际工作中取得有重大实用价值的技术

成果和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6.能够指导高级工程师的工作和学习。

（二）业绩条件。

任高级工程师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二：

1.获省（部）级科级奖二等奖1项，或三等

奖2项。

2.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的项

目获国家级技术奖一等奖1项;或获省级技术奖一

等奖2项，或二等奖4项，或一等奖1项和二等奖2

项。

3.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1项

国家级，或2项省（部）级信息系统（平台）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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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计工作。项目通过相应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

门认定或验收。

4.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2项

大型信息系统（平台）架构设计工作。项目通过

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或验收。

5.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授权发明专利2件以

上，其中至少1件专利已经实施，并取得显著的

经济社会效益;或获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专利

奖。

6.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的项目

获国家部委授予大数据领域试点示范建设项目1

项，或获省级大数据主管部门授予大数据领域试

点示范建设项目2项。

7.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的项目获

省（部）级大数据有关赛事二等奖1项，或三等

奖2项。

8.独立解决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中重

大技术问题或实际工作中复杂、疑难问题3个以

上，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9.参加编制已出版发行的国际标准1项;作为

主要参与人员编制国家级大数据领域技术标准、

导则、规程、规范2项;或作为主要完成人编制已

颁布实施的行业（地方）大数据领域技术标准、

导则、规程、规范等3项。

10.因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突出，获省（部）

级表彰。

（三）学术成果。

任高级工程师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

篇，其中1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或在公开出版的

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篇;或在全国性专业学

术会议宣读本人独立撰写的专业论文5篇。

2.公开出版本专业学术、技术著作或译著，

本人撰写12万字以上。

3.编写本专业培训教材或技术手册，本人撰

写15万字以上，并在实际工作中推广应用。

（四）破格条件。

对不具备规定学历（学位）、资历的专业技

术人员，任高级工程师2年以上可破格申报正高

级工程师任职资格。破格申报正高级工程师任职

资格者，除须具备正常晋升评审条件外，还应具

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国家级科技奖;或获省（部）级科技奖一

等奖1项，或二等奖2项。

2.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的

项目获省级行业主管部门颁发技术奖一等奖4项;

或获国家行业协会、学会颁发的技术奖一等奖2

项。

3.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2项

国家级，或4项省（部）级信息系统（平台）架

构设计工作。项目通过相应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

门认定或验收。

4.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4项

大型信息系统（平台）架构设计工作。项目通过

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或验收。

5.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的项目

获国家部委授予大数据领域试点示范建设项目2

项，或获省级大数据主管部门授予大数据领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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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示范建设项目4项。

6.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的项目获

省（部）级大数据有关赛事一等奖1项，或二等

奖2项。

7.参加编制已出版发行的国际大数据相关领

域标准2项;或主持编制已发布的国家级大数据领

域技术标准、导则、规程、规范4项。

8.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本专业学术

论文6篇，其中4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或正式出版

本专业学术、技术专著或译著2部，其中本人撰

写30万字以上。

9.因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突出，获国家表彰。

八、附则

第十八条 有关条款说明。

1.本条件中所提到任职时间，均为取得相应

学历后的任职时间，计算时间截止到评审工作当

年的12月31日。出现学历（学位）晋升的，原学

历（学位）任职时间折半计算。

2.本条件中所称“学历、学位”，指理工类

学历、学位。

3.在工程技术领域生产一线岗位，从事技术

技能工作，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能够进行

创造性劳动，作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可按条件申

报专业职称：

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

（技师）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

本科学历申报评审相应专业职称。

获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

技术技能工作2年以上，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

理工程师;获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

事技术技能工作3年以上，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

工程师;获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

从事技术技能工作4年以上，可申报评审相应专

业高级工程师。

4.本条件中所获奖励、表彰均以个人获奖证

书或相关文件为准。

5.本条件中的业绩成果、学术成果须为任现

职后取得。

6.本条件中“科技奖”包括：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奖或国家

行业主管部门设立的科技奖项。

7.本条件中“技术奖”指由省级以上行业主

管部门设立或认可的行业协会、学会技术类奖

项。

8.大数据相关大赛奖项名称排序可对应获奖

等次。

9.本条件中的“主要完成人、主要参与者”

在国家级或省级重大（重点）项目中指排名前

五，其他项目均指排名前三。因项目难度大，周

期长，参与人员多的，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出具

证明认定其主要完成人，或主要参与者。

10.本条件中的大、中、小型项目划分：大

型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考核（认定、认可、核

准）或验收的项目;中型指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考核

（认定、认可、核准）或验收的项目;小型指市

（州）行业主管部门考核（认定、认可、核准）

或验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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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条件中的大数据主管部门授予大数据

领域试点示范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由国家、省

级、市（州）级、区（县）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

的大数据产业类，以及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政府

管理、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等融合发

展类标杆示范项目、试点示范项目。

12.本条件中的专利实施，包括专利转让、

许可、质押融资、作价投资或自行实施等各种专

利应用形式。专利实施取得的经济效益，需提供

财务数据、合同等佐证材料。

13.本条件中，授权发明专利1件（限前3发

明人）可折抵论文2篇，申请并被受理的发明专

利1件（限第1发明人）可折抵论文1篇。折抵论

文的专利不得同时作为业绩成果。

14.本条件中，EI、SCI收录论文可折抵2篇

核心期刊论文。

15.本条件中所称“论文”，若非特别注

明，均指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在具有国内

统一刊号CN学术期刊或国际标准刊号ISSN （包

括高校公开发行的学报，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论文

集等）上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16.本条件中所称“核心期刊”是指北京大

学图书馆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收录的学

术期刊，以论文发表时间的版本为准。

17.本条件中所称的著作、教材是指本专

业，且具有国际标准书号ISBN并公开出版的著

作、教材。

18.本条件中所称的字数，除注明的外，均

指个人独立完成的字数。

19.本条件中,高于所列条件的等级或数量的

也满足要求;凡冠以“以上”者，均含本级。

20.本条件中所指“达到以下条件之二”，

是指不同项目满足两项业绩条件或满足同一业绩

条件两次。

第十九条 本条件由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条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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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大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

安全，明确大数据安全责任，促进大数据发展应

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大数据安全保障及

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涉及国家秘密的大数据安全保障，还应当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大数据安全保障，是指

采取预防、管理、处置等策略和措施，防范大数

据被攻击、侵入、干扰、破坏、窃取、篡改、删

除和非法使用以及意外事故，保障大数据的真实

性、完整性、有效性、保密性、可控性并处于安

全状态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大数据是指以容量大、类型多、

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

合，是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

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发现新知识、创造

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

态。

本条例所称大数据安全责任人，是指在大

数据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对大数据安全产生或者可

能产生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大数据所有人、

持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以及其他从事大数据采

集、存储、清洗、开发、应用、交易、服务等的

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大数据安全保障工作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按照政府主

导、责任人主体，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包容审慎、支持创新，安全与发

展、监管与利用并重的原则，维护大数据总体和

动态安全。

第五条 大数据安全保障工作应当围绕国

家大数据战略和省大数据战略行动实施，建立健

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例

（2019年8月1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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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大数据安全地方标

准体系、大数据安全测评体系、大数据安全保障

体系等，采取大数据安全攻防演练等安全保障措

施，推动大数据安全技术、制度、管理创新和发

展。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全省大数据安全保

障工作，市、州和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大数据安全保障工作。

开发区、新区管理机构根据设立开发区、新

区的人民政府的授权，负责本辖区大数据安全保

障的具体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按照下列规定，

履行大数据安全保障职责：

（一）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检查指导和

相关监督管理等工作；

（二）公安机关负责安全保护和管理、风险

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违法行为查处等监

督管理工作；

（三）大数据发展管理部门负责与大数据

安全相关的数据管理、产业发展、技术应用等工

作；

（四）通信管理部门负责电信网、公共互联

网运行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

（五）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保密监督管理

等工作；

（六）密码管理部门负责密码监督管理等工

作；

（七）其他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各自职责做好大数据安全保障工作。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大数据发展应

用总体规划，编制大数据安全保障规划；网信、

公安、大数据发展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大数据安

全保障规划，编制本部门、本行业大数据安全保

障专项规划。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大数据

安全保障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和责任机制，协调和

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大数据安全保障有关事项。

公安机关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大数据风险测评、应急防范等

安全制度，加强对大数据安全技术、设备和服务

提供商的风险评估和安全管理。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大数据安

全的义务，不得从事危害大数据安全的活动，不

得利用大数据从事危害国家安全以及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对危害大数据安全或者利用大数据从事违法

犯罪活动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劝阻、

制止、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依

法及时查处，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属于本

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

第十一条 鼓励开展大数据安全知识宣传普

及、教育培训，增强全社会大数据安全意识，提

高大数据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第十二条 鼓励、支持成立大数据安全联

盟、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展行业自律、交流

合作和安全技术研究等大数据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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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全责任

第十三条 实行大数据安全责任制，保障大

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

大数据安全责任，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持

有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以及谁

采集谁负责的原则确定。

大数据基于复制、流通、交换等同时存在的

多个安全责任人，分别承担各自安全责任。

第十四条 大数据安全责任人是单位的（以

下简称单位大数据安全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

（一）依法成立安全管理机构或者明确安全

管理负责人，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技

术培训和技能考核；

（二）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急

预案，明确不同岗位安全管理责任;

（三）加强数据采集、使用、处理权限管

理，对批量导出、复制、脱敏、销毁数据等实行

审查批准；

（四）加强网络运行、访问监测管理，定期

开展数据安全检查;

（五）采取数据分类、备份和加密等安全措

施;

（六）按照规定期限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

（七）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立即采取措

施，保存证据，并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

关报告；

（八）发现违法发布或者传输信息的，立即

停止发布、传输或者采取阻断、拦截等措施，保

留有关记录，并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报告；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大数据安全责任人是个人的（以下简称个人

大数据安全责任人），应当依法采取安全管理措

施，妥善存储、保管，合理使用，保障大数据安

全。

第十五条 单位大数据安全责任人采集、存

储、传输、处理、交换、应用、销毁大数据等，

应当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建立大数据安

全防护管理制度、大数据安全审计制度，制定大

数据安全应急预案，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并定期

开展安全评测、风险评估和应急演练；采取安全

保护技术措施，防止数据丢失、毁损、泄露和篡

改。

前款规定活动涉及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

法律、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第十六条 采集数据应当具有合法目的和

用途，遵循最小且必要和正当原则，禁止过度采

集；科学确定采集对象、范围、内容、方式，依

法进行采集，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保

密性。

国家机关采集数据应当经被采集人同意，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采集数据不得侵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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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不得损害被采集人和他人合法权益。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向不特定公众提

供普遍信息、接入、浏览、访问、营销、推广等

网络服务的经营者，不得采集与其提供服务无关

的数据，不得以使用人拒绝提供相关信息而限制

或者拒绝其享受普遍服务。

第十七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

单位和个人在公共场所设置数据采集设施、设备

采集信息的，应当设置明显标识，并报当地公安

机关备案。留存的数据应当用于合法目的，不得

非法向他人提供、查阅、复制和传播。

第十八条 存储数据应当根据数据类型、

规模、用途、安全等级、重要程度等因素，选择

相应安全性能和防护级别的系统、介质、设施设

备，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保障存储系统和数据

安全。

公共数据平台、企业数据中心等集中式大

数据存储中心，应当根据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规

范要求和保障数据安全需要，科学选址，规范

建设，建立容灾备份、安全评价、日常巡查管

理、防火防盗等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存储环境、

供电、通信和存储系统、介质、设施设备安全审

查。

第十九条 传输数据应当合理选择传输渠

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数据被窃取、泄

露、篡改。

第二十条 处理数据应当保护原始数据，不

得随意更改、伪造，不得通过恶意处理导致数据

毁灭性更改和永久性丢失。

第二十一条 交换数据应当维护数据的完整

性、可用性。交换数据应当合法进行，交换双方

不得假冒他人或者以其他方式骗取数据交换。

第二十二条 使用数据不得用于非法目的和

用途。明知是通过攻击、窃取、恶意访问等非法

方式获取的数据，不得使用。

使用数据开展广告宣传、营销推广等活动，

不得干扰被采集人正常生产生活，不得损害被采

集人及他人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销毁数据应当根据大数据安全

保护管理需要，合理确定销毁方式和销毁要求。

销毁公共数据、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等重要

数据的，应当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第二十四条 单位大数据安全责任人应当加

强数据内容管理，定期清理、审查数据内容，发

现其持有、管理、发布的数据含有违法内容的，

应当及时予以处理，并采取相关补救措施；超出

自身处理权限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告知数据

提供人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五条 为他人提供基础网络、互联网

数据中心或者系统服务的网络运营者，应当建立

安全监测预警平台，加强对服务对象的数据安全

管理，督促其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监测

保护技术措施。

开展互联网平台和数据空间等租赁业务的，

出租人应当将租赁信息依法报通信管理部门备

案，通信管理部门应当将备案信息与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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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擅自转租。

涉及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和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公

共机构、公共服务企业因信息公开、数据开放以

及公示、公告等需要公布企业、个人数据的，应

当采取脱密、脱敏等措施，防止泄露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

第二十七条 银行、保险、房地产、航空、

铁路、公路、供电、供水、供气、邮政、通信、

快递、电子商务、旅游服务等经营者和学校、医

疗机构、社保、户籍管理、车辆登记、公积金、

社会信用管理等单位，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建立

数据接触、访问审查等制度，明确数据提供、调

用、分析、处理等权限。

前款规定单位在经营、服务活动中获取的用

户数据，除依法共享开放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不得泄露，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二十八条 禁止发布、传播下列信息：

（一）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四）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信息；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信息。

第二十九条 禁止非法采集、窃取、存储、

传输、使用、买卖个人信息。

第三十条 采集、存储、使用、处理人脸、

指纹、基因、疾病等生物特征数据，应当遵守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不得侵犯个人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单位大数据安全责任人因公共

数据共享开放提供数据，基于提供时的合理预见

无安全风险的，提供人不承担相关责任。

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整合等取得的数

据或者得出的结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得使用、传播，并

应当立即停止相关活动，报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

理。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的大

数据安全监管平台，负责大数据安全信息收集、

分析评估和通报，监测大数据安全状况，发布大

数据安全监测预警信息，统筹协调大数据安全事

件处置。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测本行业、本领域大

数据安全状况，发布相关信息，督促、指导本行

业、本领域的大数据监测预警处置工作。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公共数据平台、

企业数据中心等集中式大数据存储中心以及其他

重要大数据安全责任单位，应当建立大数据安全

监测预警平台，负责监测本单位大数据安全状

况，发布相关信息。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加强

大数据安全风险分析、预测、评估，收集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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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发现可能导致较大范围黑客攻击、病毒蔓延

等大数据安全事件的，应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提出防范应对措施，指导、监督大数据安全责任

人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第三十四条 行业主管部门、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运营单位发现本行业、本单

位大数据安全事件发生的风险增大时，应当加强

监测，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开展安全风险分析评

估，发布风险预警，并采取避免、减轻危害的措

施。

第三十五条 单位大数据安全责任人的应急

预案应当包括大数据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的组织机

构及其职责、安全事件分级、应急响应程序、处

置措施等内容，并定期组织演练。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公共数据平台、

企业数据中心等集中式大数据存储中心以及其他

重要单位大数据安全责任人的应急预案，应当报

行业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六条 发生大数据安全事件时，安全

责任人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处置措

施，防止危害扩大，告知可能受到影响的用户，

并向行业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报告。行

业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事件的

性质和特点，及时予以处置并依法发布相关信

息。

处置大数据安全事件时应当保护现场，记录

并留存相关数据信息。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大

数据安全日常监测制度，加强对大数据安全责任

人履行安全职责情况的巡查、检查，指导、监督

安全责任人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风险防

范，落实安全保障责任。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发现有关单位和个人安全

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或者可

能发生安全事件的，应当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

促落实。

第三十八条 建立大数据安全情况报告制

度。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经营者、公共数据平台、

企业数据中心等集中式大数据存储中心以及其

他重要单位大数据安全责任人，应当定期向行业

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报告大数据安全情

况。

第三十九条 有关部门因履行职责需要，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提供掌握的宏观经

济、社会管理、网络安全等数据的，有关单位和

个人应当及时提供。

除依法共享开放外，有关部门不得将前款规

定的数据用于与履行职责无关的用途。

第四十条 大数据安全责任人应当协助公安

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查处危害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及其他犯罪行为，为预防、侦查危害国家

安全、公共安全及其他犯罪活动提供相关资料、

数据和技术接口等支持。

大数据安全责任人按照前款规定或者公安机

关、国家安全机关的要求采集的数据，未经公安

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同意，不得自行处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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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向他人提供。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社会信用管理部门应

当建立大数据安全诚信档案，记录大数据安全责

任人数据采集、管理、使用等信用信息，并按照

有关规定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第四章  支持与保障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大数据安

全技术创新，推进大数据安全产业基地、园区和

大数据安全城市建设，推动形成大数据安全产品

研发、生产、应用的大数据安全产业链。

市、州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引导、扶持、推动大数据安全相关产业、技术、

产品发展应用。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加

大大数据安全技术研发投入，开展大数据安全技

术创新研究和大数据安全关键技术攻关，形成自

主知识产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部门应当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并适时修订有关大数据安全以及

大数据产品、服务和运行安全的地方标准，建立

和完善大数据安全地方标准体系。

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

相关行业组织开展大数据安全相关标准的研究、

制定和协同攻关，推动形成国家、行业和地方标

准。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大数

据发展应用专项资金、大数据发展基金、科技成

果转化资金等，对大数据安全技术研发及成果转

化应用、安全规范和安全标准制定、安全监测预

警平台建设、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容灾备份体系

建设、安全意识培训等，应当给予支持。

符合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大数据安全企

业,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完善金融服

务，支持大数据安全相关产业、技术、产品发展

应用。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大

数据安全监督管理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大

数据安全及相关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引进。

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大数据安全学科、

专业等建设，开设大数据安全相关课程；创新教

育培养模式，开展校企合作办学，实行订单式培

养，为大数据安全提供人才支撑。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实

体经济企业大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引导，支持实体

经济企业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加强实体经济企业

信息化、大数据应用系统的安全保障能力和安全

防护意识。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推进大数据

安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

安全测评、电子认证、数据加密、容灾备份等数

据安全服务。

第四十八条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符合大

数据安全要求的产品、技术、服务，并依法享受



175

贵州大数据产业政策全文

优惠政策。

第四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建立大数据安全实

验室、大数据安全靶场、技术验证基地等，开展

大数据及网络安全攻防演练，对大数据安全新技

术、新应用、新产品进行测试、检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由有关部门或者县级

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

者导致危害大数据安全等后果的，处以1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过度采集数据或者采集数据未经被

采集人同意的，由有关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

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5000

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予以赔偿。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由有

关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5000元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

由有关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擅自向他人提供、查

阅、复制、传播留存的数据且情节严重的，可处

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

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

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拒不改正

或者导致危害大数据安全等后果的，由有关部门

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

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1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由有关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

销毁数据未进行安全风险评估的，由有关部门或

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处

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规定未备案或者擅自转租的，由通信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可处以5000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

款、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或者县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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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暂

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

证、营业执照。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

节严重的，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

本条例规定，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妨碍大数据安全保障工作，尚不构成犯罪

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

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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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complex stock market, however, there is very

little systematic work on the impact of crisis on global stock markets. For filling in these

gaps, we propose a complex network method, which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global main stock index from 2005 to 2010. Firstly, we construct three

weighted networks. The physics-derived technique of minimum spanning tree is utilized to

investigate the networks of three stages. Regional clustering is found in each network. Sec-

ondly, we construct three average threshold networks and find the small-world property in

the network before and during the crisis. Finally, the dynamical change of the network com-

munity structure is deeply analyzed with different threshol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for

large thresholds, the network before and after the crisis has a significant community struc-

ture. Though this analysis, it would be helpful to investors for making decisions regarding

their portfolios or to regulators for monitoring the key nodes to ensure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stock market.

1. Introduction

The global stock market is a typical complex system. The complex network is a powerful tool

to deal with complex system [1–4]. Originally, stock market research focuses on different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works of Onnela JP et al. [5] for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Huang

WQ et al. [6], Qiao H et al. [7] and Long H et al. [8] for Chinese stock market, Vizgunov A

et al. [9] for Russian stock market, Namaki A et al. [10] for Tehran stock exchange of Iran,

Radhakrishnan S et al. [11] for Thailand SET index, Birch J et al. [12] for German DAX30

index. Zhao L et al. [13] for S&P 500 constituent stock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nancial network, such as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the faction

structure and scale-free characteristic. The discovery of these rules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ock market and the risk control of investors.

In the past ten year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tock market structure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14–17], because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a destructive economic phenomenon for global stock market. Typically, Kan-

tar E et al.[18] analyzed the topology structure and clustering structure of 50 important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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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18] using the method of minimum spanning tree (MST). The study found that Tur-

key’s company is less affect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Yang R et al.[19] also uses the minimum

spanning tree (MST) and hierarchical tree to study the network of 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ITIC) industrial index from 2006 to 201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exists core node and the obvious industrial cluster in the network, and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clustering is enhanced in a smaller range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Zhao L et al.

[13] studied the S&P500 stock based on correlation method[20]. The study confirmed that the

network has global expansion and local aggregation behavior during the crisis. Nobi A et al.

[21] studied the change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 in 2000–2012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lobal index and the Korean local index. It was found that the dynamic change of

the Jaccard similarity index[22] could be used as the index of systemic risk or crisis. Yan XG

et al.[23] analyzed the closing price data of 710 stocks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SSE) from

2005 to 2011, and divided the time segments into three sub-stages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time of US sub-prime crisis. The stability and robustness of the network are investigated.

Recently, Cao G et al. [24] analyzed the whole and part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 network. For the whole network, the mechanism of robustness was analyzed. For the

partial network,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Shanghai)

stock mark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 was explored using the sliding window

method[25]. 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complex stock market, however,

there is still very little systematic work on the impact of crisis on global stock markets.

In summary, we find that researchers mostly focused on specific native stock markets, such

as US stock market, Korean stock market and Chinese stock market.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cri-

sis on the country’s stock network was studied separately.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national

stock data from a large system perspective. For filling in these gaps, we propose a complex net-

work method, which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global main

stock index from 2005 to 2010. Three weighted networks and three threshold networks are

constructed. Firstly, the physics-derived technique of minimum spanning tree is utilized to

investigate the taxonomy information of three weighted networks. Secondly, we explore the

small-world property of the average threshold network by the way of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n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Thirdly, we also further deeply analyze the change of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reshold networks with different thresholds. These research will give a helpful

exploration to uncover the mechanism of effect of global financial risks on the global stock

market.

The rest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method,

including data process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network, network parameter calculation. Sec-

tion 3 is the part of empirical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Finally, the summary and conclusion are

given in Section 4.

2. Researchmethods

2.1 Data process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caused a global stock market

crash. The volatility curve of the global representative stock index from 2005 to 2010 is shown

as Fig 1. They are FTSE Europe Pioneer 300 Index,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FTSE Straits

Times Index, S & P 500 index, European Stoxx 600 index and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However, as is well known to all, the evolution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created

a financial crisis.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incubation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

break. Like the previous work, Kantar E et al. [18] thinks 2008 as the crisis time and Zhao L

et al. [13] thinks that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is from 2007 to 2009 and Nobi A et al. [21]

Analysis of stock data during crisi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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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s that the mortgage crisis is in 2007 and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in 2008. That is to say,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American subprime crisis has triggered a global economic cri-

sis. Besides, in this paper, the crisis refers to the subprime crisis and the accompanying finan-

cial turmoil. The differences and synchronization of the stock index in different country

should be considered at the same time. So, we eventually set the period from 4 January 2007 to

31 December 2008 as financial crisis time. 38 publicly traded stock indexes collected from

Yahoo! Finance[26] are selected during the five years, which is shown as S1 File, S2 File and

Table 1.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time, the stock data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stage before the crisis is from 4 January 2005 to 29 December 2006. The stage during the crisis

is from 4 January 2007 to 31 December 2008. The stage after the crisis is from 5 January 2009

to 31 December 2010. Then, the data of non-trading days and no transaction on the same day

is removed. At last we got stock intersection data of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315 trading days

in the stage before crisis and 311 trading days in the stage during crisis and 144 trading days in

the stage after crisis.

2.2 Constructing network

Let pi(t) represents the closing price of a stock index i at day t. The return of logarithmic rate

from t−Δt to t is defined as:

RiðtÞ ¼ lnpiðtÞ � lnpiðt � DtÞ ð1Þ

Where Δt is the time interval. Like the HuangWQ et al. [6] and Zhao L et al. [13], we also

take Δt as one day in the following analysis throughout this paper.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Fig 1. Volatility of the global representative stock index: 2005–2010. The volatility of the global representative stock index from the year 2005 to 2010. They
are FTSE Europe Pioneer 300 Index,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FTSE Straits Times Index, S & P 500 index, European Stoxx 600 index and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g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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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 of return rate between stock index i and j is defined as:

rij ¼
EðRiRjÞ � EðRiÞEðRjÞ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

Var ðRiÞVar ðRjÞ
q ð2Þ

E(Ri) is the average rate of return during the period n of stock index i, which is defined as:

EðRiÞ ¼
1

n

Xn

t¼1

RiðtÞ ð3Þ

Three period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are shown in S3 File and Figs 2–4.

2.2.1 Three weighted networks. Considering tha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annot be used to

as a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stocks, we transform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 distance, which is

proposed byMantegna RN[27]. An appropriate function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is defined as

dij ¼
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
2ð1� rijÞ

q
ð4Þ

So, we use this definition to define the distance of a pairs of stocks. The distance between

stocks is regarded as a weight in the network. Three weighted network could be constructed in

this way.

2.2.2 Three threshold networks. For constructing the threshold network,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selection of the threshold defined by θ.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ifferent thresh-

olds may have diverse effects.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work studied by Huang WQ et al. [6] and

Zhao L et al. [13], we first choose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s threshold θ
through many experiments for exploring the small-world property of the network. Then we

also analyzed the impact of dynamic thresholds on the network community structure.

Table 1. 38 Global main stock indexes. This is the name of the 38 global main stock indexes in the world. We col-
lected from Yahoo! Financ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expression and computation later, we numbered it. For each item,
the front is its serial number, followed by the corresponding stock index.

Number. Index Number. Index

1. FTSE Europe Pioneer 300 Index 20. Belgium 20 index

2. TSX composite index 21. France CAC40 index

3.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22. Baltic BDI Index

4. Denmark Copenhagen 20 index 23. Thailand SET index

5. Russia RTS index 24. Shenzhen Component Index

6. Iceland stock index 25. Australian Common Stock Index

7. Mumbai India SENSEX30 index 26. Irish Composite Index

8. Austria ATX index 27. Sweden Stockholm 30 Index

9. FTSE Straits Times Index 28. Switzerland SMI index

10. FTSE Malaysia KLCI Index 29. NASDAQ Composite Index

11. Brazil IBOVESPA stock index 30. Dollar index

12. Greece Athens ASE Index 31. Finland Helsinki 25 Index

13. German DAX30 index 32. UK FTSE 100 Index

14. Italy FTSE MIB Index 33. Netherlands Amsterdam Index

15. New Zealand 50 Index 34. Philippine Securities Index

16. Nikkei 225 Index 35. Portugal PSI20 index

17. S & P 500 index 36. Spain IBEX35 index

18. S & P Australia 200 Index 37.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19. European Stoxx 600 index 38. Korea KOSPI Index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t001

Analysis of stock data during crisi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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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threshold θ is selected, any two stock index i and j is treated as a node in the net-

work. Then, i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ρij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θ, the link between node pair is considered to exist, otherwise it does not exist. Besides, it is

assumed that the link do not have direction and the weight coefficient is 1, where ρij,θ2[−1,1].
In this method, three threshold networks are established which i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crisis.

2.3 Network parameters

2.3.1 Average threshold.

y ¼
1

m

Xm

i¼1

ri ð5Þ

ρ denot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m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combinations between any two dif-

ferent stocks. This parameter represents the average degree of interconnection of network nodes.

2.3.2 Clustering coefficient. For undirected network, given i node, ki represents the num-

ber of adjacent nod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possible edges for the ki is ki(ki−1)/2. The
actual number of edges is Ei. So the clustering coefficient for node i is defined as.

Ci ¼
2Ei

kiðki � 1Þ
ð6Þ

Fig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before the crisis. This i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before the crisis. This is corresponding to
data in S3 File. The vertical axis and the horizontal axis all represent the 38 stock indexes. The redder the color of the block area, the greate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bluer the color of the block area is, the smalle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g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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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e clustering coefficient of the whole network could be obtained by averaging the clus-

tering coefficients of all nodes. It used to describe the aggregation of the entire network. For a

total of N nodes in the network, the formula is defined as follows.

C ¼
1

N

XN

i¼1

Ci ð7Þ

2.3.3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For the network, the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is

defined as the averag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and two nodes all of network, which is

defined as follows.

L ¼
1

1
2
NðN þ 1Þ

X

i>j

dij ð8Þ

Among them, dij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nodes, that is, the minimum number of edges

between any two nodes. N denotes the total number of network nodes.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represents the cost of separating two nodes in a network. Take social networks as an

example,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network as nodes, but the average path of

the network is very small. This shows that any two people need to know each other only

through a small amount of middleman introduction. This is the so-called small world phe-

nomenon[28].

Fig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during the crisis. This i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during the crisis. This is corresponding to data
in S3 File. The vertical axis and the horizontal axis all represent the 38 stock indexes. The redder the color of the block area, the greate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bluer the color of the block area is, the smalle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g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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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mpirical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3.1 MST analysis

The method for constructing minimum spanning tree(MST) was proposed by Kruskal JB [29].

It is referred to as the Kruskals algorithm. It is used first to extract taxonomy information from

the economic data of financial market by Mantegna RN [27]. Inspired by the above applica-

tion, in this paper, we also use this method to analyze for discovering clustering phenomena in

three weighted networks. We first take the distance of a pair of stocks as the weight of network.

Then, the minimum spanning tree of three periods of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which is

shown as Figs 5–7.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lighter the color of the node is,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the node is. Besides, the thicker the edge is, the greater the weight is in the figure. We

have adopted a similar approach to Literature Yang R et al.[19] and Kantar E et al.[18].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periods of minimum spanning tree of network,

Firstly, the obvious clusters with at least three nodes could be founded in all network, which

means these nodes in the clusters have a particularly stable relationship in all three periods of

the network. For instance, the first cluster consists of 11 Brazil IBOVESPA stock index, 2 TSX

composite index, 29 NASDAQ Composite Index, 17 S & P 500 index and 37 Dow Jones Indus-

trial Average index. The above index is all from American stock market. These index remain

clustered together all the time, meaning that these five indexes have kept a close relationship.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they are from Brazil,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re the

Fig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after the crisis. This i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after the crisis. This is corresponding to data in
S3 File. The vertical axis and the horizontal axis all represent the 38 stock indexes. The redder the color of the block area, the greate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bluer the color of the block area is, the smalle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g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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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largest economic entity of the Americas, leading to closer ties in the financial stock mar-

ket. The second cluster consists of 26 Irish Composite Index, 19 European Stoxx 600 index, 21

France CAC40 index, 33 Netherlands Amsterdam Index, 31 Finland Helsinki 25 Index, 1

Fig 5. Minimum spanning tree of network before the crisis. The network before the cri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of aggregation. They are American stock market,
Asia Pacific& Australia stock market and European stock market. The lighter the color of the node is,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the node is. In addition, the thicker the
edge is, the greater the weight is in the figur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g005

Fig 6. Minimum spanning tree of network during the crisis. The network during the cri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of aggregation. They are American stock market,
Asia Pacific& Australia stock market and European stock market. The lighter the color of the node is,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the node is. In addition, the thicker the
edge is, the greater the weight is in the figur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g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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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SE Europe Pioneer 300 Index, 14 Italy FTSE MIB Index, 32 UK FTSE 100 Index. The above

index is all from European stock market. These stock indices are all from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which maintain stable depend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each other. The third

cluster consists of 23 Thailand SET index, 9 FTSE Straits Times Index, 7 Mumbai India SEN-

SEX30 index. The above index is all from Southeast Asia stock market. They come from Thai-

land, Singapore and India, which are the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o,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s have maintained a stable relationship. We

could also see from above Figs 2–4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stock indices in

each clusters are relatively high. Therefore, these stock indexes are strong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Secondly, the change of weight between stock indexes is not balanced. Some stock

indexes maintain a stable weight connection in three weighted network, such as the number

index of 1 and 19, the number index of 3 and 24, and the number index of 17, 2, 29, 37, 11.

This is because they come from the same country or cluster. Other stock indices vary greatly in

their weight.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is that as the source of the crisis, the US stock market

fluctuated at the earliest, which the NASDAQ Composite Index and the Dollar index have the

greatest weight in Fig 6. However, in the other two Figs 5 and 7, they did not show such a big

weight. Thirdly, we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edges per node before and after the

crisis. The core node number 19 with 8 edges before the crisis and the core node number 19

with 6 edges after the crisis. It indicated that the financial crisis indeed had impacted the

indexes network. This may be related to the global market downturn after the crisis.

Fig 7. Minimum spanning tree of network after the crisis. The network after the cri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of aggregation. They are American stock market, Asia
Pacific& Australia stock market and European stock market. The lighter the color of the node is,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the node is. In addition, the thicker the edge is,
the greater the weight is in the figur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g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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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Small-world property

Base on the average threshold network for three periods, we first got the static network topol-

ogy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including the average threshold, number of nodes, number of

edges,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n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for further analysis, which is shown

as Table 2. Comparing the network constructed by the specific average threshold of three peri-

ods, we could find that average threshold during the crisis does have the highest value. It indi-

cates that the global main stock index is closely linked in this stage. Besides, the value of the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n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of the threshold network during the crisis

is less than other periods.

Meanwhi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mall worl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 stock index

network from the view of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n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comparing with

the random network with the same scale. Generally speaking, a small-world network is charac-

terized by a ratio gamma γ between the clustering-coefficient C of the specific network and the

clustering-coefficient Crandom of a random graph of>1 and a ratio lambda λ between the path

length L of the specific network and the path length Lrandom of a random graph of�1. The

small-world-ness of a graph can be expressed in a single parameter sigma σ, defined as the

ratio between gamma and lambda. Sigma is typically>1 for networks with a small-world orga-

nization[30,31].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definition are as follows.

g ¼
C

Crandom
ð9Þ

l ¼
L

Lrandom
ð10Þ

s ¼
g
l

ð11Þ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we could find the value of gamma, lambda and sigma, which is

shown as Table 3. It’s not hard to see the value of gamma and sigma meet the conditions>1 in

all three threshold networks. Besides, the value of lambda in the stage of before the crisis and

during the crisis meet the above conditions�1. These results mean the network before the cri-

sis and during the crisis exists small world characteristics evidently.

Especially, among them, we also focus on the value of sigma,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comparative ‘small-world-ness’[30]. It is known from the result the value of σ

Table 2. Network topology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of three periods. These parameters include average threshold, number of nodes, number of edges, clustering coeffi-
cient an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for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Period Average threshold Node Edge C L

Before Crisis 0.281 35 315 0.787 1.456

During Crisis 0.438 36 359 0.780 1.381

After Crisis 0.370 35 332 0.817 1.724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t002

Table 3. Small world characteristic statistical parameter. These parameters include ratio gamma γ, ratio lambda λ, sigma σ,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n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in the random network with the same scale.

Period Crandom Lrandom γ λ σ
Before Crisis 0.581 1.470 1.354 0.990 1.367

During Crisis 0.618 1.430 1.262 0.966 1.306

After Crisis 0.576 1.442 1.418 1.195 1.18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t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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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crisis is the largest. In the other two periods, the value gradually decreases. This sug-

gests a strong aggregation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of the stock market before the crisis. So,

when the crisis broke out, the stock market crashed collectively. For the network during the

crisis, we could also conclude that the stock market has the small world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smaller average path, this shows that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changes of one coun-

try’s stock index could easily affect another country’s stock index. From the larger clustering

coefficient, it shows that the spread of a certain range of price volatility during the crisis is

rapid, which reflects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fluctuation of the stock market in a certain

extent. For the network after the crisis, the value of σ is the smallest. This could suggest that the

interconnection of the global stock market is weakening after the crisis.

3.3 Dynamic changes of community structure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hreshold selection on the network, we first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reshold on the network modularity Q, as showed in Fig 8. In view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ty, if a particular division gives no more within-community

edges than would be expected by random chance we will get Q = 0 [32]. Values other than 0

indicate deviations from randomness, and in practice values greater than about 0.3 appear to

indicate significant community structure [32]. As the result shows, when the threshold is 0.9,

the network before and after the crisis has a more obvious community structure. The middle

Fig 8.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shold on the modularity Q. This is the modularity variation curve of the network in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under
different threshold conditions. The values greater than about 0.3 appear to indicate significant community structur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g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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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risis is the opposite. Besides, it shows that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e network has

a change from obvious to weak, and then from weak to obvious in this threshold.

To further analyze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e network before and after the crisis in

this threshold,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 proposed by Newman ME [32] is used to obtain hier-

archical tree diagrams, which could find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lustering effect in the

network. When the threshold is 0.9, the network before the crisis contains 14 nodes and 18

edges. Other 24 nodes are isolated nodes. The peak modularity is Q = 0.3210. The network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communities which is shown as Fig 9 in purple, red, green and

black line. This indicates a strong linkage among them in each community. The first commu-

nity consists of 3 and 24. It is the index of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and Shenzhen Compo-

nent Index in China. The second communities are 18 and 25, which is S & P Australia 200

Index and Australian Common Stock Index in Australia. The third communities include 17,

29, and 37. They are S & P 500 index, NASDAQ Composite Index and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respectivel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observe that the above three communities are

come from the same country and regio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m.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m in above Figs 2–4. The fourth communities are

1, 32, 19, 36, 13, 21, 33. They represent FTSE Europe Pioneer 300 Index, UK FTSE 100 Index,

European Stoxx 600 index, Spain IBEX35 index, German DAX30 index, France CAC40 index

and Netherlands Amsterdam Index, which are all from the European market.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For the network after the crisis contains 15 nodes and 27

Fig 9.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structure before the crisis. This is th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structure before the crisis. The horizontal axis
represents the stock index, while the vertical axis represent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se indices. The network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communities whose member is shown in purple, red, green and black lin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g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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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s. Other 23 nodes are isolated nodes. The peak modularity is Q = 0.3765. Similar to above

Fig 9, the community result is shown in Fig 10.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our community struc-

tures i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stage of before the crisis. This is no longer repeated here.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global stock index data of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by means of complex network

method. New analysis and discovery of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give us a comprehen-

sive perspective for global stock market during the crisis. It would be helpful to investors for

making decisions regarding their portfolios or to administrators for controlling stock market.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s useful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oints of view.

For three weighted networks, the physics-derived technique of minimum spanning tree is

utilized to investigate the networks of three stages. It indicates that all the network has cluster-

ing phenomenon. Three cluster structures were found, which are from the American stock

market, Southeast Asia stock market and European stock market. Besides, core nodes after the

crisis has been weakened with edge number reduced. At last, the change of weight between

stock indexes is not balanced. Such the clustering structure could be monitored by the regula-

tor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stock market.

Fig 10.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structure after the crisis. This is th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structure after the crisis. The horizontal axis
represents the stock index, while the vertical axis represent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se indices. The network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communities whose member is shown in purple, red, green and black lin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0600.g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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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ree threshold networks, we find that the average threshold network before and during

the crisis has shown the clear small-world property. Bes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periods of network, the property of the gradual weakening trend. We also further deeply

analyze the change of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reshold networks with different threshold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for large thresholds, the network before and after the crisis has a sig-

nificant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the network during crisis is the opposite. Such a stability

link in community would be also useful for portfolio investments and risk management.

Although we addressed many issues in our analysis of the global stock index network,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open problems. We could conduct the analysis on rolling windows of different

sizes in a temporally dynamic network. It is also possible to explore an early warning indicator

of a crisis based on network properties, taking the stock index and external economic indica-

tors into account. This will be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our futu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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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ock correlation networks use stock price dat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tocks listed in the stock market. Currently this relationship is dominantly measured by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However, financial data suggest that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may exist in the stock prices of different share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work uses mutual

information to characteriz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s. Using 280 stocks

traded at the Shanghai Stocks Exchang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4-2016, we first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tual information for measur-

ing stock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se two measures, we then develop two stock networks

using the Minimum Spanning Tree method and study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se net-

works, including degree, path length and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The relationship net-

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has a better distribution of the degree and larger value of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than those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mutual information is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tha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

measure the stock relationship in a stock market that may undergo large fluctuations of

stock prices.

Introduction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in recent years has become a powerful tool to investigate challeng-

ing problems in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areas. A complex network is defined as a system with

a large number of nod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nodes [1]. A variety of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to study complex networks in biology, social sciences, finance and engineering.

Among them, the stock network is an important financial system [2]. Each node in a stock net-

work stands for a stock, and the edge connecting a pair of stocks represent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ices of these two stocks. The stock networks have been used to observe and ana-

lyze the dynamics of the stock market as well as make predictions of future prices [3].

To build stock networks, the commonly used algorithms include the Minimum Spanning

Tree (MST) [4], the Planar Maximally Filtered Graph (PMFG) [5, 6], and the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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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 Threshold Method [7]. In addition, the Dynamic Spanning Tree (DST) has been

proposed to study stock networks, bu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ST shrank over time [8]. Among

them, the MST network may have the simplest structure. For example, a network was devel-

oped for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 by using MST [7]. In addition, Gilmore et al. analyzed

the stabilization of commodity clusters based on MST [9]. However, the real market network

showed a more structured hierarchy of the stock importance that was not captured by this

developed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DAX30 stock price data, a comparison study employed

these thre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reasoning for a number of aspects

regarding the network structure [10]. Numerical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ny single method

might not be able to extract all the economic information from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11]. Thus the topological analysis for the correlation network is a powerful method to

search for the 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stock prices [12].

An important question in the stock network analysis is how the price of one stock is influ-

enced by the economic factors and prices of other stocks. This influ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inancial policies,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sectors. In

addition, the stock price of a company is based on its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of future

development. A number of research work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recent years to analyze the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stock network, which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netary and aus-

terity policies. As an important growing market, the Chinese market exhibits much stronger

correlations than the developed markets [13]. Further analyses based on the high-frequency

stock returns found that the Chinese stocks had different average correlation strengths during

different financial time periods [14]. In addition, the dynamic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sys-

temic risk varied in the periods of two market crashes in 2001 and 2008 and other calm time

periods [14, 15].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tock interactions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in China suggested that the prominent sector structures existed in a number of

subsectors [16]. Further research works have also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network

robustness with regard to the random fault and network fragility by the intentional attacks

[16, 17].

Sinc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world have been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he networks of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s were developed using 83

stock market indices in a diversity of countries and correlation-based measures [18]. A com-

prehensive study for the stock exchanges located all over the world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among market indices presented both fast and slow dynamics [19]. Research results also sug-

gested that stock networks satisfied the small-world and the scale-free properties [20, 21]. The

market performance during financial crise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is research area [14]. It

has been shown that stock networks took on more concentrated topological structure in finan-

cial crises than other time periods [22]. About 500 stocks from the S&P have been used to

study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dynamic trend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es [23]. Based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data, it has been verified that the influence posed on all stocks

occurs almost simultaneously whether it is from economy or from politic [16]. In addition to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new concepts and methods such as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and the lead-lag relationship,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s

[24, 25].

Among these studies,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the dominant tool to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tocks [26]. However, this approach can only measure linear rela-

tionships. Mutual information is a measure of statistical independence between two random

variables, and it is a more general approach for measuring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It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sets that are not detected by the commonly used

linear measure of correlation [27]. Thus it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the

Stocks correlation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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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28] and the analysis for both small and high-dimensional

data sets [29–31]. Mutual information comes from Shannon’s entropy theory, and it is unique

in its close ties to Shannon’s entropy. However,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estimation of mutual

information is not always easy. Thus the estimation of mutual in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information theory [32, 33]. Pluim et al. gave an algorithm to compute mutual infor-

mation for high-dimensional variables and applied it to medical image registering [34].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net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could replace the network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35]. Although mutual information has been used to develop genetic

regulatory networks recently [29, 35], the stock net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is still at

the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 Only the partial mutual information and mutual information

rate have been used to compare 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developing stock networks

[36, 37].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nonlinear correlation, this work proposes a novel framework to

develop stock networks by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The stock price data from the Shanghai

Stocks Exchange (SSE) ar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new approach. The

remaining part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discusses the computation of

mutual information and MST for developing stock networks. In Section 3, we develop two

stock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spectively,

and finally study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se networks.

Methods

Mutual information

Mutual information from entropy theory is a generalized correlation measurement. According

to Shannon’s entropy theory [32], the entropy of a discrete random variable X is defined by

HðXÞ ¼ �
X

i

pðxiÞlog2pðxiÞ; ð1Þ

where p(xi) is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X. Entropy is used to measure the uncertainty of a

random variable,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it owns. For two-dimen-

sional random variables (X, Y), the joint entropy is given by

HðX;YÞ ¼ �
X

i

X

j

pðxi; yjÞlog2pðxi; yjÞ; ð2Þ

where p(xi, yj) is the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X,Y). The mutual information of X and Y
is then defined by

IðX;YÞ ¼ HðXÞ þHðYÞ � HðX;YÞ; ð3Þ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information that X and Y share. In addition, mutual informa-

tion can be defined as

IðX;YÞ ¼ HðXÞ �HðXjYÞ; ð4Þ

whereH(X|Y) is the conditional entropy of X under the condition Y, which is defined as

HðXjYÞ ¼ �
X

i

X

j

pðxi; yjÞlog2pðxijyjÞ; ð5Þ

where p(xi|yj) is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In this definition, mutual information is regarded

as the uncertainty of random variable X removed under the condition Y. Mutual information I
(X, Y) = 0 holds if and only if X and Y are independent. We can normalize mutual information

Stocks correlation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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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the interval [0, 1] by using

NMIðX;YÞ ¼
2IðX;YÞ

HðXÞ þHðYÞ
: ð6Þ

From the above definitions, we need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to exactly compute

mutual information. Since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such distributions for complex problems, we

use a numerical method to compute the mutual information of stock returns [29]. Considering

a network of n stocks with prices in d trading days, denote Pi,t and Ri,t as the closing price and
log-return of stock i at day t, respectively, given by

Ri;t ¼ ln
Pi;t

Pi;t�1

; ðt ¼ 2; :::d; i ¼ 1; 2:::; nÞ: ð7Þ

Hence, for stock i, we set the corresponding log-return interval as [minRi,t,maxRi,t] and uni-
formly divide it into k sub-intervals. We compute the frequency of stock i falling into the sub-
interval q, and approximate the probability by using the frequency

pi;q �
fi;q
d
; ði ¼ 1; 2:::; n; q ¼ 1; 2:::; kÞ: ð8Þ

The entropy of stock i then is approximated by

HðSiÞ ¼ �
Xk

q¼1

pi;qlog2pi;q: ð9Þ

To compute the joint entropy of stocks i and j, we uniformly divide the square of log-return

[minRi,t,maxRi,t] × [minRj,t,maxRj,t] into k × k bins. Denote fi;j;q;r
d as the frequency of joint log-

returns falling into the bin (q, r), which can substitute the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with

pi;j;q;r �
fi;j;q;r
d

; ði; j ¼ 1; :::; n; q; r ¼ 1; :::; kÞ: ð10Þ

The joint entropy of stock i and j can be approximately computed by

HðSi; SjÞ ¼ �
Xk

q¼1

Xk

r¼1

pi;j;q;rlog2pi;j;q;r; ð11Þ

and the mutual information of stock i and j is estimated by

IðSi; SjÞ ¼ HðSiÞ þHðSjÞ � HðSi; SjÞ: ð12Þ

When computing the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by using (11 and 12), we can choose

a different number of bins.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bin number on the value of mutual infor-

mation, we calculate the value using 10×10, 15×15, 20×20 bins. For the same stock pair, we

find that the largest difference of the values between 10×10 and 15×15 bins, and that between
10×10 and 20×20 bins are 0.0073 and 0.0107, respectively. This result shows that once the bin
number is adequately large, any further increase of the bin number has not much influence on

the accuracy of mutual information. Thus, we use 10×10 bins in this study.

Stocks correlation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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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ther h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stocks i and j is computed by

ri;j ¼

Xd

t¼1

ðRit � RiÞðRjt � RjÞ
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
Xd

t¼1

ðRit � RiÞ
2
Xd

t¼1

ðRjt � RjÞ
2

s ; ð13Þ

where Ri is the average log-return of stock i over d trading days.
In a network, the distance between nodes must be given by a metric. In the network based

on the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 usual metric is

drðX;YÞ ¼
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
2ð1� rX;YÞ

q
; ð14Þ

which transfer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ange [−1, 1] into the interval [0, 2]. The distance
between nodes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is defined by

dMðX;YÞ ¼ HðXÞ þHðYÞ � 2IðX;YÞ: ð15Þ

We can verify that it satisfies the non-negative, symmetric and triangle inequality properties.

In addition, this metric has a normalized version

DðX;YÞ ¼ 1�
IðX;YÞ
HðX;YÞ

: ð16Þ

Similarly, the distance of stocks i and j in the stock network is

DðSi; SjÞ ¼ 1�
IðSi; SjÞ
HðSi; SjÞ

: ð17Þ

Minimum Spanning Tree

We will use the MST method to build the stock network. Here, a graph is denoted by G(V, E),
where V = {v1, . . ., vn} is the set of nodes, E = {e1, e2, . . . em} is the set of edges and the edge (vi,
vj) connects nodes vi and vj. If the edge (vi, vj) is undirected, the graph is called undirected

graph. A path is a graph which has finite distinct nodes and each edge connects two adjacent

nodes. If the nodes belonging to a path are different, the path is called a simple path. If two

endpoints are equal, the path is called a loop. When each edge has a weight, the graph is called

a weighted graph. For an un-weighted graph, the length of a path is the number of edges. For a

weighted graph, the length of a path is the sum of weights. In an undirected graph, if there is a

path linking endpoints vi and vj, these endpoints are called connective. If any two nodes are

connective, the graph is connective.

A tree is a connected acyclic graph. A MST is a spanning graph with a minimal sum of

weights. For the stock network, we use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stocks as the weight of an

edge. There are two popular algorithms for constructing an MST. Among them, the Kruskal

algorithm ranks the weights of edges in an ascending order and adds the next edge with the

smallest weight if this addition does not create a cycle. The complexity of the Kruskal algo-

rithm is O(mlnm) wherem is the number of edg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im algorithm

grows the spanning tree from a given node, and iteratively adds the shortest edge from a node

in the network to the node that has not been reached yet, until all the nodes are reach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im algorithm is O(n2)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nodes. Generally, the

Stocks correlation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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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skal algorithm is suitable for sparse networks, while the Prim algorithm is better for dense

networks.

In this work, we use the Prim algorithm to construct stock networks. Suppose that G(V, E)
is a weighted undirected connective graph with n nodes. The MST, denoted as T(TV,TE), is
constructed by:

1. TE is empty, TV = u1, u1 2 V

2. For all edges with u 2 TV, v 2 {V − TV}, find the shortest edge (u, v). If the network is not
cyclic, add v into TV and add (u, v) to TE. Otherwise, reject this edge and then consider the

next shortest edge.

3. Repeat step 2 till TV = V.

Results

Chinese stock market

There are more than 2000 companies traded at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SSE). In this

work, we consider a subsystem that is related to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Currently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A number of stocks

in the financial, banking and chemical sectors have much influence on the stock market. We

choose stocks from companies related to the real estate, chemical industry, automobile, bank-

ing, building materials, cement, non-banking financial, as well as iron and steel sectors. We

remove the stocks that have poor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face the risk of delisting. The Chi-

nese stock market is a growing market. Each year a number of companies are added to the

market. Thus we cannot use the market data over a long time period. Otherwise, a proportion

of stocks will have to be excluded from our study because of the incompleteness of data. We

finally select 280 stocks with 734 trading days between 04/01/2014 and 30/12/2016.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the stock index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fluctuations from stagnation (01/

2014-06/2014), sharp increase (07/2014-06/2015), crash (06/2015-07/2015) and recovery (07/

2015-12/2016), which are called the four time periods in the following study. This is a good

test system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measures for the stock relationship. The stock

index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is given in S1 Fig.

Comparison of robustness of two measures

We first test the robustness property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tual information for

measuring stock prices with large variations. For each measure, we first calculate five values

based on the stock prices in the four time periods as well as the prices in the whole time period.

Then we calculate the standard derivation (STD) of these five values. Fig 1 gives the STD values

of 39060 (namely C2
280) stock pairs. The STD value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Fig 1A

range from 0.0048 to 0.4472, while those of mutual information in Fig 1B are between 0.015

and 0.1817. To remove the influence of the mean, we further calculate the Fano factor, given

by

F ¼
s2

m
; ð18Þ

where μ and σ2 are the mean and variance of the five values for each stock pair. Fig 1D shows

that the range of the Fano factor values for mutual information is much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Fig 1C.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utual information is a more

robust measure tha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the stock price data with large variations.

Stocks correlation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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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stock price data in 2014*2016, Fig 2A shows that all the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 values fall into the interval [-0.0532, 0.9096] and the majority of values are between 0.2

and 0.6. In addition, 166 pairs of stocks have hig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that are above 0.7,

but only 4 pairs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ith small absolute values. For the nor-

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Fig 2B suggests that the values fall into the interval [0.0414,

0.5815]. For the studied stocks, 82 pairs have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that is above 0.4,

1232 pairs fall into the interval [0.3,0.4], and there are 19497 pairs whose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is between 0.2 and 0.3.

Comparison of top stock pairs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e first

resort the values of these two measures in descending order separately. In the top 100 pairs of

each measure, there are 70 pairs of stocks that appear in both measures. If we consider the top

200 pairs, 124 pairs of stocks have both large values of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hen comparing more top stock pairs, Fig 2C shows that about 60% of the top

stock pairs appear in both measures. Although Fig 2D suggests that a linear relationship may

exist between the values of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ose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 there are still substantial variations between the ranks of stock pairs that are derived

from these two measures.

Based on the values of two measures, all the stock pair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The

first type has large values of both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example, the pair of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Limited (601186) and China

Fig 1. Comparison of STD and Fano factor values for the prices of stock pairs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tual information.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941.g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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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way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601390) has the largest values in both measures. These two

companies are in the same sector with similar primary business activities that lead to almost

the same price dynamics. The stock prices of these two companies in Fig 3A are very similar to

each other. Fig 3B shows the prices of Wu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600005) and Bao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600019). This stock pair ranks the sixth in the mutual information

measure and seventh i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asure.

In the second type, the stock pairs have large values of mutual information but small value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se stock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major groups. In

the first group, stock prices change with large volatilities. For example, Southwest Securities

(600369) and Industrial Securities (601377) in Fig 3C have the similar fluctuation trends, but

are not linearly dependent. The stock price of Southwest Securities has nearly vertically

declined from the highest price of 25 Chinese Yuan. Its price tren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This highly nonlinear correlation measured by mutual informa-

tion cannot be expressed well b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the second group, companies

had rationed their shares before the large price movement. One example is the Shanghai Con-

struction Group (600170) and Shanghai Tunnel Engineering Company (600820) in Fig 3D.

In the third type, the stock pairs have large value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ut small

values of mutu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Kibing Group (601636) and Anxin Trust (600816)

in Fig 3E, Fujian Cement (600802) and Guihang Automotive Components (600523) in Fig 3F.

Fig 2. Comparison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A)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values. (B)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values.
(C) Percentage of stock pairs that are the top pairs when different numbers of top stock pairs in bo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tual information measures when different numbers of top stock pairs are considered. (D)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values against the corresponding value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941.g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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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se stock pairs, normally one of them has large volatility in price, but the other is rela-

tively stable. Anxin Trust in Fig 3E paid stock dividend on 23/09/2015, and its stock price fluc-

tuated violently before this date. However, the stock price of Kibing Group (601636) was

always stable. In the second example, the price of Fujian Cement (600802) was stable at a low

level due to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price of Guihang Automotive Compo-

nents (600523) has experienced relatively large fluctuations in Fig 3F. Finally, the fourth type

includes stock pairs whose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ll have small

values. This type of stock pairs is not discussed in this work.

During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especially in the studied

period of 04/01/2014-30/12/2016,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underwent violent fluctuations

from time to time. Thus it is inappropriate to consider the third type of relationship discussed

above, though these stock pairs have large value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However, the

second type of relationship is important for the non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stock pairs.

Therefore, in this work we propose to use mutual information to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s. For comparison study, we also develop corresponding networks using the cor-

relation coefficient.

Fig 3. Daily closing prices of six stocks pairs. (A,B) Stock pairs having large values of bo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tual
information; (C,D) Stock pairs having large value of mutual information but relatively small valu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E,F)
Stock pairs having large values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ut relatively small values of mutual information.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941.g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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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 networks

Based on the values of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each stock pair,

we next use the MST method to build the undirected weighted network. We label each stock

using its corresponding stock code and distinguish stocks in different sectors by using different

colors, namely chemical (red), building materials (yellow), ornament (green), automobile

(blue), household electrical appliance (white), real estate (black), banking (purple), non-bank-

ing financial (gray), and iron and steel (brown). For the net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Fig 4 shows that stocks in the same sector possess certain internal connection properties.

Stocks more likely connect stocks within the same sector. Indeed, companies in the same sec-

tor provide similar products and service activities, and thus the reaction of their shares to the

external influence is also similar to each other.

Fig 4 shows different densities of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According to

the interconnection density, the nine sectors in Fig 4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major groups.

The first group includes the non-banking financial sector, banking sector, ornament sector,

and real estate sector that form the largest group. Sixteen non-banking financial stocks form a

sub-group and connect to the network through the Industrial Bank (601166). Banking stocks

connect to the network through the Poly Real Estate(600048). Stock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such as bank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usually offer high dividend yields and their stock

prices are low. After the stock market crash in 2015,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tock mar-

ket, banking stocks are usually the primary investment option. This particularity leads to the

strong clustering of the stocks in the first group.

Fig 4. Stocks network based on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using stock price data from 04/01/2014 to 30/12/201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941.g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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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group includes companies in the automobile, chemical, and household electri-

cal appliance sectors. The major activities of these companies cover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often there are overlaps between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sectors. In

addi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tocks inside each sector is higher than that between differ-

ent sectors. Stocks in these sectors form small sub-groups inside each sector and are connected

to the sub-group in other sectors. For example,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business in new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sector

also accelerates the growth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Thus, stocks in the automobile sector

connect to stocks in the chemical and real estate sectors. In addition, companies in the chemi-

cal industry have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 activities. There are a number of stocks in this sector

forming a few small sub-groups connected to other sectors. Thus, the companies in these three

secto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third group includes companies in the iron and steel as well as building material sec-

tors. The iron and steel stocks connect to the network through stocks in the ornament sector

and the center of this sub-group is Shanghai Iron and Steel (600022). Due to the excess of pro-

duction capacity, the price of iron and steel continues to decline. Companies in this sector

have to merge or reorganize in recent years. Companies in the building material sector have

low internal relevance without clustering, mainly affected by companies in the real estate sec-

tor. Most of the stocks in the third group are on the boundary of the network, namely as the

leaf nodes.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has experienced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during the last three years. To fi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tages on the network struc-

ture, we develop two networks for simplicity using the data in 02/01/2014-15/06/2015 and data

in 15/06/2015-30/12/2016. Note that 15/06/2015 was the first day of the stock market crash in

2015. S2 and S3 Figs show that these two networks have distinct structures. Before the market

crash,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was a bull market and the majority of stocks went up in the

majority of the trading days. Thus, except the banking and non-banking financial sectors, the

network in S2 Fig is dense and stocks connect to each other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The mar-

ket effect is more influential on the prices than the internal effect inside each sector. However,

the stock prices went down after the market crash. S3 Fig shows that stocks form four major

clusters, namely the financial cluster, real estate cluster and two chemical clusters.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the internal effect in each cluster was more important. Note that in these two net-

works the banking and non-banking financial sectors a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other sec-

tors and have strong internal connectivity.

For a comparison study, we also develop a network of these 280 stocks based on the correla-

tion coefficient in Fig 5. Comparing with the stock net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in

Fig 4, we find that the clusters in Fig 5 are not well organized. For example, stocks in the bank-

ing sector do not connect to stocks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at all. In addition, the important

nodes in this network do not represen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rresponding companies in

these sectors. We also develop two networks in S4 and S5 Figs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ased on the data in two different stages, namely stages during 04/01/2014-15/05/2015 and 15/

05/2015-30/12/2016.

Network topological properties

We next investigate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developed networks, including degree,

path-length and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The degree of a node is the number of edges con-

necting it. A node with a larger degree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twork.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degree in Table 1, we analyze three types of stock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Stocks correlation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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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type includes important nodes that have degrees of more than 6. When financial

news affects the stock market, these stocks react first and the fluctuations of their stock prices

influence the stocks near them. All these stocks represent the major companies in their sectors.

The second type of stocks have degrees between 2 and 6. These stocks deliver market informa-

tion along the branches. The third type is the boundary stock with degree 1. The majority of

the nodes are boundary nodes in these MST networks.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se two networks in Figs 4 and 5 is not large, the variance of degrees for the

network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is smaller than that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inally, connections between nodes in these two networks are highly non-uniform. The

Fig 5. Stocks network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using stock price data from 04/01/2014 to 30/12/201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941.g005

Table 1. Network topology properties of six networks including networks in Figs 4 and 5 and four networks in S2–S5 Figs.

Network Degree Distribution Topologies

1 2-6 � 7 AD LD PW

MI 187(66.79%) 82(29.29%) 11(3.93%) 9.14194 23(601058-601099) 2.08

MIs1 161(57.50%) 110(39.29%) 9(3.21%) 8.79831 24(600568-600705) 1.82

MIs2 182(65.00%) 88(31.43%) 10(3.57%) 9.6154 27(600315-601398) 2.17

CC 171(61.07%) 95(33.93%) 13(4.64%) 8.45125 31(600688-600528) 1.98

CCs1 175(62.50%) 92(32.86%) 13(4.64%) 8.45125 31(600528-601998) 1.98

CCs2 172(61.43%) 94(33.57%) 14(5.00%) 8.65868 26(600568-601939) 1.93

AD: average distance; LD: longest distance; PW: power law exponent; MI, MIs1, MIs2: network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whole dataset(Fig 4), data of stage 1

(S2 Fig) and data of stage 2 (S3 Fig), respectively; CC, CCs1, CCs2: networks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the whole dataset, data(Fig 5) of stage 1 (S4 Fig) and

data of stage 2 (S5 Fig), respectively.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941.t001

Stocks correlation networks using mutual information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941 April 18, 2018 12 / 16



205

外文文献全文

network is called scale-free, if very few nodes in a network have a large number of connections

but the majority of nodes have small connections. Thus it shows that the two stock networks

in Figs 4 and 5 are both scale-free.

To further study the influence of degree, we consider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P(k) of
degree k. Fig 6 gives the scatter diagrams of calculated frequency. It suggests that, for stock net-

works in Figs 4 and 5, the probability P(k) follows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P(k)/ k−γ,
where γ is the power exponent. In addition, the accumulative influence follows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with γ − 1.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Table 1 shows that the power exponents

of the networks based on the whole dataset, stage one dataset and stage two dataset are 2.09,

1.82, and 2.17, respectively. However, whe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used, the power-law

exponents of the networks based on the whole dataset, stage one dataset and stage two dataset

are 1.98, 1.98, and 1.93, respectively. From the degree distribution and power-law exponent,

the net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is more effective to represent the stock system tha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se three datasets.

The length of path for a stock pair is the number of intermediate stocks through which

these two stocks are connected. The average length of a network can reflect its network size.

The average length of the network on the basis of mutual information is 9.1419, which suggests

that one stock for affecting another one on average needs to pass through about 10 stocks. The

longest path length is 23, which connects the Sailun Group (601015) and Pacific Securities

(601058). On the other hand, the average path length of the network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

ficient is 8.0096.

Fig 6. Degree distributions based on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C,E)
Degree distributions based on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with the whole dataset, data of stage 1 and data of stage
2, respectively. (B,D,F) Degree distributions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ith the whole dataset, data of stage 1
and data of stage 2, respectively.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941.g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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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have studied the stock relationship network using the data of 280 stocks from

the Shanghai Stocks Exchange based on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tual infor-

mation. We have compared the stock price patterns for stock pairs that have similar or differ-

ent value ranks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ompared 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mutual information is a better approach

to characterize the nonlinear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prices when stock market

has violent fluctuations. In addition, two stock networks are constructed by using MST. Com-

pared with the network u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network based on mutual infor-

mation has a better power-law distribution for the degree of stocks; less stocks have large

values of degrees; and the majority of stocks have smaller values of degrees. In summary, this

work has demonstrated that mutual information is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to measure the

nonlinear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in stock market data. Although substantial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recently to study stock relationship networks,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chal-

lenging problems in this research area, for example, the analysis of high-frequency trading

data and development of dynamic stock networks. These questions will be the potential topics

of futu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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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allelisation of big data is emerging as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large-scale parallel

data applications such as seismic data processing. The field of seismic data is so large or

complex that traditional data processing software is incapable of dealing with it. For exam-

p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allel processing in seismic applications to improve the pro-

cessing speed is complex in nature. To overcome this issue, a simple technique which that

helps provide parallel processing for big data applications such as seismic algorithms is

needed. In our framework, we used the Apache Hadoop with its MapReduce function. All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on the RedHat CentOS platform. Finally, we studied the bottle-

necks and improve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for seismic algorithms (stochas-

tic inversion).

Introduction

Currently, oil and gas companies use seismic exploration technology to find oil and gas. Seis-

mic data is big data that can be terabytes in size. A major problem in seismic data processing

is the processing time. Many researchers [1, 2, 3] have used parallel processing techniques

(for big data) to reduce the processing time. However,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for seismic

data is different than normal big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Traditional data processing

techniques are not suitable to deal with the high density of seismic data. For parallel process-

ing, seismic attribute data are needed due to the pre-processing of input seismic data. The

seismic attributes reflect the whole nature of the seismic data from different angl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eismic attribute technology, the types of seismic attributes are

increasing, and these attributes are applied to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Seismic attribute data

not only help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value of original seismic data, but als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seismic technology in big data applications in the industry. In this

research, seismic data (which are extracted as an attribute from original seismic data) will be

saved into a file. Here, these seismic data, or attribute data, will be suitable for parallelisation

using Hadoop technology.

Seismic attribute data are generally analysed using high performance parallel computing

methods. Currently, Chevron uses the Hadoop MapReduce approach for the analysis of seis-

mic attribute data [4]. Nevertheless, Cloudera works with Hadoop for seismic processing

[5]. However, seismic processing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 May 23, 2019 1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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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Reduce was introduced by Google to provide distributed and parallel processing for many

applications [6]. However, this technique is not suitable for small data. It is suitable for seismic

data processing because it has large inputs and small processing techniques [7, 8]. Thus, the

general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ork is to create a template (Mapper and Reducer) for

Hadoop that can provide parallelisation for any seismic algorithms through seismic attribute

data (which is created from actual seismic data). Hadoop is a very simple but powerful and effi-

cient computing framework. The idea behind Hadoop is that instead of moving the data to the

computations, we move the computations to the data [9]. In the older days, people used simple

algorithms on big data to improve the system execution time. However, Hadoop allows us to

apply more complex algorithms on the required data, which improves not only the system’s

execution time but also its accuracy.

The two main basic components of Hadoop are the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HDFS) and Hadoop MapReduce [10, 11]. The Hadoop framework itself is mostly written

in the 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 It has some applications in native C and the command

line utilities that are written in shell scripts. HDFS is a Hadoop database can store large

files, which are typically in the range of gigabytes, terabytes, and petabytes, across multiple

machines [11, 12]. Hadoop MapReduce is our parallel processing framework that will map

and reduce data. If we talk about Hadoop as an overall architecture, it consists of four parts,

namely, the NameNode, DataNode, TaskTracker, and JobTracker, which are illustrated in

“Fig 1”. A typical MapReduce engine consists of a JobTracker in which client applications

can submit MapReduce jobs, and this JobTracker typically pushes work out to all the avail-

able TaskTrackers.

The MapReduce framework is essentially the software’s framework. It was originally devel-

oped for parallel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under Hadoop [12, 13, 14, 15, 16, 17]. The basic idea

is that the job splits the data into chunks, and these chunks are processed by the mapper by lay-

ing them out across all the computing nodes. Once the map tasks are done processing these

individual and independent chunks of data, the framework sorts the output from this process.

The reduced task will use this sorted map data as its input and perform some reduction opera-

tions on them to produce the output for the entire programme. All applications that were

developed in the original Hadoop framework use this approach.

The advantage is that the computing and storage nodes are typically the same. Thus, one’s

map tasks and HDFS demands are part of the data nod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running on the

same nodes. This means that one can schedule tasks on nodes that already have data. This is

important if one is looking for scaling because he is not moving data between nodes, but actu-

ally computing where the data are.

Fig 1. Hadoop architecture [1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01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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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case, the mapper finds the maximum arrival delay in each chunk of data. The map-

per then stores these maximum values as the intermediate values associated with the key. The

reducer receives a list of maximum arrival delays for each chunk and finds the overall maxi-

mum arrival delay from the list of values. The MapReduce only calls this reducer once, since

the mapper only adds a single unique key. The reducer uses it to add a final key-value pair to

the output.

The rest of this report is as follows. Sections 1 and 2 will respectively present the introduc-

tion and methodology of the proposed technique. Section 2 will also discuss the basic concept

of Hadoop. In the same section, the said technique is proposed and designed for solving,

addressing, and resolving the processing time issue. Section 3 presents the complet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said technique with examples. Section 4 justifies the performance and effi-

ciency of the said technique. Finally, Sections 5 concludes and giv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work.

Methodology

Seismic data come from a band limited signal. To acquire seismic reflection data, the fre-

quency band needs to be extended. Stochastic inversion addresses this problem by generating

a range of plausible solutions that can then be narrowed through testing for the best fit against

various measurements. Current techniques have high processing times when executing the

seismic algorithm (stochastic inversion). Thus, in this research work, we used a wrapper for

the seismic algorithm (stochastic Inversion) in Apache Hadoop, as illustrated in “Fig 2”.

The use of the Map/Reduce framework (which is part of Hadoop) will help us make a wrap-

per for big data processing (seismic data), but we have to adopt the Map/Reduce requirements.

In other words, Map/Reduce expects us to write certain kinds of functions in exchange for tak-

ing care of the logistics. The first requirement is that all our data are going to be placed into

key-value pairs. We could think of it as a key-value pair that is going to become our basic unit

of data and our unit of analysis. The other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user has to specify the map-

per and reducer functions. The mapper is the function that is applied to the data, while the

reducer is the function that is applied to the intermediate results that come from Hadoop. The

mapper is a user-defined function, and that function will read in the data and output a key-

value pair. However, the user also defines the reducer function, which is built to read in the

key-value pairs and output a result. Hadoop handles all the logistics of the parallel execution of

the map, including reducing the functions, producing intermediate results, and communicat-

ing those results to the reduc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pper function for stochastic inversion is as follows. This

mapper function reads each trace from the input segy file and executes 10 realisations for each

trace. Here, data come from Hadoop HDFS. This mapper function is executed on each block

of data and each block comes back as data. Thus, each mapper function reads the block of data

and computes its sum and length. Finally, the reducer function collects all the above sub sums

and computes the total average for the given input. For instance, in this research work, we

worked on a stochastic inversion algorithm. In this case, the input is a 3D file containing large

field data (12 km X 11 km) and is named as “datas”, as illustrated in “Fig 3”.

Here, the MapReduce function with the location of a trace point through the X_line and

In_line values is applied.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the trace point, the MapReduce function

decides how to send the trace data to the mapper. Once the mapper function receives the data,

it computes and sends it to the Reducer as a list of key-value pairs. In this case, the key will be

the location of the data (X_line, In_line and Time), while the value will be the trace data. The

Reducer receives the data and combines them into a single unit.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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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Schema of the work.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02

Fig 3. Stochastic inversion algorithm for seismic data.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03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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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to process “datas”, is similar to a 3D array, which is illustrated below in “Fig 4”.

In this example, “a” is an array of size 3 x 3 x 3. The total number of elements or locations

in this array is 27. To access a subset of this array, we need three loops, each of size 3. There are

always two ways to process a data-set. One is selecting the columns in data-set, which are also

called as the Z-axis in data file. The other way is by selecting the rows, which are also called the

X-axis in given data file.

In this example, we can access the subset of arrays in the form of rows. However, these

types of methods are only applicable for smaller databases. If the database is so big that we can-

not even store it in a single computer, Hadoop then comes into the picture. Hadoop helps save

data on data clusters and processes it using its mapper and reducer functions. In this example,

the mapper function performs the selection of not only the row but also the locations of it.

This approach assumes that the data-set can fit in the memory after the mapper phase. Here,

the mapper receives chunks of data and outputs intermediate results. The reducer reads the

intermediate results and produces the final result. Let us consider the same data array “a” but

with a bigger size. Each location of the database acts as an input to the mapper function and

produces the key and value pairs for the reducer function, as illustrated in “Fig 5”.

The mapper and reducer for this given example are illustrated in “Fig 6”. Here, the mapper

receives each location as an input and produces an output. Similarly, the reducer receives all

the outputs from the mapper and combines them. In this process, these mapper and reducer

functions are completely focused on every location of the input data-set. Depending on the

application, we can also create a mapper function that can process a selected set of rows (X-

axis) or columns (Z-axis) of the given input database. “Fig 7” shows how the mapper and

reducer functions were implemented for the stochastic inversion problem. In this case, the

processing of each trace, which is also called a column (Z-axis), is important. This is because

when we get the location of a particular trace from the loop function, we need to use that loca-

tion in order to compute its number of realizations.

Here, we call the MapReduce Function with the location of a trace point through the X_line

and In_line values.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the trace point, the MapReduce function

decides how to send the trace data to the Mapper. Once the Mapper function receives the data,

Fig 4. Three-dimensional array.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04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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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Key and value pairs for a three-dimensional array.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05

Fig 6. Mapper and reducer functions for each location.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06

Fig 7. Mapper and Reducer function for stochstic inversion algorithm.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07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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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omputes and sends the output to the Reducer as a list of key value pairs. In this case, the key

will be the location of the data (X_line, In_line and Time). The value will be the trace data. The

reducer receives the data and combines them into a single unit.

Experimental setup

In this experiment, we installed the Apache Hadoop-2.7.1 on the CentOS 6 platform. We

implemented it on a total of four node clusters, including NameNode. Before the Hadoop

installation, we installed Java JDK on the Hadoop cluster. We also installed MATLAB-Runtime

to the cluster to use direct MATLAB executable files. In this evaluation process, the experimen-

tal setup for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 is illustrated in Table 1. Table 2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list

of parameters for the experiments. Additionally, the database for small and large field data are

illustrated in Tables 3 and 4, respectively. Here, the NameNode is connected to three Data-

Nodes. The tuning parameters for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 are illustrated in Table 5 below.

In this section, bottleneck analysis to improve the processing time was done using a list of

measurements, which are the average CPU/MEMORY/IO usage in each node and the time

series of the CPU/IO usage in each node.

Table 1. Hadoop cluster configuration (Hitachi Servers).

Configuration (Hitachi Servers)

CPU: Linux 2.6.32 (CentOS 6.4). Totally 16 core (32 hyper thread)

Memory: 128 GB

OS: Linux 2.6.32 (CentOS 6.4)

Platform: Hadoop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t001

Table 2. Parameters for the experiment.

Evaluation Parameters

Sampling rate (in/out) 2 msec/ 2 msec Frequency 0-90Hz

Number of samples 20 Number of realizations 10

Constrain Number 3 Noise 3

Minimum Correlation 0.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t002

Table 3. Small field data.

Profile of Small Field Data

Area unknown

Area Size 5.5km X 0.03km (3D)

Number of Trace Inline Inline:550, xline:3

Interval of Trace 10m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t003

Table 4. Large field data-set.

Profile of Large Field Data

Area Kumang, Malaysia

Area Size 11km X 12km (3D)

Number of Trace Inline Inline:1100, xline:1200

Interval of Trace 10m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t004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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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In this section, an evaluation was done using a small data-set with Hadoop (with three Data-

Nodes) from the original code, as illustrated in “Figs 8 and 9”. First, the original parallel pro-

cessing was compared with the Hadoop with multiple data nodes (DN), such as DN1, DN2

and DN3. The original parallel processing for a single thread, 4 threads and 32 threads used

the execution times of 187 minutes, 60 minutes and 20 minutes, respectively. Similarly,

Hadoop (with each node having 32 threads and with a block size of 64 MB) took 160 minutes

(for DN1), 90 minutes (for DN2) and 54 minutes (for DN3), respectively, as illustrated in “Fig

8”. In this cas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riginal parallel processing was higher than Hadoop.

To counter the issue, the number of threads for each data node in Hadoop was increased

from 32 hyper-threads to 64 hyper-threads, as illustrated in “Fig 9”. In this case, Hadoop (with

each node having 64 threads and with a block size of 64 MB) took 84 minutes (for DN1), 42

minutes (for DN2) and 30 minutes (for DN3),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better than Hadoop

with 32 hyper threads (already discussed in “Fig 8”). However, in both cases,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riginal parallel processing was always higher 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100 percent usage of the CPU cores, and 2) the default block size of the original par-

allel processing was smaller than that of Hadoop. Thus, to counter the issue, multiple Data

Nodes were adde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hyper threads that was used was also increased.

Finally, the Hadoop (default block size of 64 MB) was able to perform similarly to the original

parallel processing technique, as illustrated in “Figs 8 and 9”.

Table 5. Tuning parameters for bottleneck analysis.

Tuning Parameters

Data Block Size 64 MB (Default)

Number of OS threads 32 hyper thread

Number of Data Nodes 3 (Excluding Name Node)

Number of Map Tasks 2 (Default)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t005

Fig 8. Comparison of original parallel processing with Hadoop (3 data node) with 32 hyper thread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08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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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DataNode on the Hadoop cluster is illustrated in “Fig 10”.

Here,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CPU usage, Memory, and IO is are almost the same for each

DataNode on the Hadoop cluster.

Next, “Fig 11” illustrates the average performance of the OS threads in Hadoop with a single

DataNode. In this experiment, we first chose a DataNode with 32 threads and conducted the

experiment with different block sizes. Next, we chose the same DataNode with 64 threads and

repeated the same experiment.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s, when w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OS threads, the average CPU usage was stable between 32 to 64 threads. When w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threads to more than 64, the CPU usage started to decrease due to the lack of

parallelisation of the mapper tasks. Next, the average performance of threads is illustrated in

Fig 9. Comparison of original parallel processing with Hadoop (3 data node) with 64 hyper thread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09

Fig 10. CPU, memory, and IO performances of Hadoop.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10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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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In this cluster, the maximum CPU usage was 21 percent and the minimum was 5 per-

cent. The average CPU usage was 12 percent.

From “Fig 11”,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usage of the CPU hyper threads rises with a

smaller block size. Additionally,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usage of each CPU hyper thread

decreases when we increase the possible number of hyper threads. These changes are due to

the task tracker’s capacity of accepting the number of mapper tasks at once. Next, according to

“Fig 11”, it can also be concluded that the number of CPU hyper threads were inversely pro-

portional to the usage of the average CPU core. This is due to two issues: 1) the lack of paralle-

lisation, and 2) the size of the data-set. To overcome this issue, we can fix the number of

mapper tasks for the task tracker. Similarly, increasing the size of the input data-set also helps

increase the usage of the CPU, as illustrated in “Fig 12”.

“Fig 12” show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a larger data-set. According to “Fig 12”,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PU usage is higher for larger block sizes. “Fig 13” shows the experi-

mental results for a large field data (12 km x 11 km). In this case, the size of the input data-set

is 1.5 GB. In this experiment, the execution time of each mapper is less than 30 seconds,

which has already been discussed in Section 3. Due to that, the CPU usage is very minimal. To

counter the problem, we have two options as follows: firstly, first tune the number of map

tasks to the task tracker, and, second, increase the block size. In this experiment, which is illus-

trated in “Fig 13”, we increased the block size from 64 MB to 128 MB as illustrated in “Fig 13”.

When we increased the block size in the HDFS, the CPU utilization was raised. Due to this sit-

uation, the processing time also decreased compared to the actual default block size, which is

illustrated in “Fig 14”. In this case, the block size of 128 MB showed the optimum CPU usage

compared to the rest. To overcome this limitation, we needed to tune the number of map tasks

to the task tracker.

“Fig 15” shows the average CPU usage for different block sizes using Hadoop with a single

node. Based on “Fig 15”,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average CPU usage decreases slowly

Fig 11. Performance of CPU threads at each DataNode on Hadoop cluster.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11

Fig 12. Average usage of Hadoop on large data-set with different block size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12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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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e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PU hyper threads. However, the CPU usage for 64 hyper

threads was similar to that with 32 hyper threads. Nevertheless, bigger block sizes had higher

CPU usage than the smaller block sizes on the larger data-set due to the execution time of each

task, which has already been discussed in Section 3. Thus, w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threads

from 32 threads to 192 threads.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PU thread was almost the

same as that illustrated in “Fig 15”. In this case, the block size of 128 MB showed an optimum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the rest.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threads to more than 192 also

decreases the CPU usage drastically. Here, 192 threads was the optimum number. Thus, the

overall processing time had decreased, as illustrated in “Fig 16”.

From “Figs 15 and 16”,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eak performance

speed of the parallel processing technique, Hadoop needs to use threads with three DataNodes.

Fig 13. Comparison of Hadoop processing time on large data with different block size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13

Fig 14. Performance of Hadoop on each DataNode for large data with different block size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14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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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5. Performance of Hadoop (64 threads each DataNode) on large data with different block size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15

Fig 16. Experiment using single DataNode with 192 thread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16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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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fact is that increasing the total number of nodes to optimize the execution speed

i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for big data. Thus, in this experiment, which is illustrated in “Fig 16”,

we raised the number of threads for the single node to achieve the peak performance speed of

the parallel processing technique.

In fact, increasing the total number of threads is not a good idea for parallel processing

because it may cause lack of parallelisation issue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discussed in Sec-

tion 3. Here, in “Fig 17”, the CPU usage did not decrease due to the overhead from switching

the OS thread. This instead had happened due to the small amount of inputs. Next, “Fig 18”

shows the CPU and IO performance for a default block size of 64 MB.

According to “Figs 17 and 18”,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reads depends

on the block size. In this case, a smaller block size has greater CPU usage than the larger one.

However, in fact, a smaller block size increases the IO usage at the NameNode, which affect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Fig 17. Performance of CPU threads at 2 map tasks allocated to each task at maximum on single DataNod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17

Fig 18. CPU and IO usage for a single DataNode using small data.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18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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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Fig 15”, it can also be concluded that CPU threads are idle for a long time

for the default block size of 64 MB. This is due to insufficient parallel tasks. Thus, we need to

adjust the map tasks and reduce tasks in order to achieve proper parallelisation. Here, we

tuned the maximum number of map tasks that should run simultaneously using a task tracker,

as illustrated in “Fig 19”.

“Fig 15” shows the CPU and IO performance for tuned map tasks that should run simulta-

neously using a task tracker for a block size of 1 MB.

In this case, we kept the maximum number of map tasks, that should run simultaneously

using a task tracker, equal to the total number of threads used. This improved the usage of CPU

threads and helpe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as illustrated in “Fig 20”.

Next, we proceeded with the same experiment but with large data-sets, as illustrated in “Fig

21”. In this case, the larger block size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smaller block size. This was

because the larger block size could handle more data and produce a smaller number of reducer

tasks, which helped the Hadoop to provide parallelisation.

Fig 19. Maximum number of map tasks that should run simultaneously by a task tracker.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19

Fig 20. CPU usage with tuned map tasks for a single DataNode using small data.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20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 May 23, 2019 14 / 19



223

外文文献全文

As shown in “Figs 22, 23, 24 and 25”, large data perform better with larger block sizes. In this

case, we tuned the maximum number of map tasks that should run simultaneously using a task

tracker at 192 threads becaus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was better with 192 threads. Next,

from “Figs 22 and 25”,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the input data-set, the

CPU usage changes. For instance, if the input data-set is smaller, then the block size should be

smaller. Similarly, if the input data-set is bigger, then the bigger block size provides better CPU

usage than the smaller one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experimen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Hadoop depends on the size of the input data-set, the number of CPU hyper

threads, the maximum number of map tasks that should run on a task tracker, and the block size.

Conclusion and future work

The use of parallel processing in seismic applications is becoming popular with the improve-

ments of processing speeds. However, when dealing with big data such as seismic algorithms,

basic issues such as the processing speed become major issues. These complications increase

Fig 21. Experiment with tuned map tasks using single DataNod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21

Fig 22. Performance of CPU threads for larger data.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22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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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stically due to huge data sizes. Hence, in this research work, a wrapper or template is intro-

duced to provide parallelisation for big data applications such as seismic algorithms using

Hadoop. This technique is capable of providing parallelisation for big data such as megabytes,

gigabytes, terabytes, petabytes, exabytes, and zetabytes of data in a very easy manner using the

Hadoop map-reduce technique. Additionally, this wrapper can be implemented in C, C++,

Java, MATLAB, and Python on the Hadoop platform.

Fig 23. CPU and IO usage on a large data-set for a single DataNod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23

Fig 24. CPU and IO usage on large data-set for a single DataNode with tuned map task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24

Framework for parallelisation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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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research work, we evaluated and justified the performances of this technique. The

performance produced by using the stochastic algorithm was measured by calculating its pro-

cessing speed for different block sizes, different numbers of processes, and different Data-

Nodes. In this experiment, the performance of a stochastic inversion was tested using both

small and large data-set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a bottleneck due to the IO wait, which caused

a lack of parallel tasks on the Hadoop cluster. Due to that, the average utilization of CPU

threads fell to 10 percent. However, the original parallel processing utilising the CPU core

reached 100 percent and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Hadoop cluster with a single DataNode.

To counter the issue, we adjusted the number of mapper and reducer tasks, the number of

CPU hyper threads, and the block size. Finally, we achieved a higher performance with a 30X

speed improvement with a single DataNode over the traditional parallel processing techniqu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Hadoop depends on the size of the input, the number

of CPU threads used, the maximum number of map tasks for the job tracker, and the memory

block size.

Normally, the possible bottlenecks for Hadoop are as follows: 1) massive IO caused by large

input data in the map input stage, where; the solution is to compress the input Data; 2) massive

IO caused by spilled records in the partition and sort phases, where; the solution was adjusted

to spill records and sort the buffer formula for io.sort.mb; 3) massive network traffic caused by

a large map output, where; the solution is to compress the map output; 4) massive network

traffic caused by a large reduce output, where; the solution is to adjust the replication factor;

and 5) insufficient parallel tasks, where; the solution is to adjust the number of map tasks, the

number of reduce tasks, and amount of memory. Future research can work to improve this

technique since it had failed to improve the speed performance with small data-sets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parallel processing technique. The Spark on Hadoop can be used in the pro-

posed technique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s this research work had focused only on off-

line analysis, it is hoped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this work can be extended for real-time analysis

using the Spark.

Supporting information

S1 File. Datas. This is a 3D input file containing large field data (12 km X 11 km).

(ZIP)

Fig 25. Experiment with tuned map tasks using single DataNod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4044.g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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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researchers documented that the stock market data are nonstationary and nonlinear

time series data. In this study, we use EMD-HW bagging method for nonstationary and non-

linear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The EMD-HW bagging method i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 the moving block bootstrap and the Holt-Winter. The stock

market time series of six countries are used to compare EMD-HW bagging method. This

comparison is based on five forecasting error measurements.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 forecasting results of EMD-HW bagging are more accurate than the forecasting results

of the fourteen selected methods.

Introduction

In financial time series analysis, one of the primary issues is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financial

time series, specifically stock market index. This is because these data are nonlinear and non-

stationary. Moreover, it has a height heteroscedasticity. Bagging forecasting is used in this

study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Bagging forecasting, as presented by [1], is a method for

generating multiple versions of forecasting and using these versions of forecasting to obtain

an aggregated forecasting. Then the average of these versions of forecasting was evaluated.

A bootstrap aggregation of exponential smoothing (EXP) method was presented by [2].

Box-Cox transformation, STL decomposition, and moving block bootstrap (MBB)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he M3 data competition (M3 data competition are 3003 time series. The compe-

tition results in [3] study are used in comparative paper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is method

with original EXP model. In addition as in [4], the M3 data competition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ir method. In this method, the ETS (ExponenTial Smoothing methods) and autoregressive

(AR) model with a sieve bootstrap methods were applied. In [5], the Multi-channel Singular

Spectrum Analysis (MSSA) technique with HW-Bootstrap method was used to forecast the

Natural Inflow Energy time series in Brazil. [6] proposed a bootstrap aggregation (bagging)

methodology to reduce the variance of tourism demand forecasting. [7] used the bagging

HWmethod to obtain highly-accurate air transportation demand forecasts. [8] suggested the

bagging of STL, Box.Cox, MBB, and ARMAmethods to forecasting electric energy demand.

Table 1 presents the summary of this literature review.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 July 17, 2018 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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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gard to all those literature reviews, we use the construction of EMD-HW bagging

to forecast the stock market data. In order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forecasting, the

EMD-HW bagging is compared with fourteen different forecasting model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D-HW bagging is superior to other methods in terms of RMSE,

MAE, MAPE, TheilU, and MASE.

Therefore, the significant of this research article can be summarized. For instance, after an

intensive research in the financial forecasting literature, a lot of research papers that have been

conducted in forecasting the content of stock market data such as [9], [10], and [11]. Also,

most of the articles have used the mentioned models directly without any combination such as

[12] and [13].

Section 1 introduces methods that are used in this paper which are EMD, IMF, HW, fourier

transform, and MBB. Section 2 presented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and the data that was

used. Section 3 analyzes the data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result showing the capability of

EMD-HW bagging. Finally, in last Section, some concluding remarks were addressed.

1 Methodology

In this section, the various step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MD-HW bagging method will

be described in details. These methods ar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 IMF, HW,

Fourier Transform (FT), and Moving Block bootstrap (MBB).

1.1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

EMD was described in 1998 by [14], and this method has been applied in [15], [16], [17], [18],

[19], [20], [21], and [22]. The main idea of EMD is the decomposing of nonlinear and non-sta-

tionary time series data into several of simple time series data. It analyzes time series by keep-

ing the time domain of the signal. It supplies a strong and adaptive process to decompose a

time series into a combination of time series that is known as 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IMF)

and residual. Later, the original signal can be constructed back as the follows:

xðtÞ ¼
Xn

i¼1

IMFiðtÞ þ rðtÞ ð1Þ

where x(t) represents the original time series, r(t) represents the residue of the original time

series data decomposition, and IMFi represent the ith intrinsic mode function (IMF) series.

However, the EMD technology has a number of limitations in its algorithm. First, the theo-

retical base is not fully established, and most of the steps of the EMDmethodology ignore

mathematical expressions. The second limitation is related to the sensitivity toward endpoint

treatments (i.e., boundary effect) when using an EMD algorithm [23], and many studies were

developed using the EMDmethodology to overcome this limitation. Such as, [24] accompa-

nied local polynomial quantile regression with a sifting process for automatic boundary

Table 1. Related work used bootstrap in point forecasting technique.

Cite Method Data Category

[2] STL-Box.Cox-MBB-EXP M3 competition

[4] ETS-AR-sieve.BOOT M3 competition

[5] MSSA-Boot-HW Natural Inflow Energy

[6] Resembling-GETS Tourism demand

[7] STL-HW Air transportation demand

[8] STL-Box.Cox-MBB-ARMA Electric energy demand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t001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 July 17, 2018 2 / 20



230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correction. The third limitation is related to mode mixing [25]. The methodology of

EMD-HW bagging method able overcomes these limitations with the basic EMD. In the other

word, there are a number of studies used extension method (developed method) for the EMD

in forecasting method such as [26] and [27], but EMD-HW bagging does not need to use any

of these developed methods.

In order to estimate these IMFs, the following steps should be initiated and the process is

called the sifting process of time series x(t) [14]. Thus, this is shown below:

1. Taking the original time series x(t) by assuming that the iteration index value is i = 1.

2. Then, evaluating all the local extrema values of the time series x(t).

3. After that, form the local upper envelope function u(t) by connecting all local upper values
using a cubic spline line. In a similar way, form the local lower envelope l(t), and then form

the mean functionm(t) by using the following;

mðtÞ ¼
uðtÞ þ lðtÞ

2
ð2Þ

4. Next, define a new function h(t) usingm(t) and x(t) on this formula:

hðtÞ ¼ xðtÞ �mðtÞ ð3Þ

Check the function h(t) which is an IMF, according to IMF conditions:

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umber of local extreme points and the number of crows-

zero points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1.

b. The absolute value of the mean function is less than ε, where ε is a very small positive

number which is close to zero. Sometime, it is equal to zero.

(shown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ection). If the function h(t) has satisfied IMF condi-
tions, then go to step 5. If not, go back to step 2 and renew the value of x(t) such that it
becomes h(t).

5. Save the result of the IMF obtained from the last step, and renew i value such that it becomes

i = i + 1, and it attains the residue function r(t) using the IMF and x(t) by the formula.

IMFiðtÞ ¼ hðtÞ ) riþ1ðtÞ ¼ xðtÞ � IMFiðtÞ ð4Þ

6. Finally, if r(t) is a monotonic or constant function, then save r(t) as residue and all the IMFs
obtained. If r(t) is not monotonic or constant function, return to step 2.

Real time series data application of most prediction methods needs high degrees of program-

ming for implement of bootstrap [28]. The steps 1 to 6 which were discussed above allow the

sifting process to separate time-altering signal features.

1.2 Holt-Winter (HW)

More than fifty five years ago, the basic formula of the Holt-Winter (HW) model or Triple

Exponential Smoothing have been presented by [29] and [30]. The HW forecasting procedure

is a variant of exponential smoothing. HW is simple Which does not need high data-storage

requirements and is easily automated. Moreover, HW is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producing

short-term forecasts for sales or demand time-series data. In this method, the recent observa-

tions have effect which is more robust than old observations in forecasting value.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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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Wwas employed to short-term forecasting in many studies in literature. Such as;

[31] used the HWmethod in short-term forecasting Ionospheric delay. The HWmethod used

in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by [32], HWwas performing better than six selected forecasting

methods. [33] used HWmodel to forecast electricity demand and concluded that the HW out-

perform as compared to well-fitted ARIMAmodels. [34] forecasted the short-term electricity

demand for UK and concluded that the HW gives good forecasting results.

Two Holt-Winter models which were described in this study are the Multiplicative Model

and the Additive Model. However, the seasonal component determines whether the additive

or multiplicative model will be used [35]. Mathematically, the additive Holt-Winters forecast-

ing function is defined by the following:

ŷ tþh=t ¼ at þ h � bt þ st�pþ1þðh�1ÞmodðpÞ; ð5Þ

where at, bt and st are given by

at ¼ aðyt � st�pÞ þ ð1� aÞðat�1 þ bt�1Þ

bt ¼ bðat � at�1Þ þ ð1� bÞbt�1

st ¼ gðyt � atÞ þ ð1� gÞst�p

And the multiplicative Holt-Winters forecasting function is defined by the following:

ŷ tþh=t ¼ ðat þ h � btÞ � st�pþ1þðh�1ÞmodðpÞ; ð6Þ

where at, bt, and st are given by

at ¼ aðyt=st�pÞ þ ð1� aÞðat�1 þ bt�1Þ

bt ¼ bðat � at�1Þ þ ð1� bÞbt�1

st ¼ gðyt=atÞ þ ð1� gÞst�p

where at, bt, and st represent the level, slope, and seasonal of series at time t, respectively. Also,
p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seasons in a year. The constants α, β and γ are smoothing parame-

ters in the [0, 1]-interval, h is the forecast horizon. This method uses the maximum likelihood

function to estimate the starting parameters and then it may estimate iteratively all the param-

eters in forecasting future values of time series. The data in x(t) are required to be non-zero for

a multiplicative model, but it makes more sense if they are all positive.

1.3 Moving block bootstrap (MBB)

The moving block bootstrap (MBB) formulated the first structural form in short by [36]. Thus

it was known as a general bootstrap method. Now we describe the MBB suppose that {Xt}t 2 N

is a stationary weakly dependent time series and that {X1, . . ., Xn}� Xn are observed. Let ℓ be
an integer satisfying 1< ℓ< n This gives;

‘=n ! 0 as n; ‘ ! 1: ð7Þ

Here, the overlapping blocks B1, . . ., BN of length ℓ is contained in Xn as:

B1 ¼ ðX1; X2; . . . ; X‘Þ

B2 ¼ ðX2; X3; . . . ; X‘þ1Þ

. . .

BN ¼ ðXN ; . . . ; Xn�1; XnÞ;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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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N = n − ℓ + 1. Let k = [n/ℓ], where for any real number x, [x] denotes the least integer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x. Thus, n = ℓ � k. To generate the MBB samples, we selected k blocks
at random with replacement from the collection {B1, B2, . . ., BN}. Since each resampled block

has ℓ elements, concatenating the elements of the k resampled blocks serially yields ℓ � k boot-
strap observations X�

1 ; . . . ;X
�
n .

1.4 Fourier transform

The Fourier transform is the converting of the time series from time domain to frequency

domain. In this study, a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 was used. Th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is a

computational procedure for calculating the finite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of a time series.

Mathematically, the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of finite length is defined as presented by [37].

Let x0, . . .., xN−1 be a time series with N observation.

Xk ¼
XN�1

n¼0

xne
�i2pknN ; k ¼ 0; . . . ;N � 1: ð8Þ

1.5 Quantile regression (QR)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was presented [38]. Theoretically, let Y be a real valued random vari-

able with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FY(y) = P(Y� y). The τth quantile of Y is given by:

QYðtÞ ¼ F�1
Y ðtÞ ¼ inf fy : FYðyÞ � tg: ð9Þ

where τ 2 [0, 1].

1.6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considera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EMD-HW bagging method was compared with fourteen methods. Tradi-

tional HWmethod, a hybrid EMD-HWwithout bagging, ARIMAmodels, Structural Time

Series, Theta method, Exponential smoothing state space method (ETS), and RandomWalk

method (RW) are used to validate the forecasting performance of EMD-HW bagging. These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in forecasting competitions and

other empirical applications, as well as based on their ability to capture salient features of the

data.

ARIMA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or Box-Jenkins models are generally

denoted ARIMA(p, d, q). Where parameters p, d, and q are non-negative integers, p is the
order of the Autoregressive model, d is the degree of differencing, and q is the order of the
Moving-average model. Recently, ARIMA has been employed by several studies in forecasting

financial time series such as [39]. He applied ARIMA to forecast the cultivated area and pro-

duction of maize in Nigeria.

ETS was applied to get short-term solar irradiance forecasting in [4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TS method majorally has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naive forecasting methods. [41] pre-

sented that the forecasts obtained using the Theta method are equivalent to simple exponential

smoothing with drift. Also it shows that this method is the best performing method in the

M3-Competition [3]. Structural Time Series is applied by [42] on Inbound tourism to New

Zealand from selected countries. This method has outperformed the naive process. A random

walk (RW) is a process where the current value of a variable is composed of the past value with

adding an error term defined as a white noise. It was first studied several hundred years ago as

models for games of chance. Recently, [43] have shown that the random walk model turns out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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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a hard to beat benchmark in forecasting the CEE exchange rates. While in [44], a variable

drift term with the random walk process was applied. This was estimated using a Kalman filter.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is a discriminative classifier formally defined by a separat-

ing hyperplane, the foundations of SVM have been developed by [45]. The Neural Networks

have been designed to imitate the biological neural networks that constitute the human brain.

In forecasting time series, the historical incidence is sent into the input neurons, and corre-

sponding forecasting incidence is generated from the output neurons after the network is ade-

quately trained [46]. This simple statistical process was shown to perform better than all the

three models that were selected in out-of-sample forecasts.

2 Data andmethodology

This section contains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data that are used to implement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while the second part presents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EMD-HW

bagging with detailed description.

2.1 Data

In this study, the daily stock market data of six countries were used. These countries are Aus-

tralia, France, Malaysia, Netherlands, Sri Lanka and US-S&P 500. The selection of these data

wa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se data are nonlinear and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with a high

heteroscedasticity. Table 2 presents the names of countries with the basic statistics for each

country, where SD is Standard Deviation, Sk is Skewness, Kts is Kurtosis, N is Number of

observations, and Nimf is the number of IMFs.

The KPSS (Kwiatkowski-Phillips-Schmidt-Shin by [47]), RESET (Ramsey Regression Equa-

tion Specification Error Test by [48]), and BP (Breusch-Pagan test by [49]), were used to test

the nonstationary, nonlinear and heteroscedasticity,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p-value for all

these tests (< .05), all these stock market are significantly nonlinear and nonstationary with

high heteroscedasticity. The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Yahoo finance website.

Figs 1, 2, 3, 4, 5, and 6 show the stock market with its IMFs and residue plots of these coun-

tries, respectively. The daily closing prices are used as a general measure of the stock market

over the past six years. The whole data set -for each country- covers the period from 9 February

2010 to 7 January 2016, a long sample period renders the results of our test more convincing.

Dickey-Fuller test was introduced [47] and was implemented on time series data to prove non-

stationarity.

The data set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n observations)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models and parameters. The second part, on the other hand (h obser-

vations), is reserved for out-of-sample evaluation. This part is used for the comparison of per-

formances among various forecasting models. The Malaysian stock market data (KLSM) are

Table 2. Data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untry Mean Median Min Max SD SK Kts N. IMF N KPSS p.value RESET p.value BP p.value

Australia 4928.42 4939.35 3927.6 5954.8 483.66 0.03 -1.05 7 1498 <.01 <.01 <.01

France 3968.26 3939.82 2781.68 5268.91 557.54 0.21 -0.6 7 1516 <.01 <.01 <.01

Malaysia 1638.2 1643.89 1072.69 1892.65 164.52 -0.4 -0.68 7 1459 <.01 <.01 <.01

Netherlands 370.77 355.92 263.44 509.24 56.19 0.65 -0.32 6 1516 <.01 <.01 <.01

Sri Lanka 6208.45 6238.71 3691.04 7811.82 932.63 -0.66 -0.13 7 1431 <.01 <.01 <.01

USSP500 1579.25 1493.69 1022.58 2130.82 344.31 0.2 -1.44 6 1490 <.01 <.01 <.0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t002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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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as an example. Here, the number observation is N = 1459. The first part n = 1458, 1457,

1456, 1455, 1454, and 1453 and the second part h = 1, 2, 3, 4, 5, and 6 respectively, are used.

In the other words, we take six different periods of forecast steps. These periods are one

day, two days, three days, four days, five days, and six days. This means we use six different

training periods for each data.

Fig 1. Australia stock market with its IMFs and residue plot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g001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 July 17, 2018 7 / 20



235

外文文献全文

Fig 2. France stock market with its IMFs and residue plot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g002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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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hodology

The EMD-HW bagging methodology [50] consists of six steps.

1. The QR—with τ = 0.5—is applied on the original time series xt to decompose xt into noisy
series E(t) and regression line RL. The use of EMD on noisy series E(t). On this step, the

IMFs and residue are obtained. This step is called EMD-QR.

2. The Fourier transform are applied on IMFs from time domain to transform to frequency

domain.

3. According the transformation results from the last step, the IMFs are clustered into two

clusters high and low frequency (HF and LF) with 0.02 threshold criteria.

Fig 3. Malaysia stock market with its IMFs and residue plot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g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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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s are aggregate to gather to get a high frequency time series.

This time series is bootstrapped using MBB with length ℓ observations (The optimal block

length is estimated automatically for each time series by [51].). Also, the value of B (In the-

ory, the ideal bootstrap will be obtained when the B value goes to infinity [52]. There is no a

Fig 4. Netherlands stock market with its IMFs and residue plot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g004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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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 method for selecting the B value in the literature [53]. So, selecting B value is still a

problem so that the time spent for bootstrapping depends on B value as well as on the sample

length [54].) is selected in this step. The value of B is fixed in this study at B = 2000 provides

a reasonable approximation see [55]. Which they are 1999 new series with the original series.

Fig 5. Sri Lanka stock market with its IMFs and residue plot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g005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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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new component was added to low frequency IMFs, linear regression and residue again

to generating B synthetic series.

6. The EMD-QR is applied on each of the bootstrapped time series. Then, h point ahead is
forecasted using theHWmodel for regression line and residual and all low frequency

IMF’s. Also, it adds all the forecasting result together.

Fig 6. US-SP500 stock market with its IMFs and residue plot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g006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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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Flow chart of EMD-HWbagging.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g007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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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n the last step, B forecasting point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ing forecasts were combined

using the median (The median is the aggregating measure adopted as it is less sensitive to

outliers [7].) to get the point forecasting for the original time series x(t).

8. The forecasting result was compared with fourteen forecasting technique based on five

error measurements.

As mentioned before, for each data there are six different of forecast periods. For all these periods

the same steps are used. In the other word, the different forecast steps do not affect the forecast-

ing model selection or parameter selection. Fig 7 present the flow chart of EMD-HW bagging.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In this study, we present the bagging for EMD and HW technique (EMD-HW bagging) using

HW, EMD, and MBB. The stock market data of six countries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forecast-

ing accuracy of the EMD-HW bagging method. Fourteen forecasting models are used in order

to validate the forecasting performance EMD-HW bagging method.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RMSE), Mean Absolute Error (MAE),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Theil’s U-

statistic (TheilU), and Mean Absolute Scaled Error(MASE) will be utilized to evaluate the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each method. Eqs (10), (11), (12), (13), and (14) show the formula of

RMSE, MAE, MAPE, MASE, and TheilU, respectively. Where ŷi is the forecast value of the
variable y at time period i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actual series values.

RMSE ¼

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
1

n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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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yi � ŷ i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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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iþ1�yiþ1

yi

� �2
r

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Xn�1

i¼1

yiþ1�yi
yi

� �2
r ð14Þ

Tables 3 and 4 present the average of RMSE, MAE, MAPE, TheilU, and MASE for the forecast-

ing of EMD-HW bagging and fourteen method at h = 1, 2, 3, 4, 5, and 6 for the stock market

data of six countries. These are Australia, France, Malaysia, Netherlands, Sri Lanka, and

US-S&P 500.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forecast accuracy for EMD-HW bagging method is better than the

fourteen forecasting models. As a conclusion, this proved that the EMD-HW bagging method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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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average of five error measures for EMD-HWbagging and fourteen forecasting methods at 1 to 6 for Australia, France, andMalaysia stock market.

Country Method RMSE MAE MAPE TheilU MASE

Australia HW 144.618 125.059 2.439 2.104 1.619

EXP 125.536 104.889 2.049 1.831 1.343

Meanf 146.774 126.863 2.475 2.135 1.641

ARIMA 144.260 124.882 2.436 2.107 1.626

Thita 146.529 126.663 2.471 2.130 1.638

RW 145.573 125.870 2.455 2.115 1.626

B.EXP.AR 167.393 153.376 2.991 2.057 1.713

B.EXP.STR 135.104 114.712 2.244 1.672 1.203

B.HW 123.225 107.078 2.089 1.601 1.243

NNETAR 163.346 141.329 2.654 2.411 1.866

SVM 369.596 361.843 7.521 4.297 5.039

EMD.NNETAR 137.164 117.948 2.238 1.749 1.310

EMD.SVM 254.104 242.929 4.926 2.882 3.462

EMD.ARIMA 167.549 149.114 2.802 2.210 1.732

EMD-HW bagging 92.707 81.391 1.565 1.064 1.128

France HW 131.292 118.930 2.667 2.389 2.077

EXP 218.606 208.373 4.672 3.622 3.327

Meanf 130.711 118.399 2.655 2.377 2.066

ARIMA 130.491 118.203 2.651 2.370 2.053

Thita 130.223 117.953 2.645 2.368 2.058

RW 129.010 116.901 2.622 2.345 2.040

B.EXP.AR 168.347 158.299 3.554 2.848 2.562

B.EXP.STR 414.818 409.442 9.176 6.274 6.252

B.HW 390.128 385.050 8.625 5.938 5.933

NNETAR 183.216 167.317 3.572 3.362 2.936

svm 479.517 475.970 11.893 6.803 7.795

EMD.NNETAR 124.844 113.978 2.477 1.900 1.608

EMD.svm 329.900 324.963 7.827 4.636 5.434

EMD.ARIMA 440.666 437.597 8.874 7.002 7.213

EMD-HW bagging 119.635 107.026 2.405 2.122 1.781

Malaysia HW 19.374 17.894 1.078 1.534 1.656

EXP 15.813 13.652 0.818 1.174 1.393

Meanf 18.944 17.565 1.058 1.489 1.619

ARIMA 18.558 17.010 1.025 1.479 1.596

Thita 18.691 17.324 1.044 1.468 1.598

RW 19.205 17.671 1.065 1.524 1.650

B.EXP.AR 19.162 17.945 1.080 1.721 1.924

B.EXP.STR 23.243 22.457 1.347 1.655 2.100

B.HW 17.032 14.717 0.881 1.059 1.362

NNETAR 21.063 19.632 1.163 1.657 1.800

SVM 63.872 63.202 3.951 4.762 5.900

EMD.NNETAR 15.387 13.821 0.826 1.062 1.152

EMD.SVM 62.626 61.886 3.865 4.737 5.819

EMD.ARIMA 21.678 19.96 1.186 1.668 1.805

EMD-HW bagging 18.991 16.982 1.017 1.337 1.58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t003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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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average of five error measures for EMD-HWbagging and fourteen forecasting methods at 1 to 6 for Netherlands, SriLanka, and US-S&P 500 stock
market.

Country Method RMSE MAE MAPE TheilU MASE

Netherlands HW 12.126 10.977 2.577 2.101 1.728

EXP 22.573 21.564 5.058 3.585 3.160

Meanf 12.158 11.006 2.583 2.107 1.732

ARIMA 11.946 10.831 2.542 2.075 1.712

Thita 12.087 10.941 2.568 2.093 1.720

RW 11.964 10.829 2.542 2.070 1.702

B.EXP.AR 14.642 13.589 3.193 2.356 1.978

B.EXP.STR 44.289 43.847 10.273 6.476 6.271

B.HW 39.910 39.470 9.244 5.923 5.717

NNETAR 17.047 15.379 3.438 3.035 2.480

SVM 108.292 108.146 33.811 15.247 16.245

EMD.NNETAR 13.347 11.962 2.719 2.206 1.723

EMD.SVM 119.880 119.735 39.080 16.624 17.639

EMD.ARIMA 41.359 40.587 8.578 6.394 6.043

EMD-HW bagging 11.437 10.141 2.384 1.894 1.492

SriLanka HW 47.952 42.683 0.627 1.705 1.324

EXP 121.815 120.398 1.768 3.783 3.617

Meanf 48.716 43.320 0.637 1.741 1.350

ARIMA 53.559 47.088 0.692 1.971 1.503

Thita 55.244 48.847 0.718 1.985 1.518

RW 54.065 47.779 0.703 1.938 1.482

B.EXP.AR 58.807 51.096 0.7507 2.0317 1.563

B.EXP.STR 170.433 158.357 2.326 4.985 4.28

B.HW 131.494 127.006 1.868 3.605 3.206

NNETAR 80.303 70.981 1.030 2.933 2.249

SVM 1,451.550 1,451.226 27.051 43.157 44.735

EMD.NNETAR 34.024 31.385 0.460 0.995 0.908

EMD.SVM 782.748 782.155 12.963 23.304 24.338

EMD.ARIMA 285.002 284.133 4.351 8.489 9.002

EMD-HW bagging 48.222 40.688 0.599 1.665 1.187

US-S&P 500 HW 58.927 51.949 2.638 2.105 1.788

EXP 59.068 52.113 2.645 2.112 1.799

Meanf 60.645 53.453 2.714 2.159 1.831

ARIMA 59.644 52.442 2.664 2.103 1.770

Thita 59.958 52.839 2.683 2.133 1.807

RW 58.858 51.865 2.634 2.093 1.772

B.EXP.AR 73.690 67.722 3.441 2.394 2.110

B.EXP.STR 103.250 97.943 4.968 3.253 3.045

B.HW 97.697 92.714 4.709 2.950 2.729

NNETAR 45.434 41.517 2.020 2.399 2.166

SVM 344.596 344.075 20.626 15.321 17.768

EMD.NNETAR 88.802 83.261 3.958 4.692 4.441

EMD.SVM 392.473 392.006 24.190 17.386 20.099

EMD.ARIMA 60.651 53.596 2.632 2.044 1.709

EMD-HW bagging 62.089 55.421 2.823 1.907 1.56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9582.t004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stock market data using EMD-HW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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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giving a better forecasting result than selected model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our conclu-

sions of robust performances of improving the forecasting accuracy for EMD-HW bagging

will be useful to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makers and the investments. The authors plan to

used EMD-HW bagging to forecast other kind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such as exchange rate.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the EMD-HW bagging is used to forecast daily stock market data of six counties.

These countries are Australia, France, Malaysia, Netherlands, Sri Lanka, and US-S&P 500.

Consequently, this method is used to forecast nonstationary and nonlinear time series. The

result of EMD-HW bagging forecasting technique were compared with forecasting result of

six traditional method with three bootstrapping methods. This comparison is based on five

forecasting error measurements (RMSE, MAE, MAPE, TheilU, and MASE). In general,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 forecasting results of EMD-HW bagging have more accuracy than

the results of these fourteen forecast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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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Fig. Displays the actual data for France stock market from 2010.02.09 to 2016.01.07

with the its IMFs and residues.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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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of 22 provinces and 4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7, this paper uses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to further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we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using static panel and dynamic panel esti-

mation method.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inclu-

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 Improving the

inclus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can better promote farmers’ entrepreneur-

ship. Urbanization level, economic opennes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while farmers’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It is possible

to promote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by improving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

sive finance, combining urbanization, increasing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increasing economic openness and improv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roduction

Since the “2005 International Year of Microcredit” first proposed inclusive finance, inclusive

finance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a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1]. In 2016,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issued the “Promoting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

opment Plan (2016–2020)”, which proposed the overall goal of China’s development of inclu-

sive finance. The essence of inclusive finance is to hope that all groups can enjoy fair and

sustainable financial services, especially low-income groups and vulnerable groups with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entre-

preneurship is financing constraints.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government can make

more emphasis on “blind spots” that farmers have difficulty covering in the past by promoting

inclusive financ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promotion of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ea-

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inclusive finance and analyze its impac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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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which providing a corresponding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specific policies to support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What is China’s curr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What is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above two issues.

Inclusive finance can provide appropriate financial services to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weak links of financial services such as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farmers, low-income

groups, poor people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clusive finance is a kind of shared service

finance. People with financial needs have equal opportunities, which can change individual

economic behaviors. It can play a role i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funds and promote eco-

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rogress. There are several definitions of inclusive financ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ed a global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n inclusive finan-

cial system and proposed the term “inclusive finance” in May 2005. Helms (2006) proposed to

change the financial exclusion of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ystem, especially for the majority of

customers excluded from the formal financial system to obtain financial services, which can be

said to be the direct purpose of developing inclusive finance[2]. Easterly (2006) proposed that

inclusive finance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hat can solve poverty

problems,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achieve an inclusive society[3]. In addition, Sarma

& Pais (2011) pointed out that inclusive finance is relative to financial exclusion, which means

that all economic entities can enjoy and use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t a reasonable

price[4]. fChinese scholars also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eaning of inclusive finance

based on the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s and combined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Jiao

Jinpu (2006) first proposed an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who believes that inclusive finance is

in microfinance and its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pursuit of sustainability, providing financial systems including savings, credit, insurance

and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to all sectors, including vulnerable groups excluded from the tradi-

tional financial system[5]. Du Xiaoshan (2006) proposed that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is a

financial system that integrates micro-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objects, meso-inclusive

financial providers and macro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services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

should include the poor and low-income groups particularly[6]..

Economists have conducted different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measurement meth-

ods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Beck (2007) constructed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wo dimensions of bank service penetra-

tion and usage by selecting eight indicators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bank points per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the number of ATMs per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and the proportion of

GDP per capita[7]. Arora (2010) used relative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8]. Man-

dira Sarma(2010) proposed IFI (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 This index absorb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is index absorbs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such a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enetration, financial servic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It feels that these

three dimensions are equally important and provides a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measure-

ment method[9].Chakravarty(2010) improved the IFI index and calculated IFI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HDI, HPI, GDI, etc[10]. Gupte (2012) constructed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from four dimensions: financial penetration, financial usage, financial transaction con-

venience, and financial transaction cost[11]. Rahman(2013) uses the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penetration facilitation, financial use efficiency, financial absorp-

tion rate and satisfaction as the comprehensive inclusive finance index[12].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most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and has been improved in light of

The impac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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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nditions. Jiao J.P. (2015) built an evaluation system with 19 indicators in three

dimensions and evaluated the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irstly learning from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GPFI and join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indicators such as agricultural support service points and personal credit file filing rate

[13]. Du Q (2016)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system with three dimensions and eight indica-

tors combining three typ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banking, securities and insur-

ance, and selected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14].

Scholars have studied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from different angles. Papzan et al. (2008)

pointed out that personality quality and management ability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15].Wolf (2007) proposes that personal skills, management skills,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bility, market risk prediction and control, crisis awareness, capital

risk resolution, innovation ability, cooperation spirit and skills, etc are important quality of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ability[16].Liu T.

Y. (2010) believes that skills training, management ability, relatives and friends lending, finan-

cial lending, accessi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risk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17]. Deng J.S. (2010)

[18], Zhu H.G. (2013) believes that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technic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ave an impact on

entrepreneurship[19].

Some scholars have also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finance and farme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urst and Lusardi (2004) believe that high credit restraint and

constraints are comm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 relaxed credit environment can change

the expected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farmers and increase risk appetite, therefore increase the

tendency of farmer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20]. Heino (2006) divided the borrowing

methods into relatives and friends, loan companies, cooperative banks, agricultural banks, and

postal savings, using cases of 3,329 “small rur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confirmed that

the main problem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shortage of funds, and farmers have strong

formal credit needs[21].Wang K.Y., Zhang H. W. (2016)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rur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on rural households’ entrepreneurship by using

dynamic panel model and systematic GMM estimation method from 2005 to 2013[22].Li G. L.

(2016)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in 13 cities in Hei longjiang province[23].Wang X. H., et al(2016) selects the data

from 2006 to 2010,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inancial inclusion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from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24].Wang F. Y. and Tan M. J. (2017)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e dilemma

and causes of the two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put forwards merge paths between the

two from the macro level government, the meso-financial enterprise, and the micro-entrepre-

neurial farmer[25].

Chinese and other countries’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more valuable research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the measuremen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finance and entrepreneur-

ship. Although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is measured, there is a lack of

trend analysis on the measured index. There is less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inclu-

sive finan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selects the latest data for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Kernel density non-

parametric estimation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trend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other scholars. When analyzing the

The impac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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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uses static panel (Pooled-OLS, fixed-effect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FE-OLS), ran-

dom effect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RE). -OLS)) and dynamic panel (differential GMM and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selecting optimal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thod, therefor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can more deeply analyze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level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providing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targeted policies to promote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eoretical analyses of IFI index and its impac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e inclusive finance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Mandira Sarma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th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in 2010,

followed by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choosing various indicators to construct the above

index.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this paper

selects indica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permeability, utility and affordability. The details are

detailed in Table 1.

Geographical permeability describes the ext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coverage in the region

and it is the basic level of financial inclusion, which reflects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basically use the number of banking institu-

tions / regional area, the number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banking outlets does not represent a financial service.

Sometimes to merger outlets but increase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can also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ervic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area,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region are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The higher the indicator,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obtaining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higher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Utility reflects the use of financial services, mainly expressing by deposits balance/GDP,

loans balance/GDP, premium income balance/GDP and per capita premium income. Depos-

its, loans, and premiums reflect the use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weight of these indicators

in GDP can reflect the utility of the use. The higher the indicator, the better the use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flecting the higher level of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Affordability describes whether the cost of obtaining a financial service is within an afford-

able range. For most farmers, the financial burden is the cost of loan interest. The indicator of

Table 1. System of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in China.

Index Dimension Measure index Calculation method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Geographical
permeability

Geographic dimension service
permeability

Number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 area

Permeable banking institutions / area

Population dimension service
permeability

Number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 Regional
population

Permeable banking institutions / Regional
population

Utility Deposi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various deposit balances/GDP

Lo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various loan balances/GDP

Premium density Premium income/Population

Premium depth Premium Earnings / GDP

Affordability Loan rate Affordability rate upward floating loan ratio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t001

The impac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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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ordability is measured by the interest rate upward floating loan ratio. The higher the indica-

tor, the higher the price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lower the degree of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Methodology for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The calcul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Firstly,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s used to determine how much

weight each indicator occupies. The number of variances is the first thing we need to deter-

mine. We first calculate the average of the first indicator and its standard deviation (si). Bi rep-
resents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hich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Bi ¼
si
�Xi

ð1Þ

Then add the total sum and calculate the weight

wi ¼
Bi

Xn

i¼1

Bi

ð2Þ

Secondly, the index values of each dimension are calculated. Xi represents the i dimension.

Xi ¼ wi�
Di �minDi

maxDi �minDi
ð3Þ

wi is the weight calculated above, Di is the true value of the i dimension. maxDi represents

maximum value, and minDi represents minimum value.

Thirdly,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value RFI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

ment is measured according to the values and weights of each dimension.

IFI1 ¼

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P
X2

iP
w2

i

s

ð4Þ

IFI2 ¼ 1�

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P
ðwi � XiÞ

2
q

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P
w2

i

p ð5Þ

IFI ¼
IFI1 þ IFI2

2
ð6Þ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IFI index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Mode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dynamic panel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STATA software is

used for specific processing.

Yit ¼ aYit�1 þ bXit þ ut þ dit ð7Þ

where Yit denotes the interpreted variable, Yit−1 is the first-order lag of the interpreted variable,

α and β are the coefficients, Xit i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ut is the intercept term representing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and it is the random interference term. The specific dynamic panel

The impac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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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is:

RHit ¼ a0RHit�1 þ a0IFIit þ bXit þ ut þ lit ð8Þ

RH represents the measure of the rural entrepreneurial value of the explained variable.

Because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of formula (8) contains the first-stage lag item of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 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method must be employed. Among them, the

system GMM integ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rizontal GMM and the differential GMM.

Furthermore, the hysteresis of the differential variable is used a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of

the horizontal equation, and the hysteresis of the horizontal variable is used as the instrumen-

tal variable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In this way, the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thod not

only improves the estimation efficiency by using more information, but it can also estimate

the variables that do not change with time. Thus, the accuracy of the estimation resul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ifferential GMM. To better compa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uses estimation methods such as static panel (Pooled_OLS), fixed effect least

squares (FE-OLS), random effect least squares (RE-OLS), and dynamic panels (differential

GMM and system GMM).

The variables. IFI is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the results mea-

sured above indicate that the larger the indicator,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X represents the control variable, i represents the control variable, t represents the time, α
and β represent the coefficients to be estimated. The control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mainly

include urbanization level (CZHH),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GDZT), farmer income level

(LNNSH), economic openness (OPEN), education level (EDU),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GDP).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CZHH) is expressed by the ratio of urban population to total

population in each province.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t has provided more

opportunities and choices for farmer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which has greatly pro-

moted farmers to start non-farm businesses. At present, however, the true rate of urbanization

is only 35%.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facing high costs in big cities and will choose to go to

rural area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At the same time, many 40-year-old and 50-year-old

migrant workers have no sense of belonging in cities. "Some of the post-1980s and post-1990s

migrant workers face real needs and will return to rural areas to start businesses and partici-

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reas. The impact of coefficient on farmers’ entre-

preneurship is uncertain. The data comes from the Chinese statistical yearbook.

The impact of farmer’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GDZ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is

uncertain. Farmer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will be invested in some infrastructures that are

conducive to entrepreneurship, which will help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armers’ oper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emonstration. If the farmer’s fixed asset invest-

ment is invested in real estate such as a house, the funds used for starting the business will be

reduced, which will affect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farmer to a certain extent. Its coefficient

of influence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is uncertain.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data, the

logarithm is processed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is represented by LNGDZT.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LNNSH) is derived from the incom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farmers) in various regions in the "China Rural Statistics Yearbook". In the survey of

53 entrepreneurial households in C village, it can be seen that most of the funds needed by

farmers to start a business in the early stages come from their own accumul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is the basis for farmers to start a business and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start a business, its specific impact on farmer

The impac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 May 7, 2019 6 / 18



254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entrepreneurship is uncertain.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data, the logarithm is processed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is represented by LNNSH.

The indicator economic openness (OPEN) is used in the usual formula to calculate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ratio of GDP. The data is obtained from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of

goods in th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The more open the economy, the more developed the

finance, and the more conducive the index is to rural entrepreneurship.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EDU)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farmer,

th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ill affect the enthusiasm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farm-

ers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s experience a follow-up phenomenon whereby they see what oth-

ers do to make money and tend to do the same. In reality, there is uncertainty about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expressed by the

data indicate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with high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educations, those

with a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sum of junior college and college degrees. The data

are obtained from the Rural Statistics Yearbook of China.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tre-

preneurship of farmers with the two have mutually reinforcing roles. The per capita GDP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ata are obtained from the China Sta-

tistical Yearbook.

Empirical analyses

Data

This study obtains data for the period 2004 to 2016 from four municipalities and 22 provinces,

and then, based on the obtained data, it forecasts the data for 2017. The number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number of bank employees referenced in the article are derived from the

annual financial operation report of each province. Data on deposits, loans,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regional GDP are derived from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each year and from theWIND database.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sum of the

number of rural private enterprise investors and the number of rural individual employed as

the proportion of the entire rural population to indicate the measure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RH). The data come from the number of private enterprises employed in th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rural area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employed in the sub-region (rural area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sub-region[26].

A 2016 survey of 53 entrepreneurial households in village C of Suqian City, China found

that 30 of the 53 entrepreneurial households demonstrated credit needs, while only 19 received

loans from 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f these 19, most were provided by rural commer-

cial banks[27]. It is further acknowledged that farmers are affected by finan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arting a business.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is also affected

by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ir income, level of urbanization, level of education, the openness of

regional economies, and larg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he data comes from the "China Sta-

tistical Yearbook" and "China Rural Statistical Yearbook."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is detailed in Table 2.

As evidenced from Table 2,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as well as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economic openness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re not excessively large. There i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in the standard of indicators such as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urbaniza-

tion leve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farmer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mainly because of the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and among the regions themselves.

The impac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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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Using the above formula,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of four munici-

palities and 22 provinces from 2004 to 2017 is calculated. The details are presented in Table 3.

The higher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the higher the financial inclu-

sion in the region. This study claims that a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below 0.2 is

considered to be low; an index score between 0.2 and 0.35 is considered to be medium; an

index score between 0.36 and 0.5 is considered to be high medium, and an index score greater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Variable Mean Median Maximum Minimum Std. Dev.

RH 18.56 7.83 195.32 1.62 31.70

RFI 0.23 0.20 0.77 0.04 0.12

CZHH 53.35 50.75 89.60 26.87 15.37

LNGDZT 5.11 5.45 7.01 0.41 1.26

LNNSH 8.80 8.85 10.16 7.45 0.61

OPEN 0.36 0.14 1.80 0.03 0.44

EDU 16.93 16.90 49.78 5.90 7.66

GDP 3.76 3.24 11.83 0.59 2.5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t002

Table 3.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ices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Region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degree Ranking

Beijing 0.21 0.25 0.24 0.26 0.28 0.32 0.36 0.36 0.38 0.41 0.45 0.52 0.58 0.63 high 2

Tianjin 0.14 0.12 0.14 0.14 0.16 0.16 0.15 0.16 0.17 0.18 0.20 0.23 0.25 0.26 medium 13

Hebei 0.19 0.19 0.19 0.20 0.21 0.23 0.23 0.24 0.25 0.26 0.28 0.31 0.34 0.36 higher 8

Shanxi 0.13 0.13 0.14 0.13 0.16 0.17 0.16 0.18 0.19 0.20 0.20 0.22 0.24 0.25 medium 14

Liaoning 0.22 0.19 0.18 0.20 0.22 0.22 0.23 0.25 0.25 0.28 0.30 0.33 0.34 0.36 higher 8

Jilin 0.12 0.13 0.15 0.14 0.14 0.14 0.15 0.14 0.16 0.15 0.17 0.19 0.21 0.22 medium 16

Heilongjiang 0.15 0.15 0.14 0.13 0.16 0.16 0.16 0.16 0.17 0.19 0.21 0.22 0.23 0.25 medium 14

Shanghai 0.20 0.21 0.24 0.26 0.27 0.29 0.31 0.31 0.33 0.35 0.39 0.45 0.50 0.53 high 4

Jiangsu 0.20 0.23 0.23 0.25 0.28 0.31 0.34 0.36 0.40 0.43 0.47 0.52 0.58 0.44 higher 6

Zhejiang 0.20 0.22 0.23 0.26 0.28 0.31 0.34 0.37 0.39 0.43 0.49 0.49 0.53 0.57 high 3

Anhui 0.14 0.15 0.16 0.16 0.16 0.17 0.17 0.18 0.18 0.20 0.21 0.24 0.25 0.27 medium 12

Fujian 0.14 0.14 0.14 0.15 0.16 0.15 0.16 0.18 0.20 0.22 0.24 0.26 0.28 0.30 medium 9

Jiangxi 0.13 0.12 0.13 0.14 0.14 0.14 0.14 0.15 0.15 0.16 0.17 0.19 0.21 0.22 medium 16

Shandong 0.23 0.25 0.26 0.26 0.26 0.29 0.31 0.33 0.35 0.36 0.40 0.42 0.48 0.50 high 5

Henan 0.22 0.22 0.21 0.21 0.23 0.23 0.23 0.25 0.26 0.28 0.29 0.32 0.34 0.36 higher 8

Hubei 0.13 0.17 0.17 0.17 0.19 0.19 0.19 0.20 0.21 0.22 0.24 0.26 0.23 0.29 medium 10

Hunan 0.15 0.16 0.17 0.17 0.17 0.19 0.18 0.19 0.20 0.20 0.22 0.24 0.26 0.28 medium 11

Guandong 0.32 0.32 0.33 0.36 0.38 0.41 0.44 0.47 0.44 0.54 0.60 0.66 0.72 0.77 high 1

Hainan 0.10 0.11 0.10 0.12 0.09 0.10 0.09 0.09 0.09 0.10 0.10 0.12 0.13 0.13 lower 21

Chongqing 0.13 0.13 0.14 0.13 0.14 0.15 0.14 0.15 0.15 0.16 0.18 0.20 0.21 0.24 medium 15

Sichuan 0.20 0.21 0.21 0.22 0.23 0.24 0.28 0.29 0.30 0.32 0.35 0.37 0.40 0.43 higher 7

Guizhou 0.10 0.10 0.10 0.11 0.11 0.11 0.10 0.11 0.11 0.12 0.13 0.15 0.16 0.17 lower 19

Yunnan 0.13 0.13 0.12 0.13 0.14 0.15 0.13 0.14 0.14 0.15 0.17 0.18 0.19 0.20 medium 17

Shanxi 0.14 0.15 0.14 0.15 0.16 0.16 0.17 0.17 0.17 0.19 0.21 0.23 0.24 0.26 medium 13

Gansu 0.10 0.11 0.11 0.12 0.13 0.12 0.12 0.13 0.12 0.14 0.14 0.16 0.17 0.18 lower 18

Qinghai 0.04 0.06 0.07 0.09 0.11 0.09 0.09 0.10 0.09 0.09 0.11 0.12 0.11 0.13 lower 2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t003

The impac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PLOSONE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 May 7, 2019 8 / 18



256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than 0.5 is considered to be high. There are certain gaps in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in different regions, as presented in (Fig 1).The degree of inclusive devel-

opment and the ranking of inclusive finance ar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2017 calculations.

While there is a gap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there is also a clear gap in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that is

the index of the eastern region>that o the central region>that of the western region, as pre-

sented in (Fig 2). Nonetheless, the gap between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ices of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is not excessively large in any given year. Eastern: Beijing,

Tianjin, Hebei, Liaoning,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Fujian, Shandong, Guangdong, Hainan.

Central: Shanxi, Jilin, Heilongjiang, Anhui, Jiangxi, Henan, Hubei, Hunan. Western:Chong-

qing, Sichuan, Guizhou, Yunnan, Shanxi, Gansu, Qinghai.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of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is a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method that can analyze the trend of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respect to time. The higher the kurtosis, the

denser the data are, and the larger the width, the wider the data distribution and the smoother

the curve. This paper uses the STATA software to estimate the kernel densit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for the whole country as well as We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ig 3 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relative to 26

provinces and four municipal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peaks and the width tend to be flat.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of all regions reveals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Before

2010, these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not prominent, whereas the trend of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 various regions after 2010 is obvious.

Fig 1. Comparison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ices of various region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g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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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presents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region. Between 2004 and

2008, the peaks were steep and narrow, and the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in the east-

ern region was close. After 2009, the peaks gradually became steeper and the trending gradu-

ally closed to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However, the overall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 all regions increased rapidly from 2004 to 2017,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inclu-

sive finan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levels in various regions continued to increase.

Fig 5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 In

2004, the overall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 each region was relatively

close. Of the regions, the level of Henan Provinc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provinces,

causing the graph to appear steeper and gentler. In other years, the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regions exhibited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according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gions increased. However, the overall level was not very high

and was, in fact,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

Fig 6 displays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overall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 all regions is lower than the level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trend of the graphs rises first, then decreases and then

slightly increases with an overall right shift.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trend of inclu-

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in various areas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on the rise, albeit fluctuations

do exist.

Fig 2. Comparison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in various region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g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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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is detailed in

Table 4.

The heteroscedasticity and sequence correlation test on the model found that the heterosce-

dasticity and autocorrelation problems exist in the mixed OLS regression, and the heterosce-

dasticity needs to be processed. The heteroscedasticity and autocorrelation problems exist in

the fixed-effect regression and random-effect regression models, and the heteroscedasticity

needs to be Autocorrelation is processed. Considering that the system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ethod (SYS-GMM) can ignore the sequence correlation and heteroscedasticity of

data existenc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of random error

terms. While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ethod (DIF-GMM)

the system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ethod (SYS-GMM) has advantages in analyzing

dynamic panel data. Therefore, the paper finally uses the systematic generalized moment

Fig 3.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g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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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metho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mixed OLS, fixed-effect regression, random effect

regression and differential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are used as references.

After the residual test, the Hansen test and Arellano-Bond’s p value in the GMM estimate

were both greater than 0.1. Therefore, the original assumption that "all tool variables are valid"

and "all disturbance terms are not self-correlated" cannot be rejected at the 10% significance

level, that is, the model passes the over-recognition test and the sequence correlation test.

Therefore,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system GMM are valid.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is significant among the estimation

methods, and the front coefficient is positive, suggesting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inclusion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the more conducive the index is to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Furthermore, the better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all regions, the easier it is for

farmers to obtain financial support from all sides, a situation that can greatly promote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funding difficul-

ties as farmer seek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CZHH) is significant

in the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thod. The former coefficient is positive, and the higher the

Fig 4.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eastern region.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g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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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urbanization the more favorable to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promoting mar-

ket development and broadening the entrepreneurial channels of farmers, especially the devel-

opment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is estimated to be

significant in the systematic GMM estimation method. The former coefficient is negative.

When the farmers’ income level is high, the entrepreneurial enthusiasm is weakened to a cer-

tain extent.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is estimated to be significant in the systematic GMM esti-

mation method. The former coefficient is negative, mainly because the employment of this

sector group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is easier, therefore they are not inclined to start a busi-

ness. The degree of economic opennes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estimated to

be significant in the systematic GMM estimation method, and the front coefficient is positive.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conomic openness and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ore favorable it is for farmers to start businesses.

Conclusions

Through calcul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ve develop-

ment index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is relatively large. In general,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Fig 5.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central region.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g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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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on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with bet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higher, and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with weak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lower. This paper uses 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method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based the calculation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as a very important explanatory variable.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has a very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

ship of the farmer,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rientation to promote

the entrepreneurial entrepreneurship by developing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ve develop-

ment level.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economic opennes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

ment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overnment’s goal of creating a goo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promot-

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a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farmers in China. The lower the income level and the

lower the level of education, the higher the enthusiasm for entrepreneurship.

Fig 6.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g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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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that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of all prov-

inces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interpretation variable, this paper uses dynamic panel estima-

tion method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urbanization level, economic openness,

education leve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 entre-

preneurship.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Table 4.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Static Panel Dynamic Panel

OLS FE RE DIF-GMM SYS-GMM

RH(-1) -0.191�

(-1.66)
-0.231���

(-4.55)

RFI 129.839���

(7.88)
90.536���

(6.82)
87.359���

(6.71)
237.076���

(3.36)
148.309���

(10.61)

CZHH -0.673���

(-3.21)
-1.105���

(-3.87)
-0.548��

(-2.11)
-0.235
(-0.36)

3.878���

(18.81)

LNNSH 25.436���

(5.32)
3.236
(0.75)

1.224
(0.29)

-25.953���

(-3.20)
-28.442��

(-2.34)

LNGDZT -17.348���

(-13.72)
2.358
(1.32)

-4.500���

(-2.87)
1.795
(1.13)

0.603
(0.65)

EDU 0.603���

(3.44)
-0.214
(-1.11)

0.029
(0.15)

-0.761
(-1.63)

-4.146���

(-19.25)

OPEN 9.611��

(1.99)
8.392
(1.57)

16.677���

(3.41)
7.239
(0.64)

13.271���

(4.57)

GDP -1.809
(-1.33)

2.784���

(3.29)
3.673���

(4.22)
6.277���

(4.05)
8.795���

(5.37)

_cons -117.003���

(-3.47)
7.240
(0.31)

19.369
(0.83)

70.753
(0.66)

N 275 275 275 165 227

adj. R2 0.764 0.479

F 127.838 40.613

White test Heteroscedasticity

274.62���

BG test autocorrelation

2.937�

Wald test Inter-group heteroscedasticity Inter-group heteroscedasticity

5337.65��� 5337.65���

Woolwich Ridge F Test Group autocorrelation Group autocorrelation

54.436��� 54.436���

Pesaran’s test Concurrent correlation between groups Concurrent correlation between groups

Arellano-Bond 0.694 0.193

Hansen test 0.193 0.659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1
�� p<0.05
��� p<0.0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466.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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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inclusive finance inclusion development to better promote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In a survey of entrepreneurial farmers in C village and a 2016 survey of 306 family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in Suqian City, it was determined that credit constraints exist with

respect to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nd family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nd that the level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directly restricts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28]. To

better promote rural household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the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should constantly be raised. The calculations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provinces indicate that some provinces have lower levels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have greater room for improvement. T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policy-orien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wards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nd better solve the

problem of credit constraints regarding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innovative loan forms, reduce loan costs and reduce loan procedures. Furthermore, to as great

a degree as possibl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should

strengthened and guided by the level of demand, and the environment should be driven to cre-

ate more financial service platforms that benefit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rnet, reduce the cost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Combine with urbanization and better support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

ment and prosperity. To better support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one hand, we can

coordinat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ly protect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establish good entrepreneurial mechanisms for land-losing farmers and encouraging farmers

to actively explore various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forms;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use imple-

mentation of policies such as handle licenses, credit support, water supply, and rent reduction

and children’s enrollment to reduce the threshold for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better

support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Government increases investments in rural productive assets and better
supports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Farmers’ funds are limited. If there are more fixed assets investments, the funds that can be

used for starting a business will be l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will be affected. The more pro-

ductive the fixed assets investments are, the more conducive it is for farmers to start busi-

nesses. At present, housing investments account for a relatively large proportion of farmers’

fixed assets investments, whereas large-scale machinery, equipment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

ments account for a relatively small proportion. To better support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e government can increase financial inputs and increase investments in rural productive

assets.

Improve economic openness, improv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better support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opennes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nd it can provide a

broader space for farmers to start businesses. Furthermore, we can promote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going out, introducing strategy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ch will provide farmers with a strong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With the

The impac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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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at higher level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ult in more entrepre-

neurial opportunities for farmers, different development meas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regional advantages can be implemente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better promote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this paper repre-

sents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insurance industry indicators, but does not include the securi-

ties industry indicato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wareness of

public inves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indicators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is more compre-

hensive. In addi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some services provided by bank

outlets and practitioners are weakening. Some services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mobile bank-

ing, e-banking, WeChat, Alipay and other channels. In the future, when evaluating the Inclu-

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digital finance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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