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 E A T U R E S
5责任编辑 姜 靖

2021 年 6 月 8 日 星期二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本报记者 何星辉
实 习 生 周泓汛 张 华

策 划：赵英淑 林莉君

记者观察

◎何星辉

七年前的抉择七年前的抉择，，

给这个西部省份带来了什么给这个西部省份带来了什么？？
——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探索和实践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探索和实践

深 瞳

眼下，大数据是贵州正在实施的新三大战略行动

之一。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也指向了数字化。对

于竞争，贵州持开放心态，因为大数据发展已经过了概

念先行的阶段了，大家都来搞大数据，才能形成一个良

好的生态圈。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这么高端的东西和落后的贵阳有什么关联？”当

听说贵州要发展大数据时，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愣

住了。率队拜访的，是当时的贵阳市委主要领导。因

为彼此很熟悉，柳传志坦率而直接。

这是 2013 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8006.79 亿

元，人均 GDP为 22981.60元，在全国所有省份中处于垫

底的位置。

7年过去了，奇迹出现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这段歌词，如果用来形容贵州的大数据发展，或许是

再合适不过了。短短几年间，从无到有，逐渐风生水

起。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创新

之路。

“大数据已经成为世界认识贵州的一张靓丽名

片。”不久前，在庆祝建党 100周年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

上，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谌贻琴的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

“对于贵州发展大数据，
一开始我内心是有疑虑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早在贵州发展大数据之初，一个年轻人向总部在

北京的公司申请到贵州开疆拓土，公司老总并不看好，

又拗不过他，最后只预支了他一万元的差旅费，告诉

他：“去吧，花完了就回来。”

没想到，靠着一万元差旅费，这个年轻人在贵州站

稳了脚跟。现在，他开创的大数据服务公司，年营收已

达数亿元。

不相信、怀疑……在众人的眼里，丑小鸭似乎永远

也无法变成白天鹅。

即便是身为贵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也在多

年后坦言：“对于贵州发展大数据，一开始我内心是有

疑虑的。”

那时候，“大数据”还只是一个从大洋彼岸传来的

新词，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

量数据，并用来命名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和创新。

一边是貌似高不可攀的前沿科技，一边是“地无三

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

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据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邬贺铨参与过贵

州大数据的论证过程。2012 年，邬贺铨参加生态文

明贵阳国际论坛，跟时任贵州政府高层座谈，双方达

成一个比较初步的共识，那就是贵州生态脆弱，经不

起破坏,不能发展高耗能产业。“那么还可以发展什

么呢？新兴的大数据产业也许是个很好的方向。”邬

贺铨说。

但完全无中生有，贵州行吗？

其实，不止是梅宏，“心存疑虑”的还有很多当地

干部。

一场思想的洗礼，首先从贵阳开始。领导干部被

分批送往外地，学习大数据知识。尽管慢慢了解后仍

“疑信参半”，但真刀真枪干起来时，多数人还是能“豁

然开朗”。

2014年是贵州大数据元年。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成立，时任省长陈敏尔亲自担任组长。从

政府“七朵云”开始，贵州逐步把整个政府 IT 系统迁到

云上，攻坚数据“聚通用”。

敢为天下先的贵州，率先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率先设立全球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率

先探索地方大数据立法……而后，西进班加罗尔，北上

阿拉木图，远赴美国硅谷，飞越莫斯科河，辗转“一带一

路”，贵州省四下出击，谋求合作，并在全球首开数据资

源大招商的先河。

全省上下，一派昂扬。正是大数据，让这个边陲之

地第一次和全世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早在明朝建省时，贵州就被称为“天下第一贫瘠之

地”。长期以来，一直贴着贫困标签的贵州，太需要振

奋人心的探索和实践。

“每个人都能谈大数据，
也都会谈大数据”

“这里是创业者的一块福地，有最适合人才发展的

土壤……”说这话的董博，是贵州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

司的首席运营官，一位海归博士。

2015 年，结束在美国深造后，董博选择回国，来到

贵阳双龙航空经济区创业。

董博的公司，致力于为金融和征信决策提供企业

全息画像，一开始只有三五个人，体量很小。不过，地

方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对其有所轻慢。

“领导会主动跟企业沟通，询问企业的需求……”

让董博感动的是，政府不但为董博提供了人才公寓，还

出面帮助他们对接了很多资源，牵头了不少项目。

短短几年间，由于搭上贵州大数据发展的快车，公

司规模迅速扩张到了 100多人。董博也在贵阳安了家，

由“贵漂”变为“贵定”。

随着贵州大数据加快发展，像董博这样的“贵漂”

越来越多。根据 2015 年阿里巴巴发布的《大学生就业

流向报告》显示，贵州进入大学毕业生净流入排行榜前

列，隆起为新的人才高地。贵阳也成了城市“新贵”，频

频被各路媒体冠以“首个”“率先”“领跑”等字眼，引得

各路创客竞先筑梦。

地质恒稳且电力优廉，这固然是贵州发展大数据

的优势所在，但外界更看重的，是这里的发展氛围和创

新生态。先行先试的贵州，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在贵州，每个人都能谈大数据，也都会谈大数据，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氛围厚植了大数据土壤。”原货车帮

总裁、现玉蝶集团董事长罗鹏的话具有一定代表性。

货车帮正是由成都转战贵阳，迎来了事业的转

机。其在贵阳种下的大数据智慧树，终结了 1040 万货

车司机的找货难题。去年，由货车帮整合而成的满帮

集团在完成最新一轮融资后，估值 100亿美元。

一枝独秀不是春，贵州基于大数据的产业集群正

在逐渐形成。云上贵州、满帮、易鲸捷、白山云、医渡云

等一批本土企业成长壮大，苹果、惠普、华为、腾讯、阿

里等国内外领军企业扎根发展。随着多个国家部委和

大型企业数据中心的集聚，贵阳贵安俨然成了“中国机

房”。目前，贵州投入运营及在建的重点数据中心 23

个，规划服务器 400万台。

大数据朋友圈不断壮大，生态圈逐渐形成。悄然

间，贵州实现了凤凰涅槃。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 年）》显示，2020

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增速超过 15%，增速

连续六年排名全国第一。官方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已

经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20 年，数字

经济对贵阳 GDP的贡献率为 36.8%。

罗鹏说，是大数据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贵

州，愿意到贵州投资，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贵州

应该感谢大数据！”

连续几年高歌猛进后，这
个省会城市遇到了成长的烦恼

走进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LED 屏构

成的“数据之眼”一眨便切换一个场景，讲述着一个个

因数据而蝶变的贵州故事。王晓明是贵州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展示中心副主任，以往，身为“金牌讲解员”的

她，面对到访者，总是微笑着开始自己的讲解。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 2015年那场讲解，讲解对象是

习近平总书记。

从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情况，到大数据在政府管

理工作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王晓明零失误完成了讲

解。

讲解结束，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听懂了，贵州发展

大数据确实有道理。”

这句话，不但给了王晓明莫大的鼓励，也给了贵州

发展大数据极大的信心。

王晓明说，起初，到访者问的最多的是“贵州为什

么发展大数据”“贵州凭什么能够发展大数据”，现在则

变成了“贵州如何发展大数据”。

关注焦点的变化，折射出贵州大数据抢得发展

先机的事实。这期间，贵阳雄心勃勃地打出了“中国

数谷”的旗号，希望打造出类似美国硅谷的大数据产

业带。

不过，在连续几年的高歌猛进之后，贵阳似乎一度

迎来了成长的烦恼。2017 年，贵阳以大数据为代表的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3%，到了 2018年，下降

为 21%。尽管纵向比，贵阳已经实现了跳跃式发展，

GDP 增速连年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但截至 2018

年，贵阳 GDP 仍不足 4000 亿，人口不到 500 万，远远比

不过周边省会城市。

一边是热火朝天的大数据，一边是有点尴尬的经

济体量，这迫使贵阳谋变。

2018年底，贵阳市提出了“一品一业、百业富贵”的

发展愿景，决策者期待能够形成以中高端消费为主的

现代商贸服务体系和以中高端制造为主的新型工业体

系。

贵阳转向了？外界很快关注到了这个变化。

有报道认为，大数据的发展虽然聚集了人气，但由

于始终未能为贵阳找到一条核心产业链，“财富迟迟没

有来到”。言下之意，贵阳此举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

无奈。

罗鹏却不认同这样的论断。“大数据的发展，原本

就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今天的贵阳，依然走在先行

探索的大路上，难免会有阶段性的调整和修正，但这并

非转向。”

在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宋希贤看

来，这就是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大数据始终是贵州的战

略行动，这不会轻易改变，但贵阳可能会根据不同时期

的实际情况，在发展策略上有所侧重。

2021 年 5 月，贵阳公布“强省会”五年行动，明确提

出“以大数据引领创新发展，高质量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其中释放出来的信号表明，大数据依然是贵阳未

来 5年的重头戏。

立足已有优势，在大数据
产业化和深度应用上继续创新

“如果你错过了 30年前的广东，今天一定不能错过

贵州！”时隔多年，马云在贵阳数博会上的豪言壮语，至

今听来依然让人动容。

过去的 10 年，是贵州历史上发展最好的“黄金十

年”。马云所看中的，正是大数据给贵州带来的发展机遇。

贵阳数博会是全球首个以大数据为主题的综合性

产业博览会，也是大数据发展的一个论道场。从 2015

年起，每年 5月，贵阳总是大咖云集，高朋满座。全球互

联网巨头相聚于此，分享全球大数据最新成果，共话大

数据发展最前沿的话题。

聚光灯下，贵阳数博会俨然成了 IT界的“奥斯卡”，

见证着贵州大数据发展的高光时刻。但是，近年来，重

庆智博会、福建数字峰会的迎头赶上，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贵阳数博会的影响力，让贵州感受到了压力。

“每个城市都在争夺大数据领域的话语权，对于贵

州来说，需要正视这种竞争，不能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表示，贵

州因为科技基础薄弱，在纵深探索时可能会比较吃力，

这实属正常现象，也是后发赶超的必然经历。“领导干

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贵州完全可以立足于

已有优势，在大数据产业化和深度应用上继续创新。”

事实上，由于新兴产业市场不成熟，大数据产业化

和变现是一个行业难题，需要长周期的耐心孵化。短

短 7 年时间，对于一个新兴科技产业来说，远未达到收

获阶段，杭州的网络经济、深圳的电子硬件和成都的软

件集群，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坚持的结果。

这些年，贵州对外一贯的表态是：坚定不移推进大

数据战略行动。这透露出的，是一种“任凭风吹雨打，

我自岿然不动”的意志和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决心。

眼下，大数据是贵州正在实施的新三大战略行动

之一。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也指向了数字化。至

于“十四五”时期的目标，官方的表述是，贵州将坚持以

大数据引领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大力推

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促进会会长唐振江看来，这

就是贵州的一种战略定力。“对于竞争，贵州持开放心

态，因为大数据发展已经过了概念先行的阶段了，大家

都来搞大数据，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圈。”

当然，在进入攻坚期后，表面上看，大数据没有之

前那么热闹了，贵州的脚步似乎也有所放缓。储殷直

言，人才问题是目前贵州发展大数据的软肋所在。

所幸，贵州已经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今年，贵州

首次设置人才日，以专属的节日礼遇人才，并相继推出

了一系列人才新政，向外界展示出了一种广纳贤士的姿

态。

栽好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对贵州来说，或许

只是时间问题。

梅宏说，大数据必须融合碰撞，才能产生价值。在

这方面，贵州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和实践。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曾经因系统“孤岛”，未能及时出具轮胎指标数据，最

终，一个 600万元的急单“飞”了。

相比之下，凭着一瓶辣酱风靡全球的“老干妈”，则

因为建立起号称“最强大脑”的大数据平台，由此节约

了 15%—20%的成本，实现产值年均增长 11.8%。

“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成为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要增长极。”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

长、贵阳市委副书记马宁宇说，大数据已成为贵州市场

主体增长最快的领域，涌现出诸多新产品、新业态、新

模式。

在刚刚闭幕的 2021 贵阳数博会上，谌贻琴的话掷

地有声：“如果说过去贵州大数据发展抢先机，实现了

从 0到 1的突破，未来贵州大数据发展抢新机一定能实

现从 1到 N的裂变。”

贵州是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短短几

年间，无中生有的大数据在贵州风生水起，让大

数据企业趋之若鹜。省会贵阳也由此跃升为“网

红”城市，一改多年来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态势。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回过头看，当初决策者能有如此魄力，还真

叫人佩服。2014 年，大数据产业在国内的发展

尚无绝对的权威和规则，各地都差不多处于同

一起跑线上，贵州的决策者能敏锐嗅出发展机

遇，并以闪电速度，从立法、政用、民用和商用等

领域全方位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亮眼的成绩，让

业界“谈论贵州大数据”成为一种现象，这在以

往，绝对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单是先行

先试的勇气和智慧，对于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

来说，都很具有启发性。

老实说，在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往往比发达

地区更加没有显示度。和经济、工业、旅游等见

效快的工作比起来，科技创新需要长时间的持续

投入，确实难有立竿见影之功效。这使得一些基

层主政者变得短视而急功近利，在一些地方，科

技创新“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的现象并不少见。但这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不

需要科技创新。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创新驱

动。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可能是一条弯道取直和

后发赶超的道路。

贵州的大数据发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大数据产业是没有污染的绿色产业，这对于

生态脆弱的贵州，不正是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最生动的实践吗？7 年来，贵州以大数据为引

领，成功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创新的新路子，为西

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写下了最佳的注脚。

贵州的实践告诉我们，创新才是硬道理。而

这也最考验决策者的眼光、勇气、智慧和定力。

贵州的启示：

发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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