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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大数据成了贵州对外展示

的一张靓丽名片，为推动大数据产业发

展，贵州筑巢引凤，吸引了一大批科技巨

头。贵州一方面紧锣密鼓进行产业布局，

另一方面坚持推动大数据与各行各业的

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区，贵州的

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7年位居全国第一。

如今，“东数西算”再度为贵州带来了战略

机遇。因为，这里是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

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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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大数据局日前发布消息称，根据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报告（2022）》白皮书，贵州省 2021 年数字经济

增加值规模同比增长 20.6%，连续 7 年位居全

国第一。

从“无中生有”，到“落地生根”，再到“集聚

成势”，大数据已经成为贵州的一块金字招

牌。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敢

为人先，先行先试。

正因为大数据的赋能加持，贵州在经济社

会发展上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推动大数据与各

行各业的深度融合，既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时

代潮流，也符合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大数据+”正在为贵州的传统企业、传统

乡村和传统行业带来一场深刻的数字化变革。

“大数据+”和传统企业碰撞

7 月 31 日，贵阳市民秦先生，通过“好一多

新鲜订”平台，为自己订了一盒折耳根酸奶。

这可是一款上了热搜的网红产品，秦先生早已

心向往之。

借助大数据一体化平台的数据分析，本土

著名乳企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

推出了折耳根酸奶、青梅竹马酸奶等一系列网

红产品，这些产品备受市场的追捧。

大数据一体化平台打通了市场、奶源、加

工、营销等关键环节的数据壁垒，为贵州好一

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产业链赋能。

“好一多新鲜订”平台不但可实现线上订

奶，还能及时洞察消费需求，利用大数据为用

户画像，以更好地指导乳品研发和生产。在该

公司万头规模的奶牛养殖基地里，每一头来自

新西兰的荷斯坦奶牛都实现了繁育精准化、饲

喂差异化和健康监测实时化。企业的加工环

节实现数字化，151 道生产工序被纳入实时监

控体系，让乳品生产更为安全和放心……

传统企业和大数据碰撞出的火花，为贵州

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一“降”一

“增”。该公司质量总监冯晓飞说，大数据一体

化平台运行之后，公司综合成本降了 3%，产品

销量却增长了 20%以上。去年，该公司销售额

达 3.5 亿元、利税 9000 万元，因“大数据+”深度

融合成效显著，该公司还被评为贵州省“万企

融合”省级标杆。

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万企融

合”大赋能行动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贵

州以“大数据+”，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每年建设 100 个融合标杆项目，实施

1000 个融合示范项目，贵州以这样的速度，助

力传统企业向数智化转型升级，由此释放出了

新动能，并在每个领域都形成了一批典型样

本，把融合发展做深、做实。

数据显示，今年前 5个月，贵州“万企融合”

标杆项目培育对象 60 个、示范项目培育对象

618 个，带动 1077 户企业开展融合工作，大数

据赋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和旅游产业化“四化”建设成效显著。

贵州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

力争到2025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

中的占比要达到50%左右，三次产业规模以上企

业基本实现大数据深度融合改造全覆盖。

传统乡村的数字化嬗变

在城市中，网约车已经司空见惯。但作为全

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的山路总是崎

岖不平，加之山高坡陡、村寨分散，不少农村地区

常常出现“路通无车跑，人等车不来”的窘况。

这背后，是农村运力和需求信息的不对

称。于是，一款名叫“通村村”的软件在贵州应

运而生。从此，借助大数据，山区的老百姓随

时随地指尖轻点，就能呼叫“农村版滴滴”。

如今，“通村村”平台在贵州省 88个县建有

运营调度中心，整合车辆超过 6万辆，累计服务

上千万人。因为有了大数据，山区老百姓“出

行难”的民生痛点，就这样被轻易破解了。

贵州通村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罗

永安希望下一步能够将“通村村”平台打造成

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台，打通乡村内循环，联

结城乡大市场，更好地满足山区老百姓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大数据不因为群山的阻隔而止步。它足

以穿越莽莽群山，打破城乡鸿沟。而邂逅大数

据的贵州传统乡村，正发生着美丽的嬗变。嬗

变背后，是老百姓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 5月 17日，贵州省织金县人民医院接

收了一名急危重症患者，患者经远程医疗会诊

及时转送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迅速转危为

安，并在针对性规范治疗 3 天后康复出院。这

名患者无疑是贵州远程医疗的受益者。

近年来，贵州依托大数据优势，率先在全国

建成覆盖省、市、县、乡四级公立医疗机构的远程

医疗服务体系，将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平台

延伸到每一个乡镇，让1400万生活在偏远山区的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大病、治急病。

“云诊疗”“远程查房”……透过两块智慧屏

幕，基层医生可以直接和上级医疗专家对话，帮

助患者“云就医”。贵州以“数”为媒，将大数据

融入大健康，加速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优质医

疗资源实现“城乡互联”和“全民共享”。

数字化颠覆传统矿产勘查模式

我国是锰矿石和锰系材料的消费大国，每

年有 70%的锰矿需要从国外进口，锰资源十分

紧缺。过去，贵州找矿沿用的是 20 世纪 40 年

代提出的沉积型锰矿找矿理论。

从 2005年起，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以下简称贵州省地矿局）以周琦为首的 103地

质队找矿团队，立足贵州锰矿成矿条件，在大量

野外考察、勘查的基础上提出“古天然气渗漏沉

积成锰”成矿理论。依据这一新理论，贵州在铜

仁探明普觉、高地、道坨和桃子坪 4个世界级超

大型锰矿床和中国第一个特大型富锰矿床，实

现我国锰矿地质找矿有史以来的最大突破。

贵州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锰资源基地，锰

矿石资源储量跃居亚洲第一，从根本上扭转了

我国锰矿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

不过，在传统的矿产勘查中，地质填图、钻

孔编录、计算制图等，无一不是靠纸质记录。繁

琐、低效成为制约地质勘查工作发展的瓶颈。

从 2016年起，在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和贵州

省科技厅的支持下，贵州省地矿局与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吴冲龙教授团队合作，为传统的固

体矿产勘查作业带来了一场新变革，探路中国

矿产勘查数字化转型。

“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固体矿产数字勘查，

实现了矿产勘查从普查到详查、勘探全过程数

字化。”贵州省地矿局首席科学家周琦说，过去

野外地质矿产勘查工作数据采集较为落后，都

是人工野外作业，并采用手工整理和记录。

“数字勘查”的第一步是勘查的全过程数

字化和信息化。这就意味着，原先以纸质方式

来留存的各种地质数据和资料，都要按标准录

入数据库。之后，计算、绘图、建模都不用人工

了。数据经电脑自动计算分毫不差。更让人

称奇的是，原本需要手工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图

纸，在平板电脑里一个上午就能被精确完成。

经过多年摸索，贵州省地矿局与吴冲龙教

授团队合作研发出“锰矿勘查开发大数据管理

系统”与“基于大数据的锰矿床智能预测系

统”，最终形成了一套固体矿产数字化勘查体

系，成功实现了矿产勘查过程中无纸化的流

程。他们攻克的“三维模型”技术难题，对于成

矿预测至关重要。

通过“三维建模”可以精准计算出矿床的

资源量，包括品位、结构等信息，同时还可以为

后续矿山采矿设计、数字矿山建设、矿山生产

管理提供支撑，周琦说，它的作用就相当于 CT

或核磁共振。

去年，松桃高地超大型锰矿床提交富锰矿

石资源量 7535.15 万吨，锰平均品位为 25.64%，

是我国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超大型富锰矿床。

而 这 仅 仅 是 贵 州 数 字 勘 查 的“ 牛 刀 小

试”。下一步，贵州必将在数字勘查领域大展

拳脚。

以“数”为媒赋能传统行业
贵州数字化变革正当时

在群山之间，一座森林茂盛的山体被开凿

出了 5 个山洞，从空中看，像是公路的隧道口。

而事实上，这是腾讯贵安七星数据中心，这些

山洞被用于存储腾讯最核心的大数据。

这里是贵州的贵安新区。在过去的十多年

间，随着一个个数据中心落地开建，南方数据中

心产业集群已然成型。如今，在与贵阳实现一体

化发展之后，贵阳贵安的合称更多地为外界所熟

悉。贵阳贵安是贵州大数据发展的主战场。

根据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对外发布的实

施意见，贵州将加快做大做强数据中心集群，推动

数据中心向贵安新区集中，力争到2025年，贵安

集群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不低于65%，全省数据

中心标准机架达到80万架、服务器达到400万台。

在“东数西算”的推动下，从“中国数谷”迈

向“中国算都”，贵阳贵安胜算几何？

数聚贵安，数据中心规
模效应凸显

当前，无论是网络购物、移动支付，还是智

慧交通、疫情防控，都有大数据的参与。大数

据已经融入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此产

生的海量数据，最终都汇聚到数据中心，在这

里完成交换、存储和计算。

一排排机柜中一列列服务器在日夜不停

地运转。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集群，服务器可

能达到几百万、上千万台，耗电量巨大。而贵

阳贵安气候凉爽、电价低廉，是建设数据中心

的理想之地。

盛夏时节，走进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位于贵安新区的数据中

心，清爽之气扑面而来。这是中国移动三大跨

省数据中心之一，也是国家级的灾备中心，目前

已经完成两期建设，装机能力达到 1 万架。如

今，在数十栋机房里，存储着用户的数据。

“选择贵安就是选择未来，这里非常适

合我们安家落户。”负责数据中心动力计划

建设的业务主管桂智彪说，随着三期工程的

规划建设，未来，数据中心将增加 7000 多个

机架。

贵州夏季平均气温为 24摄氏度，这种独特

的气候条件更加适宜数据中心的节能降耗，减

少碳排放、并降低运营维护成本。华为云贵安

数据中心项目规划总投资 80亿元，总用地面积

1521 亩，全部建成后可容纳 100 万台服务器；

中国联通贵安云数据中心是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在南方

地区规模最大的云数据中心，服务器装机 48万

台……截至目前，贵阳贵安拥有腾讯七星数据

中心、苹果数据中心等 11 个超大型数据中心，

投入运营及在建的重点数据中心已有 23个，已

成为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

一。预计到 2025年，贵阳贵安数据中心的服务

器规模将达到 400万台以上。

数聚贵阳贵安，让贵州坐拥一座座“数字

富矿”，加速形成了规模效应，推动了大数据产

业的发展。

争当“中国算都”，贵阳
贵安大有潜力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核心

区，贵阳有着“中国数谷”的美誉。

不过，这些年来，争议始终如影随形。贵

阳贵安虽然建设了一堆数据中心和机房，但外

界也不乏质疑，认为“沉睡的数据”并没有换来

“滚滚的财富”。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景亚萍显

然不这样看，在她眼里，贵州大数据已经迎来

发展拐点，进入了“厚积薄发”和“必然爆发”的

阶段。而贵阳贵安，无疑非常值得期待。

一方面，在“东数西算”背景下，从“东数西

存”到“东数西算”，贵阳贵安面临难得的历史

机遇。另一方面，2017 年，贵州建成国家级互

联网骨干直联点，2019年成为国家根服务器镜

像节点和国家顶级域名节点，2020年建成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这就相当于为贵阳贵

安的“东数西算”打通了“数动脉”。

也就是说，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

地，争当“中国算都”，贵阳贵安大有潜力。

由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大数据局和贵安

新区共建的贵安超算中心，设备平均使用率已

经达到 80%以上，算力每秒 1.34 亿亿次，居西

部第三位。

华为云今年以来已实现营收逾百亿元，成

为贵州首家百亿级大数据企业。于去年底投

入商用的华为全球最大云数据中心——贵安

华为云数据中心，正是支撑华为云营收迅速增

长的“底座”之一。

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背后，是迅速崛

起的大数据企业阵营。贵阳综合保税区的贵州

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人才和技术优势，

获得中国软件 3.89亿元增资，成为数据库领域

“国家队”；贵阳高新区的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准

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在贵阳贵安这个大数据实践场上，一些大

数据和算力“关键力量”正在加码。

抢抓“东数西算”机遇，这里深挖“数字富矿”

在贵州大学西校区一栋檀色大楼的外墙

上，“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字样引人注目。这是我国大数据领域当前

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

筹建之初，陈玉玲跟随导师杨义先教授

从北京邮电大学来到这里。

身为国内大数据安全领域的顶尖学者，

2016 年，杨义先被引进到贵州。彼时，贵州

省正处于大数据发展的探索期，在贵州省委、

省政府的推动下，贵州省科技厅以贵州大学

为依托单位，集全省之力筹办省部共建公共

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贵州为支撑大

数据发展所布下的“先手棋”。

杨义先和团队的到来，让筹建工作有了

“领头雁”和“引路人”。

艰苦条件下迅速进入状态

“筹建之初，条件非常艰苦，整栋楼只

有一个保安，基本的办公条件都不具备。”

初 来 乍 到 ，陈 玉 玲 迅 速 进 入 状 态 ，充 当 起

“大管家”，把一切收拾得妥妥帖帖。紧接

着，从立项评审，到开始筹建，陈玉玲全身

心投入其中。

而让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导师杨义

先带领下，团队领衔揭榜贵州省科技厅面向

全球发布的技术榜单——公共大数据安全与

隐私保护关键技术，攻克了公共大数据安全

领域关键技术。

事实上，从 2015 年开始，省部共建公共

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围绕数据“聚通用”

开展了一些技术研究。并且它还承担着大数

据人才培养的重任。

陈玉玲坦言，在原本就是科技洼地的贵州，筑巢引凤并不容易。因此在几次碰

壁之后，团队不再到处盲目找人，而是潜心研究引才计划，或着眼身边人，从师门

“下手”，或瞄准一些贵州籍人才，量身打造引才政策，很快便取得了突破。

“实验室这些年的建设和研究成果，带来了很多突破。”陈玉玲说，在导师杨义

先的带领下，实验室很快打破僵局，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项目 60 余项，获

批科研经费 9000余万元。

2021年 10月，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挂牌成立。仅 5年多

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这在全国并不多见。

已经形成一支百人科研队伍

在杨义先、马建峰和李少波三任主任的接力下，该实验室聚焦公共大数据融合

与集成、公共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块数据与区域治理三个方向，积极构建数据

要素加工、处理、共享、流通技术与规范研究体系，有效突破数据安全及“聚通用”等

一批关键技术，为贵州乃至全国大数据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截至目前，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形成一支百人科研队

伍。面对“东数西算”的战略机遇，该实验室建成了公共大数据科研平台与算力中

心，具备了 PB 级的分布式存储能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经济社会主战场，该实

验室积极布局，先后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签订“天文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共建

协议、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共建“数字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眼看着实验室从无到有，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肯定，我对能有幸参与建设和运

营感到无比自豪。”短短几年间，陈玉玲已经成长为贵州大学教授，学术成果丰硕，

还获得了贵州省青年科技奖。如今的她，是实验室的主任助理，依旧四处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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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作人员在国家大数据①工作人员在国家大数据（（贵州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综合试验区展
示中心观看示中心观看LEDLED显示屏显示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欧东衢摄摄

②②工作人员在“一码贵州”智慧商务大数据平
台内通过大屏浏览农产品线上下单页面。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③③目前，贵州已实现省、市、县、乡四级公立医
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全覆盖。图为医务人员
在给患者治疗。 新华社记者 陶亮摄

贵州大学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21年 10月投用，是
我国大数据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图为工作人员在贵州大学省部共建
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算力中心巡检。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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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