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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共享不断开放， 数据价值不
断释放延伸。 一方面是本土大数据企业成
长崛起， 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壮大的大数据
“朋友圈”。

从数据中“掘金”，是长沙大数据产业
的内核驱动。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大数据
产业将何去何从？

踏步走向中部重要数据中心的湖南地
理信息产业园， 没有满足于数据存储的功
能，而是围绕政用、商用、民用开发大数据
核心业态、关联业态、衍生业态等，充分挖
掘大数据应用价值，解决交通、医疗、教育
等行业“痛点”，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社会民
生服务项目。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大势所
趋。 大数据如果独立于实体经济而孤立存

在，就不能发挥最大效能。 在推进数字经济
发展过程中，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始终结
合电子商务、 智能制造、 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的同时，加快新兴
产业发展。

———助力政府数据开放， 让政务服务
看得见、摸得着、调得动。 湖南地理信息产
业园致力于协助政府打造网上综合服务平
台，打破数据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

今年 6 月， 随着长沙公布“最多跑一
次”1307�项事项目录，“互联网 +� 政务服
务”平台正式上线。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进
一步拓宽服务渠道， 让企业和群众前来办
理业务更为方便。

以园区企业办理审批为例， 以往企业

因为不清楚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什么样的
材料才是符合要求的， 往往出现来回跑的
情况。 长沙依托政务云建成实现“一级平
台，多级运用，互联互通，一网通办”的全市
一张网。 打开网络平台页面，企业和群众需
要申请办理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有
哪些办理形式、申请材料、承诺时限、注意
事项……按照长沙这“一张网”的指导，企
业带着准备的材料来窗口提交， 就能直接
办理或者回家等待邮递的审批结果。

“‘一张网’就好比一条路，打通各行政
单位的数据壁垒，就好比‘路通了’。 多部门
之间数据的共享，是为群众提供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贴心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
的平台支撑。 ”湖南
地理信息产业园工
作人员介绍。

———实现民生
需求与供给精准对

接。 近年来，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不断深挖
大数据社会价值，以大数据服务社会民生，
一大批大数据项目先后融入市民生活。

借助中科遥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遥感
技术，在海量的街拍图像中，快速筛选并锁
定驾驶违法行为；在繁忙的银行，快速分析
判断谁是准备前来抢劫的嫌犯； 在无人的
街头，老人是自己跌倒还是人为撞倒，自身
携带手机就可告知……

借助天地图等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利用翔实、精准的地理信息数据描绘地
理风貌，通过加载商场、餐饮、住宿等信息，
市民可以满足对吃、住、行、游、购、娱的需
求。

借助北斗导航定位服务系统， 车主可
避开堵点，选择最佳行车路线；装上高德、
百度等导航软件，“路盲” 可精准抵达目的
地……

借助梦图数码、中地数码、南方数码的
相关数据，长沙市有关部门根据气象预报、
地质情况等数据信息预测分析地质灾害，
并将预测信息反馈给政府部门， 有效预防
和应对台风对长沙的影响。

借助湖南远景经纬公司的三维建模技
术，在对一些泥石流、塌方、地震等人工无
法进入现场的地方， 能准确计算出受阻面
积多大、需要多少人救援……

“只有让大数据服务生活、惠及民生，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的发展才会更有生命
力和持久力，以及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 园区将借助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博
览会的春风，吸引一批企业入驻，转化一批
科技成果，打造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方
协同治理的大数据新格局。

大数据，像一艘时代的航空母舰，载着
地方的形象，载着企业的前景，载着人民的
幸福，乘风破浪，踏浪而行！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掘金“大数据”
———写在 2018 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博览会召开之际

欧阳倩

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盛会！
2018 年 7 月 19 日—21 日 ，

2018 年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博览
会在长沙市天心区召开。 童庆禧、李
德仁、赵文津、黄伯云、王振国……一
大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将来此把脉论道！国防科技工业局
重大专项工程中心、中国资源卫星应
用中心、华为、百度、京东、湖南航天
远望、长沙天仪研究院……一大批空
间/地理信息、 大数据和商业航天/
浮空器产业的龙头事企业单位将纷
至沓来！

这是一次高端云集的论坛！
自然资源空间信息应用、生态环

境空间信息应用、应急管理空间信息
应用、 航天与空间/地理信息产业、
亚热带遥感应用、浮空器技术与应用
发展 6 大论坛精彩纷呈。 自然资源
监管与开发、环境保护与治理、防灾
减灾、商业航天、空间信息产业、地理
信息产业……一系列宝贵经验 、观
点，将亮相、论证、传播。

一幅大数据发展宏图将在长沙
市天心区徐徐展开！

世界，又一次聚焦天心！
天心，又一次接受时代的检阅！

湘江北去。 时代卷起发展的浪潮，滚滚向
前。

湘江之畔，长沙市天心区，兴马洲滨水步
道。 一名摊贩拖着一车西瓜售卖———这是一
生活情景。

但，如果我们用大数据思维去解构，你会
发现诸多乐趣，引发多重思考。

首先捕捉的是城市监控探头， 这一信息
也被同步传输到天心区城管数据平台；随即，
平台将数据反馈到天心区职能部门，“指派”
离摊贩最近的巡逻工作人员前往处理。

这就是大数据在政务、 在城市基层治理
方面的实践。 这一运用非常普遍。

数据的内涵是在不断深化的： 以摊贩为
中心，将“画面”放大。 兴马洲水域面积、水文
情况，兴马洲区域民房、商务楼宇，进一步呈
现。

轻飘飘的数字表象凝聚成沉甸甸的数据
分析。 对政府而言，水域面积、水质水务数据，
城市规划、城市布局，对推动形成决策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对企业而言，商务环境如何，楼
宇入住率怎样，人流客流量大小，是企业考量
选址的重要因素。

———这就是大数据价值！ 这更是时代送
给“时刻准备着”的区域的“礼物”。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
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贯彻落实“大
数据”战略，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和运用大
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促进保障和
改善民生。

湖南具有较强的大数据研发能力。 六次
获得世界超算桂冠的天河二号， 便诞生于国
防科技大学。 湖南本土涌现的一批工业大数
据企业也走在全国前列，以三一重工、中联重
科为代表的工程机械大数据和以中车株洲电
力机车研究所为代表的轨道交通大数据产业
日趋成熟。

除此之外，全国首个公民信息管理局、全
国首个企业信息管理局皆在湖南创立， 湖南
省的政务和公共服务大数据体系也在日益完
善。 同时， 建设了湖南超算中心（全国仅 6
家）、天地图南方数据中心（全国仅 3 家）、高
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湖南数据与应用中心
（全国第 3 家成立）等多个产业基础设施。

谁能抢占先机，谁就容易赢得未来。
在省委、省政府、长沙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和支持下， 天心区顺应时代要求， 召开
2018 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博览会。 同时，主
动抛出“橄榄枝”，邀请全球大数据领域的尖
端科技、顶级企业和专家大咖共赴盛宴。

这是我国中部地区首次举办的大型大数
据博览会，至此，大数据有望成为我省以及长
沙市的另一张靓丽名片。 而湖南地理信息产
业园，满怀激情，坚定信念，华丽亮相！

时间回溯至 2015 年。
彼时，大数据方兴未艾，政府也好，企

业也罢，在诸多方面开始涉足，但并未提升
到战略部署、顶层规划上来。

发展大数据，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行
吗？ 这是很多人当时的疑问。

从 2015 年到 2018 年， 短短 3 年时

间，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从一张白纸跃然
成为一片投资热土。 他们，用行动给时代交
出了一份答卷！

政策先行，“天时”汇聚风潮。 2017 年，
长沙市委、市政府为推动大数据(含地理信
息)产业链发展，出台了《长沙市加快发展
大数据产业（2017-2020 年）行动计划》，从
组织、制度、创新、资金、人才五个方面优化
资源配置，设立长沙市大数据孵化基金，支
持符合条件的大数据企业和大数据产品享
受相应优惠政策，保障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天心区和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结合自
身实际，出台了《关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
奖励办法》、《关于促进湖南地理信息产业
园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在促进产业集
群方面有企业开办、企业入驻等多项补贴，
最高可达 350 万元； 在支持企业创新和发
展方面奖励丰厚，企业上市奖励 100 万元，
荣获国家级、省级相关荣誉最高可奖励 80

万元。
资源支撑，“地利”生引力。 地处长沙、

株洲、 湘潭三市交会处的湖南地理信息产
业园，是长株潭国家级两型社会(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试验区、长株潭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地带，距离三市均约 18
公里，构成“半小时经济圈”。

2015年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获批湖南
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示范区， 与暮云经
开区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模式，点
燃了中南地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2017 年，长沙市大数据（含地理信息）产业
链推进办公室设立在湖南地理信息产业
园。 目前，园区拥有地理空间大数据应用中
心、创新创业基地、地理信息产业园孵化中
心、中科遥感（湖南）科技园和地理小镇 5
大平台。

发展大数据，人才是关键。 湖南地理信
息产业园主动与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大力引进大数据人才， 并加强扶持高校相
关技术的成果转化。

优势齐聚，有凤来仪。 有了良好平台的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 不仅获得了湖南省
测绘一、二、三院等一批省内知名事业单位
的青睐， 也招引落地了中国出版集团湖南
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知名企业。

湖南远景经纬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人阮睿介绍：“大到项目审批， 小到公
司高管的生活服务， 我们在地理信息产业
园都能得到帮助。 更关键的是，这里入驻了
很多同行或者相关产业的公司， 产业的集
聚给公司的发展合作提供了便利。 ”

从“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行吗”到提起
大数据必提此处。天心区走出了一条特色产
业的创新之路，为湖南数字经济发展打造了
长沙样板，提供了宝贵的长沙经验。

据悉，2017 年， 园区大数据产业链产
值近 60 亿元，2018 年产值有望突破 100
亿元。“预计到 2025 年，地理信息产业园将
实现总产值 500 亿元， 上缴税收 35 亿元，
提供相关就业岗位 10 万个。 ”湖南地理信
息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展望。

时代叩问： 大数据决定“话语权”

区域作为： 大数据进驻“核心区”

民生期盼： 大数据书写“满意度”

（本版图片由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提供）

湖南地理信息
产业园鸟瞰。

园区代表性企业中科遥感湖南科技园。

大数据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