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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由湖南省工信厅、郴州市人
民政府、 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和中国电信湖
南分公司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东江湖绿色
数据谷高峰论坛暨第二届大数据招商推介会
在湖南省资兴市成功举办。

此次活动由郴州市经信委、 资兴市人民
政府、 中国电信郴州分公司和湖南云巢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具体承办， 旨在推动大数据的
交流与合作， 充分展示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
发展绿色大数据产业的巨大优势， 促进大数
据绿色节能技术发展， 构建大数据招商合作
平台， 打造全国最节能绿色环保大数据产业
示范基地、华南数据谷和国家政务云基地。

参加本次活动的既有信息专家肖卫东教
授，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廖仁斌，中国
移动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尹启禄， 国家超级
计算机长沙中心部长蔡勇，湖南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张泉， 深圳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协会
会长赵春雷，深圳易信科技董事长白本通，上

海爱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贺鸿富，
中国信息协会大数据分会、 中数盟常务副会
长傅伯岩等业内专家和企业负责人， 还有来
自国家工信部和省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

及郴州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等。
当天， 投资 10 亿元的深圳易信科技项

目举行开工仪式， 正式成为东江湖大数据产
业园的“园中园”。 招商推介会的开幕式上，

150 多名嘉宾和国内外相关行业知名企业代
表等， 一起观看了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招商
推介专题片， 其中资兴发展大数据产业所具
备的不可复制的优势和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引起众多企业的关注。在接下来的授牌及
签约仪式上，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联盟、中
国电信天翼云、 深圳大数据协会等 5 家单位
和企业分别为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或东江湖
大数据中心授牌；中数盟、湖南省电子政务中
心、上海爱数、深圳易信、湖南蚁坊软件、广电
郴州等 12 家单位和企业分别签订了合作和
入驻协议。

随后，首届中国·东江湖绿色数据谷高峰
论坛正式开讲。 围绕“水·大数据”这一主题，
信息专家肖卫东教授， 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
副总经理万鹏 2 名主讲嘉宾，分别以《大数据
建设的几点思考》《携云入网，云网融合》为题
发表演讲， 并和参会的嘉宾及企业代表进行
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论坛结束后， 参加活动的企业代表和嘉
宾还将对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和东江湖的冷
水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实地深入考察。

（李秉钧 颜石敦 王跃华）

颜石敦 王跃华

大数据作为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发展
空间和潜力巨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
的增长点。

11 月 2 日，在郴州资兴市举行的首届中
国·东江湖绿色数据谷高峰论坛暨第二届大
数据招商推介会上，信息专家肖卫东教授接

受了我们的采访。
肖卫东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数据工

程、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担任多个国家项
目的总工程师。

“资兴东江湖是美丽的地方！ ”肖卫东一
开口就对享有“湘南洞庭”美誉的东江湖赞
不绝口。 东江湖水量大、水温低、水位稳、水
质好，面积达 150 平方公里，蓄水量达 80 多
亿立方米，水温常年保持在 5℃-13℃。

肖卫东说， 东江湖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生态优势、冷水资源优势，为建设世界领
先的东江湖绿色数据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次，150 多名业界人士及中国电信、 湖南
云巢等企业代表相约东江湖畔，共同探讨未
来大数据发展趋势，为东江湖绿色数据谷发

展“把脉”。
“怎样才能建设世界领先的东江湖绿色

数据谷？ ”笔者问。
肖卫东说，经过几年的建设东江湖大数

据产业园骨架已经拉开， 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下一步关键是注入血肉、灵魂，实现利用
价值。 他认为数据知识就是血肉，场景驱动
就是灵魂，应用落地就是价值。

“知识是重资产，得知识得天下。 ”肖卫
东说，大数据是新事物，它其实就是一个大
空间里存放无形多的资料，但是你得有办法
将它们进行分类，形成越来越多的信息。 资
兴市要多引进、培养大数据人才。

“迈入大数据大门就会看到这样一种场
景驱动：报告自动化、问答系统、信息墙、智

能助手等一应俱全，让使用者相当于找到了
一个能力入口；精准分析、因果推断、预警预
测等更有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 ”肖卫东说，
全球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政府可利用它进
行信息发布、辅助决策，公众可利用它进行
信息查询、业务办理，企业可利用它进行风
险监控、运营服务。 资兴市可出台相关扶持
政策，使东江湖绿色数据谷物尽其用，更好
地服务政府、公众、企业。

“这届大数据招商推介会，资兴市政府
与深圳易信科技、深圳大数据协会、上海爱
数等签订合作协议，必将加快当地大数据产
业发展，使这座城市‘因水而兴’步伐加快。 ”
肖卫东表示，他对建设世界领先的东江湖绿
色数据谷充满信心。

上海爱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贺鸿富

我们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数据
集成管理， 面向广大政企客户提
供数据服务， 在全国的市场占有
量达到 30%以上。 对我们来说，任
何一个数据的缺失， 都有可能给
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
确保数据安全是我们在投资决策
过程中要重点考虑的内容。 东江
湖大数据中心建设完全按照 T3+
标准，可用性达到 99.99%，获得了
国家最高等级 A 级机房认证，还
有智能管理系统、消防安全系统、
动力环境监控系统、 安全访问系
统及电信级网络运维团队 7×24
值班等多重保障， 数据安全能够
得到充分保障。 此外，这里良好的
营商环境也让我们感到非常放
心。 所以，在深入了解这里的情况
后， 上海爱数就直接选择了入驻
东江湖大数据中心， 入驻后我们
对合作非常满意， 完全达到了我
们预期的目的。 希望资兴能坚定
发展大数据产业的目标， 持续的
创造和优化适应整个大数据产业
链发展的环境。

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联盟、中国电信天翼云、深圳大数据协会等“落子”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中数盟、
湖南省电子政务中心、上海爱数、深圳易信等 12家单位和企业也签约落户———

———首届东江湖绿色数据谷高峰论坛暨大数据招商推介会成果丰硕

建设世界领先的东江湖绿色数据谷
———访信息专家肖卫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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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 首届中国·东江湖绿色数据谷高峰论坛暨第二届大
数据招商推介会在郴州资兴市举行。

会上，省电子政务中心与郴州市政府、资兴市政府与深圳易信科技
有限公司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东江湖畔崛起“绿色数谷”

李秉钧 王跃华

11 月 2 日，资兴市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
易信科技项目动工建设， 投资总额为 10 亿
元，其中一期将建设 3 栋大数据中心、创投
大厦等，预计 18 个月内完工，投产 2000 个
机柜。 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再增新成员。

自 2015 年来， 该市立足东江湖优质的
冷水资源、充沛的电力、强劲的带宽、良好的
区位和天然的生态等优势，秉承“产城融合、
绿色数谷”的理念，在东江湾规划了占地面
积 4500 亩，总投资 500 亿元，容纳 20 万个
机架 、PUE 值小于 1.2 的大数据中心和
1000 家以上互联网企业的东江湖大数据产
业园。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去年 6 月 26 日，
首家入园的东江湖大数据中心一期工程建

成运营，PUE 值最低达到 1.05，成为中国第
一、世界领先的绿色节能大数据中心。

资兴大数据由此引起了国内 IT 行业顶
尖公司的高度关注，华为、阿里、网宿科技、
中国电信、 华润集团等 19 家公司已签订入
园协议，总投资达到 200 亿元。新华网、世纪
互联等慕名而来考察的公司骆驿不绝。

该市大数据产业良好的来势， 却是在
“困境”中闯出的路子。《工信部等五部委发
布数据中心建设布局指导意见》把湖南列为
第三类发展 IDC 地区。 导致湖南 IDC 基础
设施建设严重不足，IDC 产业在全国比重很
小， 湖南三大运营商目前运营的均为小型
IDC 机房，数量不超过 2500 个机柜（其中电
信 1500 个，联通 500 个，移动 500 个），且
大部分用于承载自身业务。 一些需求较大的
知名企业， 比如芒果 TV、 银行等大企业用

户，都是通过转移到外省的方式缓解供应不
足困局。

“全省的这一现状对拥有东江湖冷水资
源的资兴来说，却是一大机遇，市里决心把
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建成全国最节能环保
的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中国电信数据云基
地、华中、华南最大的数据灾备中心和华南
绿色数据谷。 ”资兴市委书记黄峥嵘说，大数
据产业园的建设不仅填补了湖南省无专业
化大数据产业园的空白，且在较长时期内满
足省内政府、 企业所需， 还可以为之节省
35%以上的服务器托管成本， 助力湖南 IDC
弱省变为强省。

目前，该中心已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的增强级（A 级）数据中心认证，已有
网宿科技、金鹰卡通、淘宝、华为、电信、长沙
市政府、爱数、广东唯一科技等企业和单位
4000 多台服务器入驻。 另外，政务大数据集
聚效应显现，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南方数
据灾备中心已到东江湖大数据中心选址，省
电子政务中心就外网云平台数据灾备中心
落地问题已到园区选址考察，省国土资源厅
地理信息数据灾备中心已签订了入园协议。
长沙市政府政务云等纷纷入驻东江湖大数
据中心。

根据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规划 ，到
2025 年，该园区预计实现产值 100 亿元、税
收 12 亿元。 东江湖畔的绿色数谷正在崛起。

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全景。

东江湖大数据中心的工人在配电房检
查设备运行情况。

东江湖大数据机房。

（本版图片均由罗徽摄影）生态魅力东江湖。

深圳易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白本通

11 月 2 日，我们投资 10 亿元
的易信大数据项目在东江湖大数
据产业园举行了开工仪式。 选择
落户东江湖， 我们主要基于以下
原因： 一是目前全世界的数据流
量正在以几何倍数呈爆炸式增
长， 社会对数据服务的需求也越
来越高， 我们对大数据产业的前
景充满信心； 二是采用东江湖的
冷水制冷， 可以降低数据中心的
运营成本近 40%， 可以极大地提
高我们的市场竞争力； 三是出于
易信科技产业扩张和布局的需
要， 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具有很
强的地域优势，可以覆盖华中、华
南地区， 这里的数据中心将成为
易信科技布局全国的重要节点。

聚集大数据创业“热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