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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安新区大数据产业

贵安新区
基本概况1



贵安新区介绍



贵安新区区位图



贵安新区区位图

贵安新区位于黔中经济区的核心区，贵阳
市和安顺市连接的中心地带，规划面积
1795平方公里，涉及贵阳市、安顺市的21
个乡镇，现有人口88万人。其中，直管区
包括党武镇、湖潮乡、马场镇、高峰镇，
面积470平方公里，人口30万。贵安新区，
东接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西邻东盟自
由贸易区，北依成渝经济区。



贵安新区定位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探
索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建设新
模式；

 着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建
立现代产业体系；

 着力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断增
强综合竞争实力，带动周边地
区共同发展，把贵安新区建设
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
境优美的：西部地区重要的经
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
高地和生态文明示范区。



贵安新区介绍

总理要求：

未来三年，贵州将力争打造国家级大数据的
内容中心、服务中心和金融中心。未来要用
十年时间，将贵安新区建设成一座新兴城市。



贵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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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安新区
发展优势2



生态优势

年平均气温15℃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地理优势

贵州地质特殊，远离地震带，处于西南腹地的位置让贵州从未被大型战争破坏



能源优势

根据贵安新区发展定位，
国务院赋予贵安新区生
态文明示范区的战略定
位，今后新区主要使用
风电、水电、太阳能、
光伏发电等洁净能源。
其中风电：2015年风电
装机规模将达到400万
千瓦；生物质：我省主
要秸秆原料收集区耕地
面积1991.1万亩可供应
秸秆资源393.5万吨；太

阳能：贵州省年平均总
辐射为3615.72MJ/m2 。

全省新能源将全力满足
新区发展需要。以上举
措降低碳排放，践行绿
色环保理念，确保新区
生态文明建设。



交通优势

根据贵安新区发展定位，
贵安新区位于全国“三
横两纵”城市化战略格
局包昆通道纵轴南部，
北接成渝城市群，南望
东盟自由贸易区，处于
西南出海大通道的中间
位置，是连接大西南与
泛珠三角的枢纽区域。
目前全省已实现了县县
通高速，全省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5000公里。
2018年高铁将连接全国

主要城市，到北京、上
海只需7小时，目前贵
广高铁已通车，全城5
小时。机场方面龙洞堡
机场，4E级现代机场正

在扩建中，扩建后年旅
客吞吐量将超3000万人。



人力优势

贵安新区拥有大学城和职教城。大学城拥有3个院士工作站、1个博士后流动站、5个博
士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培养项目、3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38个二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15个专业学位硕士点、1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工程实验室、1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同时规划建设贵州微软IT学院、中印IT学院，腾讯OTO
创业基地等为大数据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保障。



三大优势

政策优势：贵安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享受国家2号文赋予的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贵

州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建设贵安新区，给予在财政、投资、金融、产业、土地、人才
方面优惠政策。

战略优势：国家工信部批复同意设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贵阳‧贵安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
区，将成为贵安新区乃至贵州全省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产业优势：贵州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搭建的全国首个省政府数据统筹管理、交换、共享
云服务“云上贵州”系统平台落户贵安新区。同时，政务云、交通云、工业云、旅游云、
商务云等“7+N”朵云工程在新区也取得重大进展。



贵安新区大数据产业

贵安新区大数据
产业发展现状3



产业业态框架



政策扶持

贵州省对信息产业发展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贵阳‧贵安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创建
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信
息产业跨越发展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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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政策。对在贵州投资的信息技术企业，各级政府积极帮助争取国家电子发展基金、高科
技产业化专项、技术改造专项资金、重点项目试点示范等支持。



马场科技新城产业布局

贵安新区启动了以大数据为
重点的电子信息产业园，一
期大数据产业孵化园已经建
成；

富士康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一
期建成；

激光机器人、车载导航、智
能头盔等一批高端装备项目
开工建设；

综合保税区已获国家批复，
开工建设。



产业规划引领产业集聚发展

32平方公里的贵安电子信息产业园，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产业为核心的新一代战略性新兴
产业。

园区规划建设了11.47平方公里的贵安大数据产业基地，同步规划“贵安云谷”产业体系，
建设五大产业板块，十七类产业。

贵安电子信息产业园开发建设了一期12.7万方的贵安大数据产业孵化园，截止2015年6
月，入驻企业已超过150家。



贵安云谷功能体系



大数据基础设施片区

片区发展思路

以三大运营商云数据中心为核心，将贵安新区打造为国

家级大数据的存储中心、容灾备份中心。

企业引入思路

• 数据中心单位面积产值受限，目前已有三大运营商

进入园区，后期数据中心的引入建议适度考虑规模，

不宜过大。

重点项目

• 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投资40亿
• 中国移动（贵州）数据中心，投资约20亿元

• 中国联通（贵安）云计算基地，投资约50亿元

• 北斗卫星产业园，投资约20亿元



大数据端产品制造片区
片区发展思路

以富士康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为核心，引入终端制造产

业链上下游，丰富终端制造的产业链主体；同时充分

发挥生态优势，探索传感器、集成电路等高端信息制

造，将贵安新区打造为信息产品制造中心

企业引入思路

• 引入配套制造企业（消费类电子、可穿戴设备、智
能手机）

• 引入集成电路等高端信息制造企业（集成电路设计
及芯片制造）

• 引入车联网终端等新型信息设备的制造企业（传感
器、视频监控及卫星导航系统）

重点项目

• 富士康第四代绿色产业园（已落地），投资2.2亿



大数据核心产业发展片区

• 大数据生态群落：引入大数据软件提供

商、大数据服务提供商、大数据交易市

场，以及电子商务、呼叫中心等数据源

企业。

大数据源提供商

大数据软件提供商
• 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企业：引入覆盖多

领域的域软件提供商，培育大数据的软

件开发和产品提供能力

• 细分领域软件厂商：引入数据集成软件

厂商、数据管理公司等，提升大数据软

件开发能力；引入Hadoop数据管理软

件企业，形成核心技术竞争力

大数据服务提供商
• 相关提供大数据服务的互联网企业及

软件企业：引入行业应用企业、日志
数据分析服务企业、广告与媒体应用
类企业

• 数据交易市场平台：引入或建立提供
数据交易平台服务的企业



大数据支撑产业聚集区

片区发展思路：支持产业聚集区为园区内企业提

供配套支持服务，主要功能为风险投资、教育培

训、咨询服务、软件外包、中小企业孵化及技术

研发等。

企业引入思路

• 引入风险投资与担保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 引入教育培训机构，提供人才支持

• 引入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提供软件技术支持

• 引入孵化器公司，承担孵化器的日常运营与服

务



政府大数据：贵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方案架构

…
…

云服务平台

运行维护平台

应用集成平台

数据交换平台

综合集成平台

综合数据库（监控、管
理、服务、展示……）

节能

基础设施

智慧招商平台

已建成项目

三维GIS 
数据管理与挖掘

统一门户集成

各类应用终端

建设宜居

服务管理

经济产业

智慧安防

城市人口数据库

楼宇经济平台

信息综合管理平台

建筑节能绿色平台

智慧城管平台

综合管网管理平台

环保管理平台

城市应急管理平台

智慧社区平台

智慧政务平台

智慧商务平台

智慧招商平台

智慧资源系统

智慧能源系统

智慧交通系统

创新特色



贵安新区智慧城市效果全景



贵安新区大数据地图



贵安新区大数据产业推介

贵安新区大数据
部分工程介绍4



长江经济带数据中心工程

加 快 推 进
中 国 联 通
(贵安)云计

算 基 地 项
目建设

稳步推进
中国移动
（贵州）
数据中心
项目

加快推进中
国电信云计
算贵州信息
园项目建设
步伐



长江经济带数据中心工程

富士康绿色隧道
数据中心项目

以生态、低碳、绿色为理念，
充分利用贵安新区良好的自
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采用被
动式设计，隧道数据中心一
期已经建成2500平米机房及
配套设施，具备存放13个集
装箱式数据中心约600台服务
器的能力。该中心的建成及
投产使用，在极大的节约能
源的基础上，必将有助于充
分展现贵州独特气候条件对
于建立大型数据中心的独特
优势，同时吸引更多的IT企
业、信息相关产业及企业入
驻贵安、生根发芽于贵州。



数据资源开发共享工程

1. 贵州米度北斗终端和应用软件项目：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公
共位置数据采集、交换、共享、查询平台。

2. 位置定位综合信息服务：贵州航天艾柯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电子信息

产业园，2014年10月正式投产运营，目前在遵义、铜仁、毕节、安顺、都匀、
六盘水、兴义等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3. 北斗卫星产业园项目：项目于2015年4月开工建设，第一期建设两栋22

层的北斗双星大厦，第二期新建北斗导航研发实验中心。



智能终端工程

积极承接发达地区智能终端产业转移，依托富士
康、青橙、兴飞、天宇朗通等企业建立智能手机
产业园，加速智能手机的研发、设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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