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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下午，艾高高（重庆）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艾高高）CEO潘鼎的办公室，一串串数据、图
表、曲线在电脑屏幕上闪过，并不断更新。

“我们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些大数据和这个智能
平台。”这个从加拿大回渝创业的85后说。

截至今年7月，“艾高高儿童身高管家”智能平台
在一年时间里积累了上万名重庆小学生的生长发育
数据。

作为国内领先的儿童健康管理智能平台，艾高
高集成的这些大数据，可用于智能化管理和预测孩
子的生长发育——尤其在身高上。当数据积累到

“大数据”级别时，某个学校、城市、省份乃至大区域
的儿童生长发育曲线就更趋于准确，也就更有价值。

正是基于这一价值，“艾高高儿童身高管家”智能平
台获得重庆一家投资公司的天使投资，首期400万元。

海归创业者打造国内领先的儿童健康管理智能平台

用大数据把儿童生长发育“管”起来
本报记者 付爱农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7月 3日早上约7时，一辆7座
商务车刚驶进G50沪渝高速江
北收费站，就被市交通行政执法
总队指挥中心锁定。指挥中心
立即向高速公路第二支队指挥
中心及第二支队一大队发出查
缉指令。当该商务车行驶到垫
江收费站时，被执法人员以从事
非法营运违法行为为由将其查
获，给予其最高3万元的处罚。

为何该商务车一进入收费
站，就被执法人员发现？

原来，这是执法人员采用大
数据、精准打击非法营运的成功
举措。

今年以来，为严厉打击非法
营运行为，有效防控非法营运车
辆通行高速公路带来的安全风
险，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指挥中
心，运用高速公路车辆收费数据
库资源，筛查出1个月内高频次

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870辆、涉
及34800余条通行记录。

执法人员经过数据分析，筛
查出营运车辆后，将200余辆涉
嫌非营运车辆纳入精准打击范
围，将车辆信息、通行规律等数
据传递至各支队列为常态执法
监管重点，为精准打击奠定情报
信息基础。

7月3日被查获的这辆7座
商务车，6月份的高速公路通行
记录达到100次以上，且有固定
的通行时间和区间，因此被列为
打击目标。

据介绍，今年以来，市交通
行政执法总队指挥中心共利用
大数据，共组织7次精准打击非
法营运车辆行动，发出预警40
余次，期间锁定9辆嫌疑车，向
相关支（大）队发出布控拦截指
令。截至7月6日，执法人员成
功查获7辆非法运营车。

7辆非法营运车被精准查获
“幕后英雄”就是大数据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日
前，市经信委对2018年度重庆
市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拟认定名
录进行公示，重庆山外山血液净
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41家企
业上榜，涉及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

本年度入选的41家企业，
既有来自汽摩、化工等传统产
业，也有机器人、液晶面板等新
兴产业领域。当前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已经在全市工业领
域“生根发芽”，逐步形成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重庆市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认定是市经信委、市财政局牵

头，在企业自愿申报基础上，经
区县初审、专家评审后进行最终
认定。申报企业须满足成立3
年以上、具有市级及以上企业技
术中心、具有1项以上自主知识
产权的技术创新成果且实现产
业化、年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
上等条件。该项认定评审自
2014年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已
有157家渝企上榜。

2018年度市级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拟认定名录公示

41家企业上榜
涉及多个新兴产业领域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智
博会承委会 7月 11 日发布消
息，经过层层选拨，来自市内6
所高校的944名智博会志愿者
集结完毕，他们将在8月23日-
25日智博会召开期间，为参展
及观展群体提供服务。

此次志愿者选拨由共青团
重庆市委牵头，面向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邮电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四川
外国语大学6所高校进行招募，
入选志愿者们来自法律、外语、
大数据、医疗等专业。

按照智博会整体安排，志
愿者工作组下设大赛、峰会、
宣传、嘉宾接待等9个工作小
组。目前团市委正在对944名
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及现场
演练。

944名智博会志愿者集结完毕
来自全市6所高校 正加紧岗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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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高高（重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潘鼎。
（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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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到

上榜企业名单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8〕6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9时—
2018年7月18日16时。7月19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
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
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同日
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
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
http://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
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8年7月12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8006（总第90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3557529

亩

5336.293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279

万元/亩

18.6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采集数据，让产业数字化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运用，也就是数字产业
化。两者都是艾高高智能平台的工作内
容，也是“技术男”潘鼎的专长。

艾高高与我市各中小学校对接，在
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征得家长和学生
的同意，采集孩子们的身高、体重、运动、
生活习惯等数据，交给技术组制作成图
表、曲线等，上云，再由专家组进行分析、

提出针对性方案，给用户（如学生们）运
用。

“这些大数据都是动态的，整个过
程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我们按周、
月、季度和年，随时更新、分析大数据的
变化趋势，生成像股票K线图一样的生
长曲线，由专家组对这些数据、图表和
曲线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提供相应的
解决方案！”潘鼎说，“解决方案就是让

大数据落脚到线下，也就是数字产业
化。”

每个孩子父母的身高、家庭条件、发
育现状以及学习生活习惯等都不同，所
以解决方案都要量身定制，细到每个孩
子的早餐组合、运动强度与频次等。艾
高高智能平台最大的应用，就是为平台
上的每位用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并
运用于线下，比如儿童精准体能训练班

等领域。
作为艾高高的首批战略合作伙

伴，南岸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既是大数
据的采集源，更是智能平台的运用
者。该中心负责人说，对青少年儿童
生长发育的管理也应与时俱进，从传
统的卡片、登记、建档等迈入智能化时
代。

“线上+线下，大数据才算做到
了‘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才产
生了效能。大数据智能化才能做到

‘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潘鼎
说。

线上+线下 把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就在这两年，潘鼎才更深刻地认识
到大数据这种“轻资产”的价值。

这名85后创业者在做儿童健康管
理智能平台之前，也跑过“重资产”的工
程项目。数年后他发现，在“互联网+”
时代，“重资产”对资本的吸引力根本不
是创业者们能掌控的。对大部分钱不够

多、资源不够广的创业者来说，不需要投
入大量设施设备的“轻资产”行业才是更
好的切入口。

潘鼎高中起就到加拿大读书，在多
伦多约克大学拿了信息技术和工商管理
双学位。在加拿大开过公司、办过网
站。3年前追寻爱情到重庆，先是投身

于“重资产”的工程行业——一个“海绵
城市”项目。

在“重资产”行业里，潘鼎做得很
累。所以在一年多前，他毅然转身投
入自己更擅长的大数据领域。目前
潘鼎的“资产”包括十几台电脑和一
批 IT男、分析师。在艾高高智能平台

背后，有儿童营养和运动领域的多个
专家组作支撑，但专家组属于“松散
型”，相当于技术顾问，并非艾高高的
全职员工。

“仅目前这些大数据和这个智能平
台，我们就可溢价10倍、估值到3000万
元。”作为“艾高高儿童身高管家”智能平
台的天使投资人，普乾投资管理公司总
裁米伟认为，如果这些大数据能跳跃式
增长，那么艾高高智能平台的估值也将
跳跃式增长。

大数据跳跃式增长 资本估值也跳跃式增长

“艾高高儿童身高管家”智能平台的
大数据包括：3至12岁儿童的身高、体
重、父母身高、骨龄检测数据以及每天睡
眠时间、每周运动的类型、时长和频次，
甚至包括玩手机、打游戏和阅读的频次
和时长。

这些大数据有什么用？
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重庆市生理

科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医科大学生理学
博导王莎莉教授以儿童身高管理为例
介绍，科学研究证明，一个人的身高
70%至 80%由遗传基因决定，20%至
30%受后天因素（营养、运动、睡眠、习
惯管理等）影响，而这20%-30%的后
天因素对身高的影响可达±5至10厘
米。“也就是说，一个按父母的遗传身高

预测只能长到 1.7 米的男孩，20%至
30%的后天因素管得好，可能长到1.75
米以上，管得不好，可能只有1.6米左
右。从事儿童生长发育研究多年，无论
是正面还是反面的例子，我遇到太多
了。”

而“艾高高儿童身高管家”智能平台
就是要把这5至10厘米，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手段，系统化地“管”起来。
那为什么要选择3至12岁的数据

呢？
王莎莉说，这一阶段是儿童生长发

育尤其是身高发育的黄金期，并直接影
响到青春期再次发育。欧美等发达国家
从孩子3岁起就把儿童健康纳入科学的
系统管理，6岁以后管得更严格、更精
细，孩子的生长发育大数据是家庭最重
要的档案。“人的生长发育不可逆，错过
了3至12岁，很大程度上就错过了孩子
的一生”。

数据不能随便选 3至12岁大数据含金量更高

（上接1版）
在蓄水池顶部，一个倾斜的塑料桶里，盛

满了化肥。王成点击“下肥”选项，塑料桶倾角
变小，化肥慢慢倒出来，进入水池。他再点击

“搅拌”选项，水池里的搅动棒开始旋转。
蓄水池连接着各个种植地块单元的喷灌

管网。王成点击“喷灌”，界面上出现50多个
子选项。这些子选项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地
块，点击哪一个子选项，对应的地块即启动喷

灌……王成借助互联网完成上述全部操作，几
乎不需要现场工人辅助。

这款手机软件及田间的各种设施设备，并
非市场上销售的成品，而是王成的“集成创
新”——先把自动喷淋的电子模块进行信息化

集成，然后请专业人士将集成系统装入APP软
件，从而实现了农场主要生产环节的自动化。

为啥会想到使用APP

“主要是为了节省人力成本。”王成说，种

植业最耗费人力的环节，不是播种也不是收
割，而是浇水、施肥和除草等日常管护，这套
APP装置不仅可以自动浇水，通过在水里添加
肥料或除草剂，还可以实现施肥和除草的自动
化。

王成介绍，2015 年他的农场有 12 个
员工，但当年禾苗成活率还不到七成；
2016 年采用自动化装置后，员工缩减至 5
个，禾苗成活率却提高到九成以上，农场

每年的总费用也从约 15 万元下降至 8 万
元。

目前，这套自动化装备正在朝无人操作
的智能化方向升级。王成已经在部分地块
安装感应器，感应器可以自动测试土壤的温
度、湿度以及各种营养元素配比等指标，再
根据需要自动启动喷灌装置。王成信心十足
地说：“到时候，连手机都不用看了，只管来收
割。”

这个40亩农场用手机APP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