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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市部分园区和企业
成为中新国际数据通道首批用户。
11月21日，在中新（重庆）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发展论坛上，重
庆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等7个
园区正式接入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并
获示范园区授牌，还有6家渝企与
通道运营商签订正式通道租用合
同，另有6家渝企与运营商签订租
赁协议。

“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将成为中
国西部和东南亚之间进行数据沟
通的重要工具，能够极大降低企业
运营成本，推动双方互联互通，让
企业可以更便利地进入对方市
场。”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
理局副局长谢爱玲表示，中新国际
数据通道是从重庆经广州、香港到
新加坡的直达数据链路，由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与新加坡
电信、星和电信联合实施建设运
营，于今年9月正式开通。该通道
批准建设总带宽为260Gbps，时延
约70-80ms，丢包率不高于0.5%，
具有高速率、大带宽、低时延、高可
靠等特点，其数据传输优于现有的
互联网网络。

论坛上，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
业园、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中国智谷
（重庆）科技园、重庆市区块链产业
创新基地、西永微电子产业园、重庆
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和永川大数据产

业园7个园区成为中新国际数据通
道首批示范园区；重庆仙桃前沿消
费行为大数据公司、迪肯区块链科
技（重庆）公司、立信（重庆）数据科
技公司、重庆金窝窝网络科技公司、
重庆海扶医疗科技公司、重庆物联
利浪科技公司等6家企业签订通道
正式租用合同；西永微电子产业开
发公司、重庆数联铭信科技公司、重
庆龙工场跨境电商产业服务公司、
重庆红星美凯龙博览家居生活广场
公司、当家移动绿色互联网技术集
团公司、重庆传晟酷德大数据科技
公司等6家企业签订通道租用框架
协议。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鲁春丛称，截至2018年底，重庆数
字经济产值达到7157亿元，居西部
第二；占GDP比重达到35.1%，位
列西部第一。他表示，中新国际数
据通道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将是工业
互联网领域，建议重庆以该通道建
设为契机，加强渝企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企业在协同创新、联合研
发、数据处理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市大数据发展局表示，预计今
年我市数字经济产值将继续保持
两位数增长速度。到2022年，全市
将建设10个工业互联网平台、50
个智能化工厂、500个数字化车间，
推动5000家重点企业实施智能化
改造。

重庆首批7个园区接入中新国际数据通道
6家渝企签订正式租用合同，6家渝企签订租赁协议

本报讯 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建成后，
如何加快其应用推广？11月21日，在中
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发展论
坛应用推广分论坛上，多位国内数字经济
领域企业家及政府主管部门人士，围绕中
新国际数据通道典型应用场景建设内容，
为提升重庆园区、企业大数据创新应用和
产业发展支招。

“以前国际通道概念的提出，是为支
持外包产业发展，其应用服务对象主要
集中在服务外包企业，随着近年国内各
地区产业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国际通
道的应用范畴也在不断扩展。”在主题发
言中，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张杰称，目前重庆和
新加坡开展的多项合作，已经为中新国
际数据通道创造出广泛的应用空间，比
如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不仅是在重庆
与新加坡之间有部署，今后还将向其他

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文莱等进行
扩展。

张杰建议，接下来中新国际数据通道
需要对应用场景内容进行扩展。该通道的
应用场景不仅要紧密结合当前中国与新加
坡的合作，还要提前谋划面向“中国-东
盟”未来发展方向，才能更好地发挥该通道
的网络作用并运用好网络资源。

“依托中新国际数据通道，阿里将深度
参与重庆和新加坡的数字经济发展。”阿里
巴巴集团战略发展部西南总经理刘楠表
示，目前阿里巴巴已将重庆作为在其国内
战略布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包括阿
里云、蚂蚁金服、菜鸟等旗下企业都在重
庆进行布局投资。目前，阿里正在思考如
何通过这条数据通道，更好地推动重庆和
新加坡在数字经济领域产生“化学反应”，
而这将是扩展该通道应用场景内容的组
成之一。

扩展应用场景内容提高数据通道应用推广度

本报讯 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于今年9月正式开通，如何以这
条通道为载体，充分发挥重庆和新加坡“双
枢纽”作用？11月21日，在中新（重庆）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发展论坛中新（重
庆）双枢纽分论坛上，多位中外嘉宾就此进
行交流。

重庆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副局长孙熙勇
认为，对于重庆互联网企业来说，可以把中
新国际数据通道作为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
平台，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娱乐、VR、电商
等对于带宽、时延、丢包率有较高要求的网
络服务；对于新加坡企业，则可以通过该数
据通道，将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服务拓展
到重庆乃至中国中西部市场。如此一来，
重庆和新加坡就可以把“双枢纽”的市场潜
力更好地挖掘出来。

对此，中新（重庆）信息通信创新合作
联盟秘书长姚章表示赞同。他认为，要使
这条通道的信息真正流通起来，需要加大
推广该通道在诸多行业中的应用场景。譬
如，某个项目在运行过程中，重庆和新加坡
两地是怎样进行合作对接，如何为企业“上
云上通道”提供服务，如何促进双方产业项
目落地等等，都需要建设方进行推广展示。

姚章表示，在数据通道后续建设中，要
建立系统化的服务支撑——在数据通道前
端要进行信息匹配，比如在组织双方企业
开展互访、交流前，要对区域产业发展情
况、相关企业需求等进行研判；中端要实施
精准对接，为双方企业提供更加专业服务，
精准匹配双方供需，促成项目合作；后端要
为项目落地提供延展服务，依托数据通道
优势，推动双方在细分市场进行深入合作。

依托数据通道发挥重庆新加坡“双枢纽”作用

本报讯 全球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数
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如何应对数据跨境
流动带来的风险，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信
息不被泄露？11月21日，在中新（重庆）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发展论坛政策创
新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这一话题进行
探讨。

“数据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数据安
全在整个网络安全中处于核心地位，保障
数据安全至关重要。”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
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新业务研究室主任何跃
鹰认为，数据从采集、流转到共享、存储，再
到经过各种各样的处理，包括跨境传输、促
进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等，每一个环节
都面临风险。因此，在利用数据之前，要尽
可能考虑会面临的风险，事先拟定保护措
施。

何跃鹰表示，保障数据安全并不容

易。其中，主要面临三大亟待解决的难点：
各行业的联网数据资产及其流动态势不好
掌握，网络数据资产摸不清楚；重要数据辨
不明，不知道行业的重点数据如何定义、行
业规范怎么样、如何去关注；数据传输主体
是谁很难弄清楚，尤其是数据跨境流动的
时候，传输主体是谁、传输行为是怎样的，
都不好掌握。

如何解决上述难题？对此，新加坡个
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司长吴俊英认为，立法
是保障数据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

吴俊英介绍，比如新加坡出台了个人
信息保护法案，其目标正是确保个人信息
安全，相关机构在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前，
必须征求当事人同意，并告诉当事人搜集
信息的目的、原因等，“只有通过立法，才能
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的精准性、完整性和安
全性。”

数据跨境流动运行安全需要立法保护

作为最热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区块链是多种技术的集成创新
应用，应用前景非常广泛。目前，在
政策、市场、技术等多重力量推动
下，越来越多的产业机构重视并参
与到区块链技术和应用探索，其使
用范畴正在由数字资产向供应链管
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领域，

特别是对于互联网安全建设将发挥
重要作用。

对于区块链的应用，要发挥其
应用价值，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并
联”“可信”是区块链应用的基本逻
辑，“币圈”“链圈”是区块链应用的
两大系统，“变革”和“再造信用关
系”是区块链应用的关键。

区块链本质上是通过分布式方
式构建的可信机制，它能够将传统
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方式转变为对
机器的信任。比如在中新国际数据
通道后续建设中，借助区块链技术，
我们可以建设一个低成本的网络数
据安全通道，确保数据在该通道运
行过程中的安全性、可靠性。

中国电信战略与创新研究院IP与未来网络研究中心主任雷波：

区块链推动中新数据通道安全建设

目前，我国5G网络建设正迎
来新机遇，5G支撑应用场景正在由
移动互联网向移动物联网拓展，将
通过构建起高速、移动、安全的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带动工业企业网
络化数字化转型。

一部10G的视频，用4G下载
需 15分钟，5G仅需 9秒；无人驾
驶汽车的刹车智能控制反应距离，
使用4G需要1.4米，5G只需2.8厘

米……具备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
等特性的5G，正在改变移动互联生
活。以前，4G对消费领域改变巨
大，而5G更大的应用将是在工业
领域。

从人人互联到万物互联，从生
活到生产，从物理世界到数字世
界，5G时代下，随着物联网、车联
网、工业互联网等应用的逐一实
现，将带动各类企业实现网络化数

字化转型。
可以预见，5G将以工业应用为

主，这需要工业企业与网络运营商
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后者需
要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届时，通
过 5G构筑起的新型网络基础设
施，将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进程，推动社会生产力再次跃
升，这也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机遇。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孔力：

5G带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数字化转型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数字
化转型趋势已是大势所趋。中国企
业想要“连接”到国外去，融入全球
数字化浪潮，网络是基础。而通过
中新国际数据通道这样的国际互联
网数据通道，中国企业可以更好地
做到这一点。

国际互联网数据通道有什么作
用呢？如果把它比作道路，那么它
就像专用公交车道一样，不仅通行

顺畅，而且平整的路基可以让汽车
行驶时不颠簸。

因此，以中新国际数据通道
为例，其国内建设部分基于移
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承载
网资源进行了很好的配置，没有
太多数据传输的压力，能为企业
访问国际网络提供非常好的保
障。而新加坡的建设部分，也基
于该国运营商丰富的海缆资源

进行建设，实现了路由优化、资
源专用，并保证了数据专用通道
的容量。

总体来看，这条数据通道拥有
很好的国际访问性能，在访问速度、
一次访问成功率等方面均有不错表
现，有能力支撑重庆企业与新加坡
企业开展跨国合作，助推渝企加快
融入经济全球化、全球数字化的国
际环境。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何桂立：

中新数据通道助企业融入数字化浪潮

人工智能不仅推动产业经济发
展，在家居生活中也能派上大用
场。比如，它可以改变对老年人的
看护方式，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前景
非常广泛。

当前，我国老龄化现象严重，独
居老人、空巢老人较多。如何才能
确保老人们安全？传统做法是在家
里安装摄像头，对老人行为进行看
护。然而，有不少老人其实对家里

放置摄像头是比较排斥的。而利用
人工智能，能够在不需要摄像头的
情况下，对老人进行实时监护。

譬如，目前市场上开发的一款
老人监护传感器，每个家庭只需安
装1-2个，老人不用佩戴任何智能
穿戴设备，系统就能通过捕捉老人
身上热量信号，感知老人行为。

在此基础上，再基于机器学
习、智能算法等方式，就能巧妙地

对老人日常行为进行识别并熟习
其活动规律，实现对老人异常静
止、异常外出、异常吃饭、异常睡眠
等行为进行看护。同时，人工智能
还能分析老人行为、揣摩老人爱好
等，更好地为社会提供个性化养老
服务。

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的开通，将对重庆及新加
坡智慧医疗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移动首席科学家陈维：

人工智能改变老年人看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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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由记者夏元、黄光红采写，图片由记者崔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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