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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在加快建设“智造重镇”
“智慧名城”，需要大量数据做支撑，
也需要建立信息安全防护网。因
此，綦江区打造西部信息安全谷
正当其时。

建立信息安全防护网，特别
要做好灾备中心。在这方面，綦
江有非常好的条件，有机会后来
居上。因为相比国内不少地方，綦
江土地价格便宜，且供电有保障、用
电成本较低，能够较好解决灾备中心必
备的机房及计算机、储存器等设施设备对用
地、供电的需求。

綦江区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一是市区两级合力，
建设高质量的通讯网络，在电价、土地等方面提供比较好的
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手握庞大数据信息的企事业单位
把数据拿到綦江来备份；二是可通过提供住房等有吸引力
的人才政策，招揽信息安全领域的特殊人才进来，为綦江打
造西部信息安全谷提供人才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教授郑纬民：

綦江有条件
打造西部信息安全谷

本报讯 （记者 吴刚 黄光
红）发展数字经济，以什么产业为切
入点或者突破口？綦江的答案是
信息安全产业。9月14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古剑论坛·CISDR—2020
信息安全与数据灾备技术产业
高峰论坛获悉，未来 10 年内，位
于綦江的西部信息安全谷将建成
800亿-1000亿的信息安全产业集
群，并成为西部（重庆）科学城的重
要组团、国家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示范区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

发展信息安全产业，綦江优势
明显。从区位上看，该区地处西部

陆海新通道、中国东盟专用数据通
道、中新国际互联网专用数据通道
南向枢纽节点，位于重庆两江新区、
四川天府新区、贵州贵安新区等数
字产业带几何中心。

从产业基础看，目前，綦江已建
成陆海传綦智慧数据谷和科创高新
产业平台，一批5G基站等新设施建
成投用，10余家相关企业建成投
产。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重
庆分部、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西部中心落地綦江，为信息安全谷

“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人才智
力支撑。

今年6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

改委批复的《重庆建设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方案》，明确
指出“綦江建设信息安全谷”，要求
綦江瞄准万亿级的信息安全产业蓝
海市场，围绕“芯屏器核网”“云联数
算用”产业链、服务链、价值链，全力
推进西部信息安全谷建设，将其作
为綦江因地制宜走好转型路，因势
利导打造升级版的重要抓手，加快
推动綦万一体化、同城化、融合化发
展的重要平台。

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介绍，西
部信息安全谷围绕信息安全产业和
泛安全信息化产业，按“一谷五组
团”的空间布局（“一谷”，即西部信

息安全谷平台；“五组团”，即高新区
科创组团、通惠组团、綦江东站组
团、安稳北渡组团、新盛组团），着力
形成集科研、教育、产业、金融、论坛
等为一体的融合型、生态化产业园
区，重点发展数据灾备、教育培训、
平台经济、应用技术研发、安全保险
金融等产业体系。

目前，西部信息安全谷已策划
包装总投资250多亿元的重庆（国
家）数据灾备产业园、中新数字经济
产业园、信息安全学院、网络空间攻
防靶场、绿色创新智慧城等20多个
重大项目，还有大批项目将陆续面
世。

古剑论坛·CISDR—2020信息安全与数据灾备技术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綦江要建西部信息安全谷
目标：未来10年形成千亿级信息安全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吴刚

9月14日，在“古剑论坛·CIS-
DR—2020信息安全与数据灾备技
术产业高峰论坛”上，綦江区举行招
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现场集
中签约12个项目，涉及信息安全、
灾备中心、大数据智能化和商贸服
务等领域，总投资额达7.5亿元,将
为綦江区打造西部信息安全谷提供
重要支撑。

4大信息安全项目落地，
探索解决数据安全难题

此次集中签约的项目，与网络
信息安全有关的占比达到1/3。

綦江区政府与杭州安恒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协议，设立安恒信息西南区域总
部、建设安恒公司西南信息安全产
业基地。该基地致力于以綦江为
中心，辐射西南区域，打造西南区
域信息安全产业生态圈。以此为
目标，双方将共建智慧城市安全运
营中心、重庆市区块链安全检测实
验室、綦江城市大脑、网络安全态
势感知通报预警中心、工业互联网
一站式云安全服务基地和网络安
全人才培育基地。同时，还将共同
探索城市数字化治理新应用，共同
引入上下游信息安全企业，打造产
业生态圈。

綦江区大数据发展局与上海英
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协议，打算在信息安全培训认证领
域开展深入合作。双方力争通过
3-5年时间，培训出大批优秀的信
息安全从业人才与专业认证技术工

程师。同时，围绕信息安全、数据管
理、数据灾备等领域，重点开发信息
安全相关技术与产品。

綦江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北
京安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拟在綦江工业园区投资重庆新
基建网络靶场平台建设和运营项
目。该项目计划引入国内领先的网
络空间安全技术研发机构和科技成
果，形成新基建及信创体系网络空
间安全专业技术服务队伍，打造新
一代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和科研聚集
基地。

綦江区大数据发展局与北京信
息灾备技术产业联盟，就举办“古剑
论坛·CISDR——中国信息安全与
数据灾备技术产业高峰论坛”达成
战略合作协议，后者拟将綦江区作
为该论坛的永久会址。

“上述4个项目，顺应了当下数
字经济及网络安全发展态势。”綦江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有助于綦江
区落实大数据及网络安全发展战
略，探索解决数据安全难题，加快推
进綦江西部信息安全谷建设。

携手浪潮建综合灾备中
心，完善信息安全防护机制

灾备中心项目，是綦江区此次
签约的另一大亮点。

譬如，綦江区政府与浪潮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数
字綦江的发展目标定位，创新数字
綦江建设运营模式，力争通过3-5
年合作，共同打造浪潮集团数字綦
江建设样板。合作的重要内容是：
共建綦江浪潮大数据中心，打造重
庆政务信息系统灾备中心，推动綦

江区党政机关现有应用系统逐步完
成向信创云计算平台迁移。

据悉，重庆政务信息系统灾备
中心已明确由綦江区承建。该灾备
中心为综合灾备中心，将是重庆唯
一面向政务信息系统灾备业务、周
边区县及大型企业灾备业务提供服
务的灾备中心。

根据合作协议，浪潮集团将投
资5亿元，建设綦江浪潮大数据中
心，主要为重庆政务信息系统灾备
中心提供支撑。建成后，其在成熟
运营期的机柜使用量将不低于
1000个。

除了该灾备中心，綦江区大数
据发展局、北京信息灾备技术产业
联盟、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还达成三方战略合作协
议，拟在綦江区共同打造数据灾备
中心项目。

三方计划在大数据中心建设、
云计算、存储行业解决方案等方面，
实现资源统合运用。同时，共同打
造联合服务包，服务区域政企客户。

灾备中心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信息化时代防范灾难、
降低损失的重要手段。未来，随着
政府信息资源逐步开放使用，数据
安全显得尤其重要。綦江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綦江建立灾备中心，正是
为了完善信息安全防护机制，为綦
江打造西部信息安全谷建立信息安
全“防火墙”。

引进大数据智能化项目，
打造信息安全生态产业园

此次集中签约活动中，綦江区
还签下了多个大数据智能化项目。

譬如，綦江区政府与北京中交
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
业盛物流有限公司签署三方投资协
议，计划投资约1亿元建设重庆·綦
江公共物流信息平台项目。该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网络货运平台和
网络货运基地。

网络货运平台计划在年内上线
运营。届时，三方将整合綦江现有货
运车辆，打造网络货运区域总部。网
络货运基地预计在2年内建成，一流
的标准化、现代化货物交割仓库将为
网络货运提供一体化服务。

此外，綦江区大数据发展局与
四川永峰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投资协
议，在桥隧安全智慧监测和桥隧安
全大数据应用研究方面进行合作。

綦江区大数据发展局与成都数
柏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建立重庆大数据产业技术研究
院。该研究院将聚焦信息安全产业
和数据治理领域，重点推动大数据
实际应用研究。并通过科学布局大
数据标准化体系，统筹规划大数据
治理工作，推进数据资源最大限度
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实现数据资
产的价值最大化。

綦江区东部新城管委会与阿里
巴巴（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
贰数字传媒（重庆）有限公司达成三
方合作，共同打造淘宝大学（綦江）
电商直播基地。

“建设西部信息安全谷，离不开
大数据、智能化等产业的支撑。”綦
江区相关负责人说，引进大数据智
能化项目，是该区把西部信息安全
谷打造成为集科研、教育、产业、金
融、论坛等为一体的融合型、生态化
产业园区的重要一环。

12个项目落户綦江
助力西部信息安全谷建设

一个路口的摄像头，拍下一辆车的
行驶图像，这样的信息，看似用处不
大。但整个街区所有路口的摄像头
拍下了这辆车的全部图像，就能大
致判断这辆车是干什么的，或者
有何消费偏好。这样的用户行
为信息潜藏着商业价值。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大数据边
际效益递增的原理。数据有无价
值，取决于数据的数量。这就决定
了大数据产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数
据存储能力，以及算法等。綦江围绕信
息安全发展灾备大数据产业，基础是扩大存
储量。

目前，数据存储的主要介质包括光、磁和电三种。其中
光存储能耗最低，投资最低，寿命最长。广东紫晶信息存储
技术公司在綦江数据存储项目，即为光存储。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公司总经理
钟国裕：

数据有无价值
取决于数据的数量

培育信息安全产业，綦江有来
自国家和市级层面的双重政策支
持，可谓得天独厚。綦江正致力
于打造产业生态，聚集行业资
源，各个方面颇具成效，有望在
信息安全产业上走在全国前
列。

綦江将联合北京邮电大学等
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设立技术转
化基地，并通过举办技术竞赛等方
式，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

灾备技术产业联盟副秘书长王月海：

綦江有望在信息安全产业上
走在全国前列

数据要真正用起来，实现资产化、价值
化，目前最缺的是一个类似工程监理
的第三方，来解决数据供需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重庆大数据产业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綦江投资的
研究院和实验室项目，就是充当
一个数据监理的角色，解决目前
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数字经济发展首先需要成体
系的规划，形成完备的生产要素环
境，这样才能缩减企业的经营成本。
例如，人才方面，綦江有信息安全学

院。应用场景方面，綦江齿轮厂和铝厂
对工业大数据需求很迫切。空间载体方面，綦江为
信息安全产业规划了专门的园区。

重庆大数据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总经理曹一方：

数字经济发展
首先需要成体系的规划

9月14日，綦江区，2020信息安全与数据灾备技术产业高峰论坛现场。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本栏稿件由记者吴刚、黄光红整理，图片由记
者万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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