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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数据中心发展专项规划（2021—2025）
（征求意见稿）
》发布

滇中新区推介
5400 余亩优质土地

云南拟打造 10 个以上
行业级大数据中心
我省将如何把握大数据中心发展趋势，支撑“数字云南”建设？
答案就在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的《云南省大数据中心发展专项规划（2021—2025）
（征求意见稿）
》
（以下
简称《征求意见稿》）中。
《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布局科学、绿色低碳、产业集聚、发展规范的大数据中心一体化发展格局，打
造滇中数据中心集群、10 个以上行业级大数据中心，实现云南省数据中心承载能力达到 10 万标准机架以上。

打造滇中数据中心集群
《征求意见稿》提出，
“ 十四五”期间，
我省将通过“滇中聚集、滇西突破、全域协
同”总体布局的形成，实现“绿色能源牌”
创新打造，大数据应用蓬勃发展，数据要
素红利充分释放，全面支撑“数字云南”建
设，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滇中聚集”。要把握“东数西
算”机遇，重点承接东部地区后台加工、
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非实时算力需求
外溢以及本地化高频实时交互型的业务
需求，支持昆明、玉溪、曲靖等州（市）着
力打造高速互联、数据流通、优势互补的
云南滇中数据中心集群，形成以昆明为
核心节点、玉溪为双活节点、保山为异地

灾备的“两地三中心”多层布局。支持部
署面向全国提供优质服务的大型或超大
型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区块链算力
中心等新型数据中心集聚发展，支撑全
省产业升级、城市发展与科技创新。将
昆明、滇中新区作为全省信息产业的主
战场，主要布局国家级多语言技术研发
和产业化基地，重点发展多语言数字技
术、信创产业、半导体材料、半导体显示、
区块链等。
面向“滇西突破”。支持大理、丽江、
普洱、保山等州（市）建设资源调配灵活、
算力先进充足的大数据中心，打造环滇西
大数据中心突破发展区，积极承接全省数

据中心业务，大力开拓面向南亚东南亚的
外向型数据中心业务，推动与滇中数据中
心集群深度融合，协同开展双活、热备、冷
备、异地灾备等灵活、安全、可靠服务。依
托现有和引进行业骨干企业，支撑数据中
心上下游产业发展，重点打造硅电子产业
集群、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围绕“全域协同”。结合特色优势产
业、重点行业发展实际，积极探索旅游、有
色金属、跨境等特色行业级大数据中心建
设，满足重点行业算力服务需求，打造全
国领先的行业级应用标杆。推动区域数
据采集、汇聚、流通，深化数据供应链打
造，
打造具有云南特色的发展体系。

为居民构建普惠幸福数字生活
《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打造数据中心
特色应用。
在 农 业 领 域 ，推 动 种 植 、养 殖 、流
通、仓 储、销 售 以 及 追 溯 全 产 业 链 大 数
据建设。
在工业领域，建设云南省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中心，与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
心实现对接。鼓励烟草、有色金属、绿色
能源等我省优势行业争取建设国家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中心行业级分中心。
在推进服务业领域，加快构建服务业

领域数据中心应用支撑体系，以赋能世界
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牌”为重要应用场
景，强化旅游、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数据
中心建设，加强算力服务在商业精准营
销、用户行为分析、行业监管等领域的应
用，反哺助力行业发展。要建设云南文化
大数据中心，建设中华文化遗产标本库、
民族文化基因库、文化素材库，将各类文
物、古籍、音视频、出版物等按照国家统一
技术标准进行数字化采集、存储和展现；
要建设云南金融大数据中心，构建数字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生态圈；要建云南物流大
数据中心，助力云南企业进一步拓展国内
市场并不断完善外贸综合服务。
在推进重点行业大数据中心应用方
面，我省将强化数据中心在政务领域应
用，打造全省“数字政府”一体化、集约化
基础设施平台。围绕智慧城市、交通、医
疗、教育等重点民生领域，完善数据中心
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智慧城市、智慧民生
大数据创新应用，发展大数据增值服务，
促进构建普惠幸福的数字生活。

推进“区块链+数据中心”融合发展
《征求意见稿》指出，要通过做精下游
大数据服务业、做大上游 IT 设备制造业、
培育大数据信创生态链、促进关联产业协
同发展来实现目标。
做精下游大数据服务业。充分发挥
数据中心集聚作用，大力培育和引进数据
清洗、标注、挖掘等数据基础加工服务企
业，
强化数据清洗、
数据标注等数据加工服
务供给，
促进数据基础加工产业集聚发展。
做大上游 IT 设备制造业。加快吸引
面向数据中心的 IT 设备整机制造、零部

件及原材料制造企业集聚，培育大数据中
心硬件设备制造业，提升整机制造及零部
件本地产业链配套能力。积极引进国产
硬件制造头部企业，加快国产化服务器、
存储设备、制冷配电等硬件研发生产，形
成整机及零部件生产制造、认证测试、运
维服务等全产业链体系。
培育大数据信创生态链。依托云南
省数字经济开发区、云南信创（大理）产业
园等，加快大数据领域信创软硬件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通过信创替代不

到 2025 年，全省数据中心承载
能力达到

10 万 标准机架以上，中

型及以上数据中心平均利用率力争提
升到

65%以上。

发展
目标

断激发大数据中心升级改造需求，提升我
省大数据中心“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先进
性，打造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两亚的
信创产业先行先试示范中心。
促进关联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区
块链+数据中心”融合发展，推进区块链
技术在数据共享开放、数据资产化、数据
安全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探索区块链技
术在农产品、生物医药等行业大数据中
心的应用，实现行业数据的可溯源性和
不可篡改性。

打造

9 月 8 日，云南滇中新区土地储备
中心举办滇中新区 2021 年储备土地推
介 会 ，现 场 推 介 5400 余 亩 优 质 土 地 。
金科、俊发、绿城中国、融创等知名企业
积极参会，企业代表及投资人士对滇中
新区的未来规划和发展潜力充满信心，
对土地市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悉，
本次推介会还以开放形式进行了线上
直播，
观看直播人数突破 4000 人。
本次推介会上，位于空港经济区和
安宁职教园区两大片区、22 宗精品地块
逐一亮相。空港经济区的小哨国际新
城 推 出 8 个 地 块 ，净 用 地 面 积 357.97
亩，大部分为商务用地；东盟产业城上
架土地 2497.16 亩，用地性质包括一类
工业用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居住用
地等；临空产业园片区推出 4 个地块，净
用地面积约 972.94 亩，多为商业商务用
地；李其片区推出两块会展商务用地，
总计 193.81 亩；杉松园片区（含长水航
城）推出 4 个地块，面积为 242.46 亩，其
中三个地块为商业商务用地。
安宁职教园区也是滇中新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次总计推出五大核心地
块，包括净用地面积约 85.43 亩的民办
高中地块、位于安澜雅苑居住小区南侧
和麒麟路西侧的商业地块，以及位于宁
泊路北侧的核心区住宅和商业地块，其
中住宅约 230.24 亩，商业约 59.26 亩。
此外，还推介了位于昆明冶金高等专科
学校安宁校区南侧的祁家庄休闲康养
住宅地块，净用地面积约 372.49 亩。
本报记者 阿芳 实习生 夏梦雨

云南两案例上榜
今年大数据产业发展
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近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了
《2021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
目》名单，我省有两个典型案例入选，这
两个案例都是云南白药集团的项目。
“云南白药数字三七产业链协同一
体化管理模式创新项目”入选工业大数
据应用中的产业链供应链管控方向。
该项目面向整个三七全产业链提供服
务，确保供应链畅通高效。从种植到粗
加工，再到成品加工，以及商贸、物流和
电子化交易，项目涵盖三七全生命周
期、全生产流程、全产业链可追溯数字
“云平台”，有助云南三七产业走上标准
化、规范化的转型升级之路。
“云南白药骨伤科大数据应用平台
建设项目”入选行业大数据应用中的工
业、金融、医疗、应急管理、城市大脑等方
面的典型案例。该项目通过采用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新
技术和骨伤科医学、医疗科技相结合，
建
立骨伤科大数据库和知识库，形成骨伤
科疾病数据及诊疗标准，
通过数据融合、
治理、挖掘、预测，建设成良性发展的骨
伤科医疗大数据综合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赵丹青

10 个以上行业级大数据中心。

基本实现“滇中聚集、滇西突破、全
域协同”的总体布局，构建全省大数据中
心一体化新型算力体系。

本报记者 赵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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