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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多一点

昨日上午，2019重庆—加州萨克拉门托
商务对接会在重庆外事大楼举行。美国加州
萨克拉门托市长施伯德一行推出9个项目，
总投资额超过3亿美元，邀渝企到萨克拉门
市投资兴业，推动两地经济增长，互相增进了
解。

重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萨克拉门托市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府。
在推介会上，萨克拉门托市长施伯德介绍，

加利福尼亚州是全球创新佼佼者。
“我们来到重庆非常高兴，不足24小时，但

已经对重庆的所见所闻感到惊叹。”
施伯德说，加州与重庆有许多共同愿景，都

希望经济保持活力持续增长，并创造更多就
业。萨克拉门托市在通信、医疗、交通安全以及
自动驾驶等方面拥有优势，希望双方互相了解，
共同发展，创造更多经济增长机会。

对接会上，美国萨克拉门托市长代表团一
行推出9个项目，包括5个投资合作项目，2个
研发合作和设备采购项目，以及2个营销合作
和贸易合作项目，总投资额超过3亿美元。包
括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萨克拉门托国王
队旧球场改造项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疗

科研中心研发合作项目、加州—中国线上线下
贸易合作平台、加州自动驾驶无轨电车（ART）
研发合作和采购项目等。

“重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们有很多
领域可以合作，我们可以到重庆来投资。”施伯
德说，也欢迎重庆市民到萨克拉门托市去投资，
实现共同增长，相互促进。

欢迎重庆企业在美修轻轨
在重点项目介绍时，作为萨克拉门托区域

交通中心首席执行官的李波（Henry Li），一
开始就夸起了自己，“我中文比英文好，那我就
讲中文。”

李波告诉记者，萨克拉门托未来5-10年，
要购买100-150辆轻轨车辆。

“现在大概是50万美金一辆，现在在美国
没有生产厂家和生产能力。”他透露，萨克拉门
托还要建30-40多公里的轨道，“最主要就是
轻轨，整个投资大概是20多亿美金。这项投资
回报不是太高，但这是一个保险的投资，回报安
全。”

来重庆的这两天时间，李波还会看看重庆
的轻轨。

此外，李波说还希望重庆的车企到美国建

厂，“听说重庆有很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基地和销
售市场，现在美国的产能只能满足20%，我们
希望能够在这边建一个厂，然后去销售你们的
自动化电动汽车，或者是我们在这里购买你们
的智能汽车。”李波透露，未来5-10年，他们有
500-800辆的需求。

艺术生出身，两度跨界，没有任何技术基
础，但他却以AI为武，数据为器，驰骋于人工智
能与大数据领域，培育出一个AI应用与可视分
析的行业领导企业。

他，便是海云数据创始人兼CEO冯一村。
创业六年来，他带领海云数据以平均每年

超过530%的速度实现业绩增长，服务全国三
分之一以上的公安大数据应用市场，成为被
IDG资本等多家投资机构瞄准的最具投资价值
企业之一。让我们看看他到底有啥“成功秘
诀”。

“不安分”
两度跨界 艺术生转型搞技术

从一个艺术生，到媒体从业者，再到自主创
业，成为AI应用与可视分析领域的领军人物，
冯一村的人生经历，透露着几分“不安分”。

出生于1984年的冯一村，是江西九江人，
五岁开始学画，大学就读四川美院油画系，原本
在艺术领域已小有名气，但毕业后，想体验别样
人生的他却进入了媒体行业。

2013年4月，拿着20万元种子轮资金，冯
一村加入了创业大军。

媒体出身的冯一村，当时非常看好数据可
视化的发展前景，于是便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
成立了海云数据，推出“图易”服务平台，在国内

“开先河”的做起了数据新闻产品。
彼时数据新闻产品的稀缺，让海云数据很

快立住了脚，但敏锐的冯一村也发现，这个领域
因行业发展局限性等因素很难持续。

于是，冯一村又从数据新闻转向利用人工
智能与可视分析技术为各行业赋能，并瞄准了
公安、交通、应急管理、数字城市等可以产品化、

标准化的公共服务领域。
凭借语音识别、唇语识别等自主研发的“黑

科技”，以及能力服务这一全新商业模式，为用
户所带来的高效智能决策能力，海云数据一举
成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领域中最重要的创新企
业之一。

2017年，海云数据入选 Gartner 发布
的全球 Cool Vendor 2017榜单，被评为

“全球最酷、亚洲第一”的数据分析公司。

“不从众”
独辟蹊径做AI场景的筑梦师

大数据概念在中国热炒多年，相关领域大
大小小的公司也不计其数。

海云数据如何实现“弯道超车”？冯一村的
答案是“独辟蹊径瞄准场景应用”。

“无法触及场景，一切黑科技都将失去意
义。”冯一村说，目前绝大多数IT公司都是专注
于技术本身在做核心研发，但大数据技术已不
再是行业的关键门槛，在激烈的竞争中，成功取

决于谁的商业模式跑得更快。对于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行业而言，关键便在于谁能做出更好的
应用，谁能更理解场景，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
值。“就像电商一样，现在谁都可以搭建一个网
页商城，但却没有几个能够做成阿里巴巴。”

看准了这一点，冯一村便瞄准场景发力，推
动海云数据的图易能力服务平台不断迭代升
级，让海云成为了真正在商业化上取得实质性
突破的佼佼者。

2018年12月，海云数据在杭州发布了图
易7 AI能力服务平台，并将公司战略定位正
式升级为“AI场景的筑梦师”。在图易7 AI
能力服务平台上，用户可根据不同需求，用“傻
瓜式”操作（全程“无代码化”）组建自己的AI能
力模块，像搭积木一样，完成AI场景应用，实现
决策效率提升和场景业务升级。

当日，海云数据正式对外展示了其被业内
评为“十大黑科技之一”的唇语识别技术，与基
于图易的公安行业应用“智警大脑”在实战场景
的应用对接。

目前，除了“智警大脑”，基于图易AI能力

服务平台，海云数据还构建了“智航顺”“智城”
“智军”“智行”等多个明星产品。以公安行业为
例，海云数据已形成了覆盖28个警种，超过
300个细分业务场景应用，完成公安部、省区
市、县市（区）多级样板客户及项目的落地，服务
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公安市场。

“不知足”
向海外市场迈进 业务要实现翻倍

如今，经过六年发展，海云数据已经布局了
硅谷、重庆、南京、杭州四大研发中心，并设立重
庆、南京、西北、山东、河北五大子公司。

成立六年来，海云数据以平均超过530%
的速度实现业绩增长，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领域中最重要的创新企业之一。

但在冯一村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海云
的目标一直是做一家国际化的公司。”

冯一村说，除了继续拓宽行业属性，例如进
入海洋、海关等领域外，海云数据也会进一步布
局海外市场，重点瞄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冯一村介绍，随着未来行业用户越来越多，
当有一天完全没有定制化需求的时候，海云数
据的产品就可以向所有行业完全开放，用户使
用海云产品就像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
简单。

届时，除了国内客户应用，国外市场也将加
速推广。目前，海云在国外业务方面已经在开
始探索，国外业务量已占到公司总业务量的
15%左右，按照计划，未来这一比例至少要达到
30%以上。

“在这个过程中，海云数据自身的商业价
值，也就能够得以最大程度的凸显。”冯一村信
心满满地表示。

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长来渝邀渝企去投资

欢迎重庆企业到美国修轻轨

上游新闻二维码 两江新区二维码

不安分、不从众、不知足

海云数据冯一村的“三不”创业要诀

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市长施伯德

597家美国企业在渝投资
数据显示，美国是重庆第一大贸易伙伴，双

方贸易合作呈现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
领域多元化趋势。2018年，重庆与美国进出口
贸易总额达10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2%，
占重庆全市进出口总值的20.3%。有597家美
国企业在重庆设立，合同投资19.27亿美元。

萨克拉门托市是美国加州的政治中心、医
疗科技与先进农业中心和重要交通枢纽，也是
加州众多产业、贸易组织、世界级清洁能源和科
技研发中心所在地。萨克拉门托市的优势产业
包括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医疗与生命科学业、清
洁能源与绿色科技等。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罗薛梅 王倩

2018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
冯一村

创业三要诀：
速度快、不畏难、找准商业模式

记者：海云数据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冯一村：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取决于

技术、产品、美誉度等多种因素，但相比较
而言，产品比技术更为重要，只要产品好，
公司就能生存。

记者：关于创业，你有啥经验分享？
冯一村：一是速度一定要快，快能解

决很多问题；二是不要过分放大困难轻言
放弃，行不行，试试才知道；三就是商业模
式很关键。经营公司是需要社会经验的，
我并不建议刚毕业的学生就创业，如果实
在有创业想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一
个创业公司，和这个公司一起成长。

对 话

重庆招生代码：5034

★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校园文化先进单位
★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优秀院校
★全国高职单独招生试点院校

招生电话：023-65626666、023-65626165（传真）学校地址：重庆大学城南二路151号 邮政编码：401331学校网址：http://www.cswu.cn 招生网址：http://zs.cswu.cn 电子邮件：cswuzs@163.com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2019年重庆市高职分类考试招生2300名
（详见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招生网http://zs.cswu.cn）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是重庆市政府与民政部共建的
公办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是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先进集体、重庆市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重庆市优质
高职院校建设单位。学校位于重庆大学城，现有12个二级
学院，招生专业43个，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统招、面向
全国13个省（区）单招或分类招生，在校生13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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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专业名称

旅游管理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流管理

物联网应用技术

通信技术

联合本科院校及专业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科技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

物流管理

物联网工程

通信工程

招生计划

合计

45名

90名

90名

45名

45名

45名

360名

文科

45名

45名

90名

理科

90名

90名

45名

45名

270名

招生科类

普高类

中职类

专业名称

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民政管理、婚庆服务与
管理、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
理、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物流管理、市场
营销、商务管理、国际贸易实务、连锁经营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文化市
场经营管理、摄影摄像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服装设计与工艺、物业管
理、园林技术、安全技术与管理、会计、财务管理、金融管理、老年服务与管
理、康复治疗技术、康复工程技术、旅游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酒店管理、
空中乘务、文秘、商务英语

人物形象设计

社会体育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电子
信息工程技术、智能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会计、财务管
理、金融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康复治疗技术、旅游管理、会展策划与
管理、酒店管理、空中乘务、文秘、商务英语

招生计划

文科892名
理科593名

艺术（美术）40名

体育40名

375名

1940
名

注：被我校“专本贯通”录取的普通高中生，在我校完成3年高职学习可获得我校全日制高职
（专科）毕业证书。经转段考核录取后，在对应本科院校及专业完成2年本科学习，可获得本科院
校全日制本科（专升本）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注：招生专业及分专业计划以《2019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计划及填报志愿指南》公布的为
准。

2.“高职专科（含对口高职）”招生1.“专本贯通”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