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介绍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

成立于2012 年 12月，是国内最富影响力、最先具备法人资质的大

数据领域社会团体组织。

23个地方分支机构，开展应用技术交流、课题承接、市场

拓展等产业化推广活动。

- 地方分支机构 -

23成立包括智慧城市、民生、公共安全、工业、农业、汽车、

教育、医疗、等16个行业专委会。

- 行业专委会 -

13

将传统产业与大数据的融合发展作为联盟战略发力点，积累

政产学研资源，发起成立了8个“行业大数据研究院”。

- 行业大数据研究院 -

8企业473 家；大学5 所；科研院所3 家；学会、协会6个；

其它2 家。（在京单位445 家；京外单位44 家；境外单位

6家；上市单位23 家。）

- 会员规模 -

489



 落实国家战略

 构建产业生态

 倡导数据伦理

 探寻数字文明

联盟宗旨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实施

国家大数据战略。

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

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

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



联盟领导

 秘书长：赵国栋  常务秘书长：张涛

曾任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现任汇冠股份、

朗新科技独立董事，农信互联董事。北京邮电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导师，国务院学位办大数据

专业硕士特聘导师、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

委员会委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曾获资本市场

新财富金牌分析师团队第一名。

大数据治国理政数据研究院副院长，交通部交

通信用研究院顾问委员，北京数聚坤成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数聚鑫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



成为智库型平台组织，长期致力于在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产融发展为核心，

积极推动大数据治理方式的变革，致力打造产业生态运营服务体系。

联盟在大数据产业的战略价值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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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国家大数据战略”工程

在国家层面开展顶层设计，建构数据集中、分权管理、社会

参与的数字治理机制，建构基于自主可控技术的、从源头到

应用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及基础设施，形成国家下一代大数

据的基础架构与设施——数联网。

 “智库”

1) 大数据治国理政研究院——辅助区域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2) 大数据私董会——梳理公司战略推进合作；

3) 协同创新研究院——促进成果转化、人才对接；

4) 生态经营论研习社——大数据产业生态研究；

5) 生态经营论“长老会”——高端智库产业研判；

6) 中国大数据技术与产业发展报告——引领行业发展构建标准；

“资本”

成立产业基金，搭建投融资平台，通过合

纵连横生态投资的手段，帮助企业通过业

务、股权、数据合作的方式实现加速成长；

针对特定大数据核心项目募集专项基金，

通过扶植核心企业，建立生态运营平台。

产业为本、战略为势、创意为魂、金融为器

“传播”

通过数博会、中关村大数据日、“数聚华

夏创享未来”中国数据创新行，大数据企

业家俱乐部D30、大数据私董会、大数据

100分、FA路演等形式为400余家企业、多

地政府服务

联盟在大数据产业的战略途径



联盟核心优势-促进跨区域大数据产业合作

 推动跨区域大数据产业协同发展，不仅是对国家战略的有力落实，也是把数据作为新型要素资源，以大数据协同促进区域

协同的核心之举。大数据对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抓手，有效促进行业间、区域间数

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整合利用，有利于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优化资源配置，引领区域协同发展。

辽宁：共同制定东北大数据产业联盟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协助研究制定大数据战略、规划和相关政策

内蒙：与内蒙古互联网+创新研究院、内蒙古经济发展学会、内蒙古大学共建大数据协同创新研究院

河北：双方共同推动落实“3+1”的新型科技服务模式，围绕具体产业，成立大数据发展研究院、唐港区联

盟分会、并投资基金，建设产业园区

广东：国家大数据示范工程，田联网项目示范；成立广东大数据协同创新研究院

贵州：全面推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努力实现跨越发展。目前已成立“黔西南大数据产业发展联合工作组”，

实现黔西南与京广沪深等地的产业资源互相对接。

重庆：与重庆经信委、大数据局、两江新区管委会、重庆大学共建大数据协同创新研究院

成都：与天府新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航天云网共建大数据协同创新研究院

哈尔滨：哈尔滨市“十三五”大数据发展规划

承德：双方将共同建立以大数据为依托的整体战略部署，打造符合承德快速发展的大数据产业及经济体系

沈阳：与航天科工、东北大学、东网科技共建工业大数据研究院

盐城：与盐城大数据产业园区管委会共建大数据协同创新研究院

崇州：协助建立完善组织架构、产业研究机制，交流合作机制；建立大数据产业园；成立产业引导基金

呼伦贝尔：编制大数据产业发展及互联网+行动规划建议书

黔西南：黔西南州智慧党建云平台建设与应用

……



联盟核心优势-建立大数据专家智库平台

 联盟目前成立了以邬贺铨、何德全、鄂维南、倪光南、张茉楠、郭洪等一大批院士、专家、学者为代表的大数据专家智库委员

会,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智慧支撑。

从问题解决”和“决策辅助”

两个核心问题出发，从方法、

体制和机制上进行创新，以增

强舆论引导力和政策影响力

打造“智能化”的协同知识

管理系统，基于知识管理，

科学整合资源，面向知识和

决策服务，构建决策管理创

新平台

共同参与

共同参与、优势互补、协

同高效、合作共赢的新型

智库服务平台

进行决策咨询思维时，高度

重视大数据作用，提升决策

咨询水平。大数据为智库研

究提供精准依据；决策咨询

研究依托大数据的技术支撑

科学决策问题导向 智慧运营



联盟核心优势-提供优质资源对接

 引领型资源：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农

业部、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网信办、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以及全国多地方政府发改委、经信委、大数据管理局、网信办

等机构。

 科研资源：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内蒙古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CCF中国

计算机学会、CQC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等。

 产业资源：航天科工、国药集团、国电集团、中国石油（西南

局）、中国烟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建

（铁科院）、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

联盟、清华大数据产业联合会、首席数据官联盟、以及400余家

大数据企业等。



 在《网络安全法》实施之际，为配合建立我国大数据行业自律机制，规范行业从业者行为，依法促进和保障大数据行业健康发

展，在相关单位的指导下，制定并发布《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行业自律公约》，截至目前，首批共计118家企业自愿签

署承诺书加入公约。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行业自

律公约》倡导成员单位自觉遵守国家有

关大数据发展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鼓励、支持开展合法、公平、有序

的行业竞争， 自觉维护大数据产业各方

合作伙伴与用户的合法权益，自觉履行

大数据行业发展的自律义务。

联盟核心优势-发起自律公约，规范行业健康标准



联盟核心优势-D30企业家俱乐部

 大数据企业家俱乐部D30 Club（以下简称“D30”)由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及其副理事长单位共同发起成立，是大数据领域

顶级企业和企业家的交流平台。D30以维护行业友好健康发展为使命，本着坦诚交流，深化信任，合作共赢的原则，通过会

员企业协同构建大数据产业生态，实现数据相通、运营协同，最终成为大数据行业的顶层资源调配机制。



四维构建大数据复合产业生态发展环境

思想引领

-生态经营论

舆论助航

-政策导向、媒体传播

金融支持

-数聚资本、中关村银行

物理承载

-大数据产业园区



思想引领---生态经营论

• 大量异质性企业，共生、互生、乃至再生的价值循环体系

• 不同行业，业务交叉、数据通联、运营协同的产业融合机制

• 不同经济主体，形成跨越地域、层级、组织、部门的社会协同平台

大道之行，生态运营。生态经营论，是企业战略的顶级思维，行业升级的必然方向。摒弃画地成牢的思

想，建立生态格局；跨行业的联营，打破公司的边界；跨业务的协同，打通行业的壁垒。

EOP



舆论助航---媒体传播

多地政府、数十家媒体、 400+企业、 50万专业粉丝、10+大数据活跃微信群

http://www.cbdio.com/

利用“平台+数据+内容+社群”的模式，进行高频跨界的媒体传播。目前与近百家媒体紧密合作，传播联盟新

理念，展示会员新成果。

平台

数据
社群

内容



舆论助航---大数据产业地图

全方位展现近年来我国在突破大数据关键技术、培育大数据产业生态。

支持企业通过大数据应用带动产业转型升级，跨行业的大数据融合创新。



大数据治国理政研究院
成立于2016年5月26日

EOP产业新经济研究院大数据协同创新研究院
已成立8个地方性大数据协同创新研究院

舆论助航---大数据研究机构

 联盟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贵阳日报

传媒集团联合成立大数据治国理政研究院，

发挥大数据改善政府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作用。

 在跨域合作、跨界融合、协同创新的背景下，

共同推动产业的优化升级，构建产学研用协

同发展的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

 促进传统行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推动产

业新经济发展。



舆论助航---大数据主题活动

通过活动汇聚资源、分类资源、活跃资源、树立权威。以此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

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资源汇聚的入口

高活性以及导流手段

政

产

学

研

金

介

权威性专业性体现

研究院

D30

D100

D300

活动A

资源分类的依据

活动B

活动C

认同

赞许

接受
……

借助影响力，吸纳更多的优秀企业

专委会

贵阳数博会

中关村大数据日

大数据100分

大数据地平线

生态经营论研习社

D30企业家俱乐部

大数据思享汇

大数据主题沙龙

每年百余场大数据主题活动，累计上万人次参与
协办及合作活动 涉及“云大物”主题峰会，每年几十场

连续3年主办或承办，百余会员企业深度参与

联盟主导的大数据高端峰会，连续6届参与

业界权威千余场线上分享，辐射数十万人

走进企业内部，凝聚企业力量，谋求共同发展

理论结合案例持续探讨产业生态的经营和管理

大数据领域顶级企业和企业家的交流平台

大数据发展态势、行业新趋势的 “思想碰撞”

大数据各领域行业交流，分享成果经验与认知



 2012年底，中关村将每年12月12日定为“中关村大数据日”，联盟已连续6年主办或承办中关村大数据日

活动！

 以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科技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为目标，引领中国大数据产业。

2012

大数据盛宴

2013

见证数据新发展

2014

数据资产驱动产业创新

2015

共享共荣，数创未来

2016

京津冀大数据协同发展

• 大数据产业发展方向进行详细解读

• 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方面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总结

• 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科技产业的融合发展的合作

• 大数据企业的成果落地及行业案例进行分享

• 全国各地创业创新团队等新生力量的技术创新突破及应用创新成果数聚华夏，创享未来

第六届中关村大数据日

舆论助航---大数据主题活动



舆论助航---大数据系列丛书

梳理大数据应用现状及发
展趋势，为政府制定推动
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提
供建议；同时，探讨大数
据研究面临的科学问题和
技术挑战，为研究机构和
研究人员提供参考指南。

本书从领导干部的视角出
发，紧扣“运用大数据提
升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
这一主线，以国家大数据
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为背
景，以丰富的实践案例呈
现大数据在政府治理、经
济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
引发的巨大变革

一本贯通技术理解、产
业认知和资本市场估值
的大作，让大数据不再
停留在理念和技术的层
次，而是深入到商业价
值与模式、产业格局与
生态、数据科学与教育
层面。

创造性地提出了产业互联
网的蓝图，包括三大要素：
产业生态、大数据、生产
性服务业，为企业提供了
战略规划的理论依据和战
略设计的顶层逻辑。

《赢在大数据系列丛书》
通过收集整理，并从216个
案例中遴选出覆盖18个行
业的106个行业大数据*佳
实践案例，为业界提供应
用大数据、实践大数据的
参考和借鉴。内附有包括
1311家企业的产业地图和
企业详细清单

创造性地从哲学观和方法
论角度，通过东方文化来
阐述对区块链的理解和实
践，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区
块链的发展逻辑和工作思
路；第一次从专业角度全
面解析区块链底层技术本
源、流派类别和应用发展。



金融支持---数聚资本，复合产业生态建构师

合纵：帮助核心企业整合资源

榕树理论：独木成林、广泛覆盖、共荣共生

核心
企业

连横：形成以股权为纽带的各类合作

群架理论：打破边界、彻底跨界、抱团竞争

生态投资通过合纵连横的手段，帮助企业通过业务、股权、数据合作的方式实现加速成长

生态投资是一个基金群的概念，各产品投资决策上独立、价值相互关联

生态基金

基金系企业

基金系企业 基金系企业

生态基金

基金系企业

基金系企业 基金系企业

基金系企业

业务协同 客户协同 ……

立足产业生态，对接各类资源，推动企业升级，注入战略资本

PE

VC
天使

Pre-IPO

大数据生态基金

企业发展阶段

资金需求



数聚资本---复合产业生态建构师

缔造生态统治力的核心企业

投资
农信
互联

投资EOP
（从农信
互联孵化）

“EOP+EOP基金”
投资养殖业、
种植业（农业）

标杆案例：农信互联，耕耘10万亿大农业

3.垄断该行业，整合该行业

1.投资核心企业，助推其成长

2.与核心企业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4.投资能与生态对接的领先技术



物理承载---大数据产业园区，大数据特色小镇建设运营

构筑经济新生态，发展区域经济的全新服务体系：一张蓝图、两个基石、三大引擎、五大抓手和 N 个工程

因地制宜，产城融合，探索创新，合力打造大数据生态圈，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蓝图

优势产业升级
新型产业聚集

制度变革
结构优化

要素升级

智库把
握方向

传播营
造氛围 联盟汇聚

社会资本

基金撬动
金融资本 园区提供

物理空间

一张蓝图

两个基石

三大引擎

五个抓手

N个工程 智慧党建工程、民生改善工程、信息建设工程……
特色小镇

城郊休闲型

历史文化型

新兴产业型

特色产业型

交通区位型
资源禀赋型

生态旅游型

高端制造型

金融创新型

时尚创意型



诚邀加入我们

• 副理事长单位：30万/年

• 理事单位：10万/年

• 高级会员：2万/年

• 院长单位：30万/年
• 成立地方协同创新研究院：

30万/年

数据服务类企业 行业产融研究院 协同创新合作伙伴



副理事长单位：30万/年

服务类型 权益细则

活动参与

（1）大型活动赞助、冠名费8折优惠，最优先冠名权。

（2）副理事长单位授牌活动1次(企业需自行申请，会员期限内有效，过期作废)。

（3）配合企业品牌活动（沙龙、发布会、论坛等），协助专家邀约两次，联盟内企业邀约两次。

（4）D30企业家俱乐部参与权。

（5）甄选大数据领域有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不少于5次，推荐给企业，并帮助企业获得最大的权益。

品牌宣传

（1）将企业优秀案列、新品发布、创新成果等以简报等形式对接给顶级大数据媒体及政府，形成通路。

（2）联盟渠道媒体（官网、公众号、合作媒体等）宣传推广三次。

（3）联盟大型活动中企业品牌露出不少于3次（联盟宣传板企业LOGO露出）。

（4）联盟官网会员名单宣传展示。

（5）联盟授牌仪式。

政府对接

（1）全年政策动态信息推送。

（2）行业重点政策解读。

（3）政府专项资金申报指导。

（4）政府、行业相关活动对接。

（5）联盟简报会员专栏信息报送。

项目对接 （1）优先对接政府项目。

资源对接 （1）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合作资源，专家学者资源、商业合作人脉资源等。

专属权益：成立行业专业委员会



理事单位：10万/年

服务类型 权益细则

活动参与

（1）大型活动赞助、冠名费9折优惠，次级优先冠名权。

（2）配合企业品牌活动（沙龙、发布会、论坛等），协助专家邀约一次，联盟内企业邀约一次。

（3）甄选大数据领域有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不少于3次，推荐给企业，并帮助企业获得最大的权益。

品牌宣传

（1）将企业优秀案列、新品发布、创新成果等以简报等形式对接给顶级大数据媒体及政府，形成通路。

（2）联盟渠道媒体（官网、公众号、合作媒体等）宣传推广两次。

（3）联盟大型活动中企业品牌露出不少于2次（联盟宣传板企业LOGO露出）。

（4）联盟官网会员名单宣传展示。

（5）联盟授牌仪式。

政府对接

（1）全年政策动态信息推送。

（2）行业重点政策解读。

（3）政府专项资金申报指导。

（4）政府、行业相关活动对接。

（5）联盟简报会员专栏信息报送。

项目对接 （1）参与联盟主导的实质性项目对接。

资源对接 （1）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合作资源，专家学者资源、商业合作人脉资源等。



高级会员：2万/年

服务类型 权益细则

品牌宣传

（1）联盟渠道媒体（官网、公众号、合作媒体等）宣传推广一次。

（2）联盟官网会员名单宣传展示。

（3）联盟授牌。

政府对接

（1）全年政策动态信息推送。

（2）行业重点政策解读。

（3）政府专项资金申报指导。

（4）政府、行业相关活动对接。

（5）联盟简报会员专栏信息报送。

项目对接
（1）行业编队候选。

（2）BP1对1指导1次，资本对接协助1次。

资源对接 （1）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合作资源，商业合作人脉资源等。



行业产融研究院院长单位：30万/年

服务类型 权益细则

活动参与

（1）大型活动赞助、冠名费8折优惠，最优先冠名权。

（2）行业产融研究院授牌活动1次。

（3）配合企业品牌活动（沙龙、发布会、论坛等），协助专家邀约两次，联盟内企业邀约两次。

（4）D30企业家俱乐部参与权。

（5）甄选大数据领域有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不少于5次，推荐给企业，并帮助企业获得最大的权益。

品牌传播

（1）将企业优秀案列、新品发布、创新成果等以简报等形式对接给顶级大数据媒体及政府，形成通路。

（2）联盟渠道媒体（官网、公众号、合作媒体等）宣传推广三次。

（3）联盟大型活动中企业品牌露出不少于3次（联盟宣传板企业LOGO露出）。

（4）联盟官网会员名单宣传展示。

需求对接 （1）联盟会员层面的传统产业+大数据层面的合作需求对接。

项目课题

（1）顶层设计规划。

（2）产业升级研究。

（3）产融项目承接。

政府资金支持 （1）产融创新项目政府资金支持。

专属权益：联合成立行业产融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小绒线胡同22号

电话：010-66156811

邮箱：marketing@zgc-bigdat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