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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莱芜战役纪念馆，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先后参观了“鲁中

抗日战争展览馆”、“莱芜战役展览馆”、“莱芜战役全景画馆”和

“战斗英雄事迹”等展室，认真听取了讲解员的详细介绍，大家驻足

聆听革命先烈英勇斗争的光荣事迹，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受

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在馆内一张张感人的照片、

一件件珍贵的器物，真实地展示了党政军民在战争时期所做出的突出

贡献，诉说了莱芜战役中，莱芜人民破家支前的光荣历史，触及了大

家的思想灵魂，坚定了理想信念，深化了群众观念，增强了党性修养。

        参观结束后，全体人员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前重温入党誓词，向在

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致敬。通过此次活动，双方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加

强企业党建结合起来，践行三牛精神，弘扬奉献、创新、实干的优良

传统，充分展示了党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加强了党支部之间的沟

通与交流，拓展了党建共建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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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软件园第一党委 乾云信息集团党支部党员代表
走进莱芜战役纪念馆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坚定信仰

信念结合起来，锤炼党性修养，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4月

25日，齐鲁软件园第一党委、山东乾云信息集团党支部走进莱芜战役

纪念馆，联合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接

受革命精神的洗礼。齐鲁软件园第一党委党建指导员张承华、赵学友、

娄爱民和全体党建专员，乾云信息集团总经理张辉、党支部副书记王

晖和部分党员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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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峰会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一次盛会，也是国内首

次以国家级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冠名的高端峰会，峰会吸引了来

自全国获批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城市及黄河流域城市政府及

相关部门领导，行业专家学者和全国人工智能领先领军企业代表，各

大人工智能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组织代表约290人参会。

乾云信息集团二级公司乾云启创获得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军企业（云计算领域）”荣誉称号

        4月19日，由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主办，山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济南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济南国家级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

导区高端峰会暨黄河流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博览会在山东大厦开幕。

峰会以“应用驱动创新，融合智造未来”为主题，展示了国家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区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两区”同建成果。

        作为峰会分论坛，济南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成功

举办。山东乾云启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新一代信息技术领

军企业（云计算领域）”，山东乾云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辉被评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军人物”。



        乾云启创是一家由高层次引进人才团队发起的技术驱动型产品

公司，定位云计算核心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基于软件定义数据中心

技术思想，已陆续研发并发布了服务器虚拟化系统、桌面虚拟化系统、

超融合系统等云基础设施层企业级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国防、党政、

金融、教育等多个行业。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定位于企业根据发展需要设立的技术研

发机构，是企业在所处行业和领域着力突破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抢占

科技战略制高点的创新平台，主要负责开展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

产学研合作和创新人才培养、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等，此次获批是对乾

云启创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充分肯定。

        下一步，乾云启创将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积极引进高端

技术人才，着力培养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进一步完善研发设

施、健全创新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为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健全技

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助力我省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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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培训邀请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

发基地精益智造所所长梅清晨，以《精益思想赋能智能制造，打造精

益智造新模式》为主题，分别从企业推行智能制造的共性误区、精益

智造的实现途径以及精益智造在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实践应用等

方面开展专题讲解。此次培训参与人数达2000余人，部分省属企业

参训人员针对各自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老师进行了互

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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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

转型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省属企业数字化转型工

作整体进程，根据《省属企业数字化转型2021年工作要点》

要求，可信云研究院山东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中心主

办的山东企业数字化转型研习社（以下简称数研社）于

2021年4月27日上午开展第一期线上培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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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研社在省属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专班的指导下，为各省属

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等领域前沿理论和交流互动平台，共

同推进省属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工作整体进程。本年度，数研社将定

期开展课程，并就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具体场景和企业面临

的数字化转型痛点，开设专门的课程和研讨会，进一步营造山东省企

业数字化转型浓厚氛围。



        本次大会优选了9个合作项目现场签约。作为山东省推进国有企

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产业化发展的重点项目，山东产权·乾云信息

集团与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研发基地、人工智

能领域领军企业科大讯飞、工控领域龙头企业和利时科技集团、网络

安全领域上市企业启明星辰集团等单位联合签署“企业数字化转型产

业化战略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汇聚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头部企业

或机构的技术、人才、资源等综合能力，深化信息科技在企业生产经

营的应用，激活数据要素助推创新发展，加速赋能我省企业数字化转

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山东省国资委主任张斌、二级巡视员王绪超、山

东产权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利等有关领导共同见证该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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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产权·乾云信息集团签约
“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化战略合作项目”



        国际合作创新中心以国际化、创新化、扁平化、多元化相融合的

理念，紧紧围绕引进“卡脖子”技术、引入国际顶尖科技人才的核心

目标，打造国际科技合作、国际项目孵化、国际产业导入的国际创新

示范基地。

        人民日报、大众网、山东商报等近10家新闻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

道，10万余人次通过海报直播在线同步收看。

        “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化战略合作项目”旨在汇聚新一代信息技

术、智能制造等领域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的先进技术成果和解决方案，

为省属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将全面塑造省属企业产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对于加速赋能省属企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和推动我省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大会，省国资委共组织17家企业对28个新动能转换项目进

行 了 重 点 推 介 。可 信 云 研 究 院 国 际 合 作 创 新 中 心 主 任 房 思 聪 就 

Amaca水凝胶生物医疗、Intelix神经细胞再生、Bitno大数据安全平

台、混凝土技术创新减少隐含碳排放等4个高科技项目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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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1日，威海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朱崇东一行到访乾云信息集团，

对云计算及数据资产综合利用开展调研工作。乾云信息集团副总经理

贾立平、乾云启创执行总经理吴瑞等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贾立平介绍了乾云信息集团可信云操作系统、云计算

关键技术，以及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助力国家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在

军队、军工、党政机关等重点行业的规模化应用情况；山东数据交易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晓霞对公司在省大数据局指导下开展的数据登记

业务、数据资产流通等工作情况进行交流；山东可信云信息技术研究

院院长助理苗蕴章对研究院开展智库咨询、关键技术研究、行业应用

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地市协同等工作进行汇报交流。

        朱崇东对乾云信息集团“研产投”发展模式及自主可控核心技术

能力给予肯定，希望双方在云计算及数据资产综合利用领域加强合作，

推动威海数字化转型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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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1日，由山东省工信厅指导，潍坊市工信局、潍坊市国资委

主办的“数据赋能实体经济山东行潍坊站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论坛”

在潍坊成功举办。可信云研究院副院长姜健应邀参加活动并做政策解读。

       姜健对《山东省推进工业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方案(2020-2022年)》

进行解读，重点介绍了《实施方案》编制的有关考虑，以及加快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工业数据采集汇聚、推动数据流通交易、深化数

据融合应用、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强化数据安全防护、完善产业生态

体系等七项重点任务和五项保障措施。他表示，工业大数据是推动制

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在企业数字化转

型中发挥重要作用。《实施方案》为我省工业大数据发展明确了实施

“路线图”，即以打造“一个平台(工业大数据平台)、一个库(工业基

础大数据库)、一批应用(工业大数据应用)、一片云(工业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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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线，以数据驱动加速工业升级，形成资源富集、应用繁荣、治理

有序、产业进步的工业大数据生态体系，加快推进全省工业数字化转型。

        可信云研究院作为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和我省首批大数据创新服务

机构，依托山东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中心共建单位优势力量，针对我

省工业企业发展基础和特点，深入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切实解

决企业数字化转型遇到的关键问题，为政府政策制定和企业数字化转

型提供咨询服务，全面助力我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山东可信云信息技术研究院是在省科技厅、省国资委

和济南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由山东乾云信息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山东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管理中心、山东大学三

方发起，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和沈昌祥院士团队等

五方共建，立足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需求，面向国家安全、

产业经济和民生服务等领域，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区块链、云服务等方面开展可信云关键技术研究、行业应

用创新及产业化示范推广，采用“科技创新+产业聚合+资

本助力”的研产投协同发展模式，构建可信云产业生态体

系，努力发展成为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新型研发机构。



        会上，刘春向调研组汇报了公司经营情况与业务发展规划，各业

务单元负责人针对业务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调研组进行深入交流。王

利对乾云信息集团前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肯定，进一步明确了乾

云信息集团在山东产权的战略定位，希望乾云信息集团把握数字经济

建设的政策风口，聚焦战略发展目标，夯实技术基础，发挥核心竞争

力，打造顶尖高科技企业。

        山东数据交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彭勇，山东产权信息技术部副

部长单捷昌，山东国赢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厚明，山东产权

综合部主管朱磊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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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全省“十强”产业之一，“新基建”风头正

劲，全省各地纷纷布局。本次德州市数据枢纽京津冀节点及区域重大

示范应用项目成功入选，将建设数据枢纽京津冀分节点，以及产业大

数据互联网平台和教育网信安全平台两个重大示范应用，拉开了德州

市发力“新基建”，培育新动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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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发改委日前确定了2021年全省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项目库优选项目，德州市20个项目入选，
总投资近105亿元。

德州20个项目入选2021年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

总投资近105亿元

        据了解，德州入选的这20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41.44亿元，主要

涉及新基建、高端装备、新材料、现代高效农业、高端化工等多个领

域。具有投资规模大、涉及领域广、引领带动强的特点。截止3月底，

开工项目18个，开工率90%，完成投资14.1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34%。



        山东数据枢纽京津冀节点以促进大数据全链条产业发展为核心任

务，数据枢纽工程京津冀节点作为国家北部地区数据资产流通的关键

基础设施，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高可信数据资产中心、数字同城超高速

数据专网、数据流通综合服务平台、网络空间与大数据安全运营中心

四个组成部分。项目采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联邦学习等相关

技术，从产业上游丰富数据来源、提高数据质量，到产业中游加强数

据处理、交易和流转，再到产业下游强化数据挖掘与应用、充分发挥

数据价值，实现数据要素流通从创新能力到价值提升的全面升级。项

目建设完成后，将重点服务数据治理与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

创新产业生态建设，带动面向农业、工业、以及金融、招商、外贸、

医疗、交通、教育等服务业的一批示范应用项目落地，为制造型企业、

服务型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地方政府、产业园区、金融/类金融类

机构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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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云动向

        2020年，在德州市政府、德州市大数据局、德州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引入了山东省数据枢

纽工程（2020年山东省补短板强弱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重点项目）的重要节点工程——数据枢纽工程京津冀节点

及区域重大示范应用项目。

        2020年，在德州市政府、德州市大数据局、德州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引入了山东省数据枢

纽工程（2020年山东省补短板强弱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重点项目）的重要节点工程——数据枢纽工程京津冀节点

及区域重大示范应用项目。

山东省数据枢纽工程京津冀节点

关注数据/认识数据/经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