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在现代的城市人，都会遇到这样
的问题：到医院看病，重复化验检查和排
队，不仅带来经济损失，更对身体造成损
害；上下班高峰，车辆堵在路上，司机的怨
气与汽车尾气一同排放；想游览城市多个
景点，如何能合理利用时间，避免处处看
人头的窘境⋯⋯

有没有一种方式，让生活更加舒适？
有没有一条出路，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更加高效？有没有一个办法，在不增加能
源消耗的前提下让城市更有活力？

河北省秦皇岛市用创新手段建设的
“智慧城市”就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
题。通过信息化和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
广泛应用，秦皇岛有效激活了城市管理的

“中枢神经”，让交通、医疗、治安、城管、旅
游等多个系统互联互通，实现了信息资源
共享和实时快速反应，使得城市的精细化
管理得以实现、促进了市民生产、生活方
式的悄然改变。

创新管理手段

秦皇岛市不仅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
城市，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海滨旅游城
市。在这样一个城市中，如何打造宜居宜
业的和谐发展环境，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至
关重要。河北省委常委、秦皇岛市委书记
田向利说：“检验一座城市是否具有竞争
活力，这座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节点。精细、精准、便捷、高效都
是重要考核指标，而要实现这些要素的有
机统一，唯有创新城市管理手段，采用现
代信息技术强化城市管理，才有希望到达
理想彼岸，这就是建设智慧城市。”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秦皇岛把智慧
城市建设作为打造现代化城市，提升城市
综合竞争实力的核心任务加以重视，决定
采取以市场换产业的发展模式，全面推进
系统集约共建、信息资源共享为原则的智
慧城市建设。该市首先成立了指挥管理、
专业咨询监理、建设运营三个团队，采取
了政府制定发展规划，企业投资运营，第
三方实行咨询监理的 PPP 模式，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

在充分利用中国联通投资 12.9 亿元
建设的光纤及无线宽带网络城区全部覆
盖的基础上，秦皇岛大胆开展投资机制创
新，于 2012 年 8 月 12 日与中国最大的网
络通讯器材制造运营商——深圳中兴网
信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建设智慧城市
的框架协议，以政府连续 5 年、每年 7000
万元购买其服务的方式支持中兴网信在
秦皇岛市建设智慧城市网络管理系统。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契约式的合作模式创
新，划清了政府与企业的职责边界，由前
者主导重大决策、组织制定规划、确定标
准规范、提供政策支持；后者作为投资及
开发主体，全权负责智慧城市管理的开发
建设运营等业务，使双方形成了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极大地调动了
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得秦皇

岛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展开。
目前，秦皇岛智慧城市云服务中心和

一期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平安
城市等应用系统已完成大部分工程量，并
通过验收，进入运行调试阶段。包括 125
台服务器、云平台管理系统、智慧城市门
户、智慧城市 APP 等内容的云平台项目
已成为承载秦皇岛智慧城市应用系统运
行和数据存储的软硬件平台。全市应急
协同指挥系统、城市行政事务网上审批系
统已经开始全面使用。

创建网络平台

走进秦皇岛市数字化城管指挥中心，
记者看到大屏幕上闪烁着城管巡察管理
网络监控的画面及全市 40 多名城管监督
员通过流动观察采集的信息。从井盖丢
失到自来水管泄露，从商贩摆摊扰民到苗
木缺失毁损，毫无例外地能通过“城管通”
移动终端传输系统瞬间体现在指挥平台
之上，很快由指挥中心通过系统分析后分
别反馈到各下属单位及全市 41 个职能部
门，并监督其限时解决。

秦皇岛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
中心副主任李新强对记者说，通过创新城
市智慧管理系统，这就等于给我们多个部
门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多个部门都能
协调联动，很多问题都能做到第一时间知
情、第一时间解决。

为保证“智慧城市”项目符合客观实
际，秦皇岛市专门成立了智慧城市建设领
导小组，组织国家、省、市各领域专家成立
了“秦皇岛智慧城市建设专家委员会”，负
责项目论证、意见咨询和方案审查；组织
召开了智慧城市建设需求说明会，分别与
工程涉及的公安、旅游、卫生、城管、交通

等部门进行了项目技术论证；而中兴公司
在秦皇岛市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大胆采用
一套系统、多家使用的“1+N”整体框架模
式，分别搭建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慧交
通、行政事务审批、平安城市等多个应用
系统，使智慧延伸到了各个领域。

在游人如织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来自
北京的李小倩女士发现，从浴场沙滩到景
区村庄，到处都有免费的 WiFi 无线网络，
自己拍摄的美景，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和好
友们分享；手机 APP 软件，可以提供景区
及周边信息查询、景区自助导览等多项服
务⋯⋯

据秦皇岛市旅游局信息中心负责人
姚鸿志介绍，由于创新创建了城市智慧旅
游系统，使得秦皇岛自主旅游等业态持续
升温，今年 1 月至 7 月，全市仅乡村游就接
待游客 365.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在该市公安指挥中心，秦皇岛市公安
局技防支队政委李怀国告诉记者：“秦皇
岛这两年在平安城市智慧系统建设的创
新创造可以说是空前的。不仅在全市设
立了 1806 路高清监控区域，形成了市、
县、派出所三级视频监控巡察管理网络，
使得查缉布控、快速布防、案件智能分析 3
个警务应用系统得以诞生。同时使得全
市主城区和旅游区所有的宾馆、酒店和民
宿纳入了管理范围。”

创造智慧生活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鲜词汇，
秦皇岛市民陈丽英显然还有些陌生，可她
知道，现在看病，比原来省事多了。“现在
看病真是太方便了，自助挂号、费用结算、
查看信息，一张小卡就全部搞定了。”在秦

皇岛市第一医院，通过网络预约看病的她
仅仅拿着自己的社保卡，不用多次排队就
进行就医和结算，使得看病等候时间缩短
了一半。

据该市卫计委智慧医疗办公室主任
陈海平介绍，秦皇岛智慧医疗系统创建创
新，不仅在全省率先实现社保卡、健康卡
二合一，同时全市已有 16 家医院电子病
历和电子健康档案全面共享，使得人民群
众就医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一年下
来，其中仅创新网上就诊挂号一项，就为
民众节省挂号费支出 400多万元。

“创建智慧城市是手段，不是目的，而
真正的目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促进城
市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
式。”秦皇岛市长张瑞书告诉记者。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秦皇岛形成了
一个有形的智慧产业生产营销链条。康
泰医学、尼特、燕软、东软等 37 家智慧城
市产业链相关企业攥成了一个拳头，竞争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市场，使秦皇岛市智慧
城市建设的进程得以加快，提升了城市精
细管理的进程，促进了城市招商引资等工
作的开展，同时还通过信誉扩张，使得全
国 10 余个城市在短短一年间就选择了秦
皇岛智慧城市建设方案，形成了智慧产业
生产营销链条。

在采访中，中兴网信秦皇岛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思昱告诉记者，智慧产业的
前景是十分可观的，仅他们建设的秦皇岛
开发区智慧城市北方基地，5 年内预计就
可安排就业人员 2000 名，实现销售收入
30 亿元，10 年内有望安排就业人员 4000
人，实现销售收入 100 亿元。截至目前，
仅中兴科技公司一家已经与国内多个城
市签订智慧城市合作协议，建设金额达
120亿元。

一个企业内部创业孵化项目如何通过企业平台，
引进人才、创新机制来完成，中青旅旗下遨游网进行了
大胆尝试。日前，遨游网在上海宣布，推出专业户外旅
行品牌“如是户外”，这是“遨游网+”的首个孵化项目。

我国近年户外生活方式盛行，数据显示，5 年时
间，我国马拉松人口就从 30 万发展到 500 万，预测到
2025 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 5 万亿，从户外
运动产品人均消费看，行业还有十几倍的增长空间。

“如是户外”看中的就是这一巨大市场。遨游网
CEO 骆海菁介绍说，“如是户外”是一个专业的户外旅
行 O2O 平台，会推广全球户外运动文化，打造户外资
讯、户外旅行、赛事运动、户外爱好者社区。初期以跑
步、马拉松、骑行、徒步等专业的户外旅行产品为主打，
以自主和开放合作的方式举办特色赛事活动，未来将
进一步融合专业户外运营资源、借力互联网及移动互
联网技术，打造国内领先的户外旅行平台。

中青旅执行总裁焦正军介绍，中青旅以公司文件
的形式，发布了内部创新创业通知，鼓励员工基于“遨
游网+”进行旅游生态圈的创新和创业。中青旅承诺
员工创业项目一旦内部通过，单体项目将获得公司近
百万的“天使资金”支持，并视情况由遨游网对项目进
行“互联网+孵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中青旅进
行机制创新和旅游生态建设的重要动力。

“如是户外”是遨游网创客文化的体现，是中青旅
以遨游网为互联网引擎进行 O2O 创新的一个典型案
例。遨游网对“如是户外”呈开放心态，初期以合伙人、
股权激励等方式进行团队机制创新，未来将积极引入
战略投资者，携手实现对目标市场的快速拓展。

重庆开县是三峡库区的移民大县，深
处三峡腹心，四面环山，全县 160 多万人
口中，外出务工人员常年保持在 55 万人
左右，被称作“打工第一县”。

《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在开县采访时
发现，全县上下已经掀起返乡创业的热
潮，返乡创业“触角”正向多行业、多领域
扩展，创业地域覆盖城镇农村，全县返乡
创业人员创办的经济实体对县域经济的
贡献率达到 50%以上。

返乡人成创业主体

今年 42 岁的肖华，10 多年前还是福
建某鞋厂里的一名“打工仔”，如今他在开
县“小有名气”：2001 年返乡创办的勇华
鞋业公司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品牌企业之
一，销售收入从创办之初的 200 多万元增
长到 2014年的 1.4亿元。

肖华只是近年来开县农民工返乡创
业大潮中的一员。他告诉记者，因为家里
穷，人多地少，1993 年随着劳务大军从开
县到沿海地区打工赚钱，那年他 21岁。

记者了解到，为了缓解人地矛盾，促
进农民增收，开县从 1992 年开始有组织
有计划地引导当地劳动力转移输出，与输
入地签订协议，实行“订单式”输出。此

后，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餐饮、种植、筑路等
行业，都能见到开县农民工的身影，“打工
第一县”的说法由此得来。

2000 年，开县提出“输出劳动力，引
回生产力”，着力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创业。就在这一年年底，在外务工的肖华
带着几十万元的资金，以及学到的技术和
管理知识，回到开县县城办起勇华制鞋
厂，带动就业 800多人。

开县就业局劳务产业办公室主任袁
万祥介绍说，2010 年，开县成为全国首批
5 个“西部地区农民创业促进工程试点县”
之一。之后，开县启动实施了“万人返乡
创业工程”和“外出劳务回引工程”，“外出
打工潮”开始向“返乡创业潮”转变。最近
几年，开县每年都有超过 1 万名外出务工
人员返乡创业。

“2010 年之后，开县外出务工经商人
员逐年减少。”袁万祥说，开县返乡创业呈
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量大，返乡人员创办
的实体企业占到全县市场主体的 50%左
右；二是返乡人员成为创新创业主体，返
乡创业品牌工业企业达 13 家。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开县全县返乡创业人员达到
61250 人 ，创 办 的 经 济 实 体 达 到 28110
户，总投资达到 295 亿元，吸纳就业 19.7
万人。

政府提供全程服务

是什么因素激发了越来越多开县人
返乡创业的热情？

32 岁的彭东是开县人，曾经在阿里巴
巴国际事业部杭州分部工作，2008 年回
到开县创办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做起了
电子商务。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选择返
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开县近年来经济发
展很快，城市功能和交通设施都较为完
善，未来发展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政府出
台多项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返乡创业
环境。

“对发展互联网行业来说，大城市竞
争已十分激烈，三线城市有更大的市场空
间。并且，开县对创业的扶持力度也是我
看重的。”彭东说。

筑金巢，方引凤来栖。记者了解到，
为了吸引更多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开县
不仅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劳务产业办公
室”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而且根据县情和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特点，
规划建设了“一区三园三分园多点”的返
乡创业工业园区和“全县一网”的农业创
业平台、“服务一体”的三产孵化平台，为
返乡创业人员办证、用水、用电、用地等提

供全程“保姆式服务”。
目前，开县返乡创业园共有康园自行

车厂、厦门尚捷贸易公司、东莞煜辉化工
公司、东莞鑫泰电子公司等 86 家企业入
驻，协议引进资金 334 亿元，实际到位资
金 178 亿元，建成投产 59 家，2014 年产值
达到 186亿元。

帮助返乡企业破解“招工难”和“融资
难”是开县县委政府着力思考的问题。袁
万祥说，开县一方面引导返乡创业代加工
企业向乡镇深度转移，让企业直接到乡镇
街道办厂，让劳动者在家门口就能够务
工，以此挖掘利用乡镇街道的闲散劳动力
资源；另一方面，出台《关于小微企业创业
联保贷款实施办法》，规定创业孵化基地
为小额贷款的经办机构，不需担保人担
保、不需财产抵押就能贷款，为返乡创业
企业解除融资“瓶颈”。全县目前累计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 22.5 亿元，发放总额占重
庆市的十分之一。

同时，开县大力推进返乡创业技能培
训工作。记者在开县白鹤工业园区采访
时，正值新一期的返乡创业培训班开班，
30 多名学员酝酿着自己的创业梦想。在
开县，这样的培训班已经开办超过 350
期，先后培训了 1 万多名大大小小的创
业者。

河北秦皇岛市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创新城市管理水平，实现精细化管理——

激活城市每一个细胞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鄢 玲

重庆“打工第一县”上演“凤还巢”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一篇网文近日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流传颇

广。文中对当下“创业热”中出现的抄袭、造假和极端

浮夸现象进行抨击，言辞间不乏激烈之处。这篇文章

中谈到的人和事，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值得我们去关注

的是这篇文章引出来的话题：当下的这份创业热度该

如何保持下去？

去年下半年至今，一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席卷神州大地。在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媒体的大力呼吁

之下，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投身于这场“激发亿万群众智

慧和创造力的重大改革举措”之中。不过，随着投入这

场热潮的人越来越多，泥沙俱下也是难免。这其中，言

过其实者有之，打着创业的幌子招摇撞骗者有之，即便

是认真做事专注创业的人们，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有

认识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若是置之不理，对在全社

会建立起良好的创业氛围不利。

对创业者来讲，风险是创业过程中需要始终考虑

的问题：从创意到融资，从路径模式的确立到各种技术

的攻关，种种风险不一而同：前期市场调研、创业技能、

融资渠道、社会资源开拓以及内部管理，甚至即便是一

时的成功，最终也有可能走向失败。对这些风险，创业

者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对政府而言，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创业者开展

各种创业活动的法律和社会环境，是各级政府应抓的

当务之急。这里面涉及法律、金融、人力资源、知识产

权保护、创业场所等方方面面，相关内容也有不少研究

和评论，不再赘述。笔者想强调的是，要想保持创业的

热度，不仅要有鼓励创业者的政策和优惠措施，要保障

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有一个相对公平和稳定的环境，

更要注意建立起某种有序的创业退出机制。创业不是

赶大集，图个热闹就行了，创业的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

失败的风险，因此，如何通过法律设计和制度安排，来

保障创业者不过度担心创业失败、失败后还有东山再

起的机会，这是政府在当前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

搭台，释放中国经济的无限活力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

时期，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使新的增长点破茧

而出，加大创业创新力度无疑是重要的突破口。在这

种局面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创业者，更应将眼光放长

远，共同努力将当前这股创业热潮保持下去，毕竟，“对

创新创业的呵护和扶助，是最现实、最长远的发展之道

和惠民之策”。

创业热度该如何持续
冯其予

遨游网完成内部首个孵化项目
本报记者 沈则瑾

返乡创业夫妻手工缝制“中国风”

今年同是 30 岁的万焰刚和陈雪婷夫妇从小就对

服装设计以及制作比较感兴趣。2012 年，夫妇俩辞去

了城里的工作，在江西瑞昌市开办了属于自己的服装

厂，主打“中国风”的长袍、旗袍以及衬衫。如今，夫妇

二人共同经营的服装远销东南亚、非洲及澳大利亚等

地。图为工作忙碌之余，万焰刚与陈雪婷在工作室内

通过演奏音乐舒缓心情。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左图左图 一位游客正在通过秦皇岛智慧旅游系统阅读北戴一位游客正在通过秦皇岛智慧旅游系统阅读北戴

河景点介绍河景点介绍。。

下图下图 秦皇岛城管局工作人员在智慧城管指挥中心监控秦皇岛城管局工作人员在智慧城管指挥中心监控

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 秦秦 宣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