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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学生李重光搭上 105 路公交车，
掏出手机刷起了“朋友圈”，他所用网络是
免费的“惠民 WIFI”。“只要注册一次，即
使换车也能自动连上。”小李连称方便。

在华新社区，居民刘若霞出差回到小
区门口，输入 6 位验证码打开智能快递
柜，拿到了前一天快递送来的包裹。“我的
工作要经常出差，有了快递柜，就能尽情

‘买买买’啦。”
“我要开 3 个店，没想到一个窗口就

把所有审批办完了。”宁夏同济堂医药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燕萍告诉记者，从提交
材料到拿到《药品经营许可证》，“我掐着
表算，一共用了 2小时 58分钟”。

和李重光、刘若霞、董燕萍一样，银川
千万市民正在享受智慧城市带来的便利，
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应用并非是智
慧银川的全部内涵。作为全国以城市为
单位进行顶层设计的智慧城市样本，银川
基于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环保等 10
大重点领域 13 个模块的智慧城市建设，
正在为其他城市遇到的普遍问题交出答
卷：打破信息壁垒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价
值？数据的无缝流转和有效分析怎样给
予城市“最强大脑”？而归根结底的问题
是：在从智慧城市 2.0 到 3.0 版本的跃迁
中，城市的面貌和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将发
生怎样的变化？

“耳聪目明”新城市

“智慧城市 1.0 是以单一目标的分散
建设为主，数据分散，只能解决单个行业
的简单问题；2.0 则实现了以城市为单位
的目标、架构和资源的统筹规划，强调大
数据的集中和互联互通；3.0 则以大数据
为核心，以大连接为基础，实现全社会的
大协作，这个阶段强调以人为本的大数据
运营。”与银川市政府成立合资公司进行
智慧银川设计实施的中兴通讯执行副总
裁庞胜清这样概括智慧城市的 3 个阶
段。显然，对数据资源的处理方式和运用
是其中重点。

从打破壁垒到串联成片，数据资源的
获得正是智慧城市从 2.0 进展到 3.0 的基
础。从银川实践看，“边破边立”带来的是

“耳聪目明”的新城市。
“破”是指打破信息孤岛，让数据能

够顺畅地跨部门共享，跨领域流通。银
川市副市长郭柏春介绍说：“为什么会出
现要求证明‘我妈是我妈’？就是各部门
的数据不能共享，更新的频次不一样。
银川是全国第一个把政府各部门的数据
统一到政府智慧城市平台里进行信息共
享的城市。”

2014 年底，银川市将分散在 26 个行
政部门的审批职能剥离出来，划归新成立
的行政审批服务局，原有 26 个行政部门
的监管职能不变，将原有的多部门审批压
缩到一个部门审批。以此为抓手，政府各
部门的“信息孤岛”被打通，形成数据共
享，建立有效的大数据应用平台。数据共
享产生了崭新的服务模式，拿银川推出的

“云证通”来说，是在大数据基础上实现
“多证合一”，构建“办证不出证，数据来验
证”的电子化验证体系，为企业提供了一
张万能的“数字身份证”。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汪玉凯坦言：“‘智慧银川’的关键，
就是打破了部门和行业壁垒，打通壁垒后
激活了数字资源，可催生出新产业。银川
是省级城市中第一个建立行政审批服务
局的城市，也是为‘智慧城市’建设做了较
为完备的统一规划部署的城市。”

“立”则是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获
取新的数据资源。从以往经验看，城市管
理者们手中的数据资源，宏观数据多，微
观数据少，代表趋势数据多，反映实时变

化数据少。智慧城市要想真正智慧起来，
还要为自己打造新的眼睛和耳朵。

今年 7 月，银川智慧医疗数据采集终
端健康自检仪正式进入百姓家。一年
100 元左右的租金，就可以把这个巴掌大
小的“小家伙”请回家，它可以完成血压、
心率、心电、血糖、体质指数、基础代谢率
等 21 项健康指标的检测，而这些数据都
可以直接用手机读取，并被实时传输到智
慧银川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智慧医疗的
核心就是要完成健康医疗数据的采集，搭
建起健康大数据云平台”。宁夏利安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敏说。

在银川，36 万多辆放置有交通环保
卡和 1481 辆搭载公交计数器的公共汽车
行驶在马路上。中兴（银川）智慧城市研
究院交通模块项目经理杨典平告诉记者，
通过交通环保卡和公交计数器，“现在每
天采集过车数据 180 万条左右，采集客流
50 万次左右。通过采集车流量数据，汇
集全城交通状态，是交通管理部门合理配
置运力、科学规划路网的基础”。

在银川，平安城市建设新增了 2678
个视频监控点，在关键点位安装了人脸识
别系统。城市应急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
姜彤告诉记者，这些新安装的高清摄像机
将成为“天地空一体化监控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变主动救火为主动预防，创新
城市应急管理”。

郭柏春将银川智慧城市的整体架构
概括为“一图一网一云”。一图，是敏锐的
五官，通过部署各类物联网感知终端，结
合全景真三维地图，对城市各要素进行空
间 节 点 定 位 ；一 网 ，是 强 健 的 神 经 ，
8000G 的城市光网络让数据通行无阻；
一云，则是大数据中心云平台，是整个城
市的“大脑”，对数据进行存储和挖掘分
析，让数据产生价值。

科学决策新道路

每天乘坐 112 路公交车上班的银川
白领古联星突然发现，早晚高峰时段的
112路车变多了。“之前有时候都挤不上去
车，但现在感觉宽松多了。”的确，新增加

的 112 路公交车来自“富余”的 5 路公交
车。“我们通过客流计数器对所有线路进
行运力分析，发现 5路车资源充足，而 112
路人多车少。运力不足不见得非要买车，
而是要精确调配资源。”杨典平表示。

和银川的公交车调配一样，“精确”这
个词在记者的采访中被反复提及。如果
说智慧城市 2.0 解决的是数据抓取、整合
和存储问题，那么智慧城市 3.0 版本，就
是解决“数据怎么用”的问题，二者自然衔
接，充足的数据正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今年 1 月 27 日，银川个体工商户登
记、食品经营、文艺表演团体设立、医师护
士注册等市场准入、日常经营、职业资质
等相关的 78 项法定行政审批事项正式改
为备案管理。“备案制”让政府职能由“重
审批、轻监管”转向“宽准入、严监管”。而
这一转变正是来自于之前收集的大数
据。郭柏春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精准
监管。“精准监管是利用平时监管所形成
的大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按照行业、法人
群体等不同类别，找出违规事项中的规
律，给监管部门提供精确指向。未来银川
还将分批次地把更多审批事项改为备案
管理。”

36 万张放置于私家车上的交通环保
卡和 1481 部公交计数器产生的数据，不
仅仅是解决公交车资源分配问题。“上海
西路+尹家渠北街路口，相位 C 绿灯建议
配时 100 秒。”在银川交通仿真决策支持
系统的大屏幕上这样显示。中兴（银川）
智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巩远波介绍说，这
正是采集交通环保卡上的车辆位置信息，
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流量预判，从而实

时控制红绿灯时间，对全城的交通进行智
慧疏导。“累计下来的数据，还能为未来对
特定区域在特定时段实施拥堵收费打下
基础。”

而综合性的数据来源则让应急指挥
中心去年 9 月发出了第一份银川城市旅
游预警。“对航空、火车、长途汽车的客流
量和酒店入住率进行整合分析，同时与各
大景区的游客承载量进行比对，甚至我们
还考虑了网上对银川作为旅行目的地的
搜索量变化，最终给出了这项旅游预警。
而做出这一预警的前提正是有一个统一
的平台，能够把多个来源的数据加以整
合。”姜彤如是说。

“智慧城市是一个系统过程，它的发
展必然带来一些新的产品，这些新产品将
催生新的产业。”郭柏春表示。智慧城市
进入 3.0，意味着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也
意味着新的业态开始被催生，新的产业不
断衍生出来。依托于银川大数据中心，银
川滨河新区的智慧产业园一片繁忙，包括
智能快递柜、冷链生鲜柜、智能垃圾箱等
智能产品生产企业，大数据分析与挖掘的
数据增值服务产业等一系列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都已决定在这里“安家”。“企业主
告诉我，它们看中的是‘前店后厂’模式，
比如智能设备，可以直接带客户去参观它
们在银川的落地应用。达到有生产线、有
试点应用的效果，这也有利于智慧银川的
经验推广。计划到 2020 年，我们将建成
总规模可容纳 50 至 100 家以大数据、云
计算以及智慧装备制造相关企业入驻为
主的专业产业园。”智慧产业园负责人王
川这样告诉记者。

“过去办个住房贷款，中心巷、新华
街、北京路来回折腾，一堆表格少一张都
要重新打印办理，没想到这次给闺女办，
一天就办下来了！”在银川市民大厅 D3
厅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家住阅海万
家小区的曹阿姨一脸喜色。

宁夏月八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陈思同样一脸喜色：“联审的速度真
快，我早上 10 点才来，现在不到下午 3
点，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证和企业公章居然都拿到手了，回去
就可以开业了！”

在这些愉快的市民身后，市民大厅
一层大堂角落的一个玻璃柜里，静静“躺
着”59 枚“退休”印章。它们分属于发
改、建设、食药、文广等 26 个部门，现在
这些部门 100 多个科室办理的 153 项行
政审批权，全部划转到行政审批服务局
7 个 业 务 处 室 办 理 ，审 批 人 员 精 简 了
90%，59枚印章也变成了 1枚印章。

支撑高效与便捷的正是信息技术。
百姓办事，信息跑路，一套“银川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审批软件系统”，带来了一条
审批办件生产流水线。“我这个局长手里
没啥权力，权力都在系统里，如今我们可
以实现联办事项一口办理，关联事项一
章多效，踏勘验收统一勘验。”银川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局长杨兆华告诉记者，与
此同时，还有 227 个事项实现了网上审
批，“市民不用提交原件，也不用到现场，
就可以在线办理业务。”

在市民大厅电子监察室里，每一位
工作人员的操作流程都受到监控。诸如

“B4分厅 23号工作人员 15点 23分至 15
点 27 分看手机信息”，这样不符合服务
规范的行为被一条条记录下来。监察室
负责人李琴告诉记者：“打造阳光审批，
就是要有相应的监察和奖励手段，这同
样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比如我们有一
个时限提醒系统，应该 24 小时之内办结
的事项，在倒计时 3 小时会以黄灯提示
办事人员，到时未办结就亮红灯，我们也
会马上知道。”

如今，市民大厅人气“兴旺”，日均接
待市民 13000余人，累计接待 320万人，
平均每天办件 8772 件，行政审批服务局
的网站上累计办理各类审批 1.9 万件，
高效快捷的信息政务系统，让智慧政务
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个小区，有点不一样。
8 月 31 日下午 2 点 07 分，银川

市民闫红香来到观湖壹号小区西
门，她没有刷卡，只是扫了一下脸，
大门就自动打开。“以前丢了卡还要
花钱补办，去趟超市拿着买来的不
少东西根本掏不出门卡，现在‘刷脸
进门’，这些问题就都没了！”闫大姐
笑着说。

中兴（银川）智慧城市研究院智
慧社区组组长杨标告诉记者，这套
人脸识别门禁系统，采集了人脸
100 多个点位信息，可以直接和户
籍信息、社区常住人口数据信息等
进行比对。

下午 2 点 32 分，观湖壹号小区
清扫员潭大姐急匆匆地走向蓝色智
能垃圾桶。“手机上收到提示，说垃
圾桶已经装满，传统垃圾桶我要天
天清理，智能垃圾桶能自动压缩垃
圾，一周清理两次就够了。”记者数
了数，像这样的垃圾桶在小区的道
路两侧有 19组。

下午 3 点整，在小区天天体检
屋里，体检员李英向记者展示了今
天来这里做体检的人员名单。“今天
人不多，只有 12 个。只要是小区居
民，刷身份证或者市民卡，就可以进
行包括血压、血糖、骨密度等在内的
18 项免费体检，数据会上传到市里
的健康数据大平台，居民拿手机可
以查询。”不过，杨标表示这还不够：

“我们已经征得卫计委同意，将来天天体检屋会转型成有
一个全科医生、2 个健康管理师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能为
市民提供更多服务。”

下午 3 点 15 分，“咱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这样过！”丽
景街观湖社区书记周全红历数各项智慧社区服务，难掩
激动之情。不过，他也告诉记者，对社区的智慧“武装”还
在进行中。“我们正探讨开发和部署远程呼救系统和独居
老人的监控系统，为居民提供更多服务！”

观湖壹号只是银川智慧社区的一个缩影。杨标表
示：“现在华新社区、宝湖社区和观湖壹号社区 3 个试点
项目已经全面上线运行，除了你们看到的这些，还有社区
噪音监控、水质监测、政务自助办理终端、远程抄表入户
等一系列智能系统，未来我们的智慧社区要推广到银川
市内的 50个小区，让市民的生活更美好。”

“宁夏回乡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有融资宣传的需求，宁夏四维金盾
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有建立财务
体系的需求，而这些不同需求，都可
以通过‘云’上的专属定制服务来满
足。”中兴云服务公司总经理王东明
对记者说。

智慧城市不仅服务于市民和城
市管理者，同样在服务千千万万中
小企业。在银川，被称为“中兴云”
的“企业云”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大
平台。依托滨河新区大数据中心，

“中兴云”在云端虚拟了人事、财务、
法律等部门，企业以低于市场的优
惠价格，从“中兴云”享受到 IT、法
律、人事、财务、金融、孵化的一站式
全方位云服务。

开设枸杞销售公司的小丁就是
“中兴云”用户。他告诉记者，现在
一般性的企业管理事务都可以在云
上“外包”出去，“我就是个‘甩手掌
柜’，把精力专注在市场开拓上”。

“中兴云”上线短短几个月，已经吸
引来 800 多家中小企业，入驻服务
商 57 家，其中全国性服务商 10 家，
本地化服务商 47 家，整理服务包
180 个，为中小企业在管理和运营
等多方面对接优质服务机构。

“简单来说，就是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为企业提供标准化、产品化的
专业服务，整合和匹配社会服务资
源和中小企业服务需求。”王东明介绍说，“中兴云”是基
于云平台技术面向中小企业万众创新的专业服务平台，
它由企业咨询服务、企业金融服务、产品孵化服务、企业
办公应用服务、线上销售服务和商机圈服务 6 大支柱组
成，帮助中小企业和众多创业者降低管理复杂度和运营
成本，快速推出产品和拓宽营销渠道，打通供应链瓶颈，
从而进一步为万众创新营造更好的专业服务环境。

作为全国以城市为单位进行顶层设计的智慧城市样本，银川基于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环保

等领域的智慧城市建设，正在为普遍问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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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服务在云端
本报记者

陈

静

拓兆兵

智慧社区

：
﹃日子还能这样过

！
﹄

本报记者

陈

静

拓兆兵

社区天天体检屋与网络医院及远程诊断等健康惠民设施互连，为社区居民提供便

利的医疗、养老、保健等服务。

右图 银川市某小区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下图 智能快递柜可便利地收发快递，也是一个多功能综

合自助服务终端，方便居民办理各项政务事项、缴纳各类费用。

电子公交站牌发布公交车实时到站距离、预计到站

时间、车上拥挤程度等信息，方便居民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