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成就上海。作为全国信息化综
合发展水平位居前列的城市，上海政府部
门带头示范，率先探索推进公共数据资源
的共享和开放，既是“互联网＋”时代发展
的需要，更是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服
务水平和能力的重要举措。

近几年，经过相关部门和社会各方的
不懈努力，上海在数据开放和创新应用方
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目前上海市政府数
据服务网的开放内容，已基本覆盖各市级
政府部门主要业务，涵盖了资源环境、道
路交通、信用服务等 12 个重点领域，累计
开放数据资源超过 1000 项。上海通过
持续推动政务数据资源的共享和开放工
作，促进政企数据融合，激发社会各方对
公共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增值利用；带
动企业跨界融合技术、应用和模式的创新
涌现；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政府部门更
主动开放和共享公共数据资源；形成了上
海大数据产业发展和数据创新应用的坚

实基础。
为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前不久，上

海市政府印发了《上海市大数据发展实施
意见》，将按照国家战略部署以及上海加
快“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
中心建设要求，抓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机遇，树立全球视野、对标国际先进、
汇聚全球资源，积极谋划推动大数据发
展。围绕“资源、技术、产业、应用、安全”
融合联动这一主线，聚焦“政府治理和公
共服务能力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两
个方面，创新“交易机构+创新基地+产业
基金+发展联盟+研究中心”五位一体大

数据产业链生态发展布局，推动形成数据
观念意识强、采集汇聚能力大、共享开放
程度高、分析挖掘应用广的大数据发展格
局，积极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在此基础上，上海各界积极行动起
来。2016 年 12 月 28 日，上海市大数据技
术与应用创新中心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
创新中心是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支持下，由上海交通大学发起成立，联
合了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
等科研机构，紧密对接政府部门、上海大
数据联盟、市北高新区、上海数据交易中
心、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万达信息、公安

部三所、华为、携程、上港集团、天玑
科技、星环科技等政府及产业界同行。
据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过敏意介绍，创
新中心旨在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牵引、
以大数据软件开源社区为抓手、以政务
大数据共享为推动力，聚合产学研用资
源，促进政校企联合创新，推动上海大
数据产业的发展。

2016 年 12 月 22 日 ，上 海 举 办 了
2016 年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SODA）
决赛路演和颁奖仪式。大赛肩负着以开
放数据为引领的创新生态建设使命，积极
贯彻开放合作的精神，将企业、高校和民
间机构共同带入上海大数据生态建设，推
动产业成果转化，加速项目孵化落地。
2015 年 SODA 大赛部分优胜团队已组建
了创业公司，获得了市场和资本方的高度
认可。2016 年 SODA 更尝试联合开展了

“SODA+浦东”和“SODA+新金融”专题
赛事，打造“SODA+”系列品牌。

以 大 数 据 创 新 城 市 管 理
—— 上 海 探 索 公 共 数 据 资 源 开 放 共 享

本报记者 沈则瑾

◎ 促进政企数据融合，激发社会各方对公共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增值利用

◎ 带动企业跨界融合技术、应用和模式的创新涌现

◎ 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政府部门更主动开放和共享公共数据资源

◎ 形成了大数据产业发展和数据创新应用的坚实基础

山东曲阜市在小城镇建
设中，将历史文化优势、自然
资源优势和农业产业优势集
中整合，依托“山水田村”生
态格局，打造田园牧歌式的
宜游、宜居、宜业环境，使“百
姓儒学+生态旅游+产业经
济”成为小城镇建设的特色
模式。

在 石 门 山 脚 下 的 梨 园
村，一条古色古香的街道吸
引了记者注意。村支部书记
曹建东指着几块写着《论语》
名句的牌子说，这是村里刚
更新的展示牌，“礼之用，和
为贵”“德不孤，必有邻”等经
典语录已为村民耳熟能详。

曲阜将以儒家文化为代
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植入小城
镇建设，在镇村里进行普及，
通过实施百姓儒学工程，实
现一村一名儒学讲师、一村
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
学新剧、一家一帧儒学家训，
让儒学成为当地百姓生活的
一部分。

吴村镇道东岭村村委会
大院里有两个相邻的房间，
它们是“孔子学堂”和“和为
贵”调解室。村支书张波说，
孔子学堂里讲“孝敬老人、邻
里团结、诚信经营”，让村里人“识礼、知礼”，村内纠纷家
务琐事则依靠“和为贵”调解室。一个“和”字，实现了儒
家传统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完美结合。

“乡村拥有着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功能，小城镇建设应
当保存这种文化基因，并将其打造成为城镇发展的吸引
点。”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认为，在推进当地小城镇建设
进程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才能充分展示
曲阜的文化底色、文化神韵和价值追求。

在九仙山—石门山片区，曲阜市大力推进生态旅游
和产业经济发展，规范提升农家乐示范户，打造“圣地人
家”品牌。他们整合现有资源，围绕生态观光型小城镇的
发展定位，着力建设农家乐乡村旅游产业、现代农业种植
产业等，同时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开发保护，带动产
业拓宽升级。

山东曲阜将优秀传统文化植入小城镇建设

—
—

百姓兴儒学

小镇添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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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允强报道：随着 2016 年购进的 400
台新能源公交车陆续上线运营，辽宁省鞍山市城区彻底
告别燃油公交车。

鞍山市因钢而生，矿中城、城中厂、产城共存的独特
格局与形态，使鞍山成为辽宁省乃至全国大气污染治理
的重点地区之一。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鞍山市从
2007年至 2016年末，累计投入资金 6亿元，更新了 1000
台新能源公交车辆，2016 年又购进了 400 台节能环保的
新能源公交车投放到 19条公交线路上。

记者看到，新引进的 400 台公交车均装有空调和可
净化车内空气质量的防霾天窗，提高乘客的乘车舒适性
和环保性。

据了解，2016 年鞍山市新购买的 400 台公交车发动
机和空调均来自鞍山本地企业。其中，“国五”液化天然
气发动机由鞍山中汽动力发动机厂生产，空调来自鞍山
新磁电子有限公司，两样产品填补了鞍山汽车产业链的
产品空白。

新添 400台新能源车

辽宁鞍山城区公交告别燃油

移动支付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湖南常德拥有闻名中外的桃花源景
区，也是一座水滨城市。枕长江、倚洞
庭；沅江、澧水穿城过；穿紫河、柳叶湖城
中流。常德最大的市情是水情，最大的
忧患也曾是水患。从 2015 年开始，常德
运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推进城市“水生
态、水安全、水环境、水文化、水资源”五
位一体，提出“水安、水净、水亲、水流、水
游、水城”建设目标，倾全城之力，实施活
水、净水、蓄水、排水、亲水五大工程，变
危城之水为美城之水。2017 年新年伊
始，记者在湖南常德见证了一幅百姓倚
水安居的美好画面。

河湖美化城市

在湖南常德穿紫河畔登上全景透明
的水上观光巴士，随水荡舟，明清风格的
大小河街、异国风情的德国小镇、古色古
香 的 风 雨 桥 ⋯⋯ 如 画 卷 般 一 一 舒 展
开来。

有谁能想到，脚下这弯河曾是当地有
名的臭水河。武陵区紫桥小学老师陈瑛
的家就在穿紫河边。对于过去的穿紫河，
她记忆很深：“前些年，水是臭的。一到夏
天，我们都不敢开窗，真是苦不堪言，只想
搬家。而现在啊，美得就像画一样。”

从前的穿紫河，密密麻麻分布着 118
个排水口。直排河中的雨污混合水，不
仅使河水变黑发臭，也使河床越淤越
高。现在，穿紫河沿岸建起 8 个新型雨
水泵站，沿岸的 118 个排水口被全部截
流。经过改造的穿紫河，不仅干净了，还
消纳着城区的超量雨水。

汉诺威水技术总监郑能师告诉记
者，穿紫河沿线的码头泵站，都生长着芦
苇。“可别小看这些芦苇，它们是生态滤
池。”郑能师说，芦苇下布满了天然滤料、
松散石块、渗水管、导流管等。从泵站提
上来的雨污混合水，经过这片生态滤池
后，就可直排穿紫河。

解决水清问题，只是第一步，还要解
决水美的问题。市委书记王群认为，水
之美，不但体现在清澈地流淌，还要承载
着历史和文化。

2016 年 10 月，穿紫河畔的大河街、
小河街从沈从文的笔端走出，从老常德
人的记忆里复活。吊脚楼、青砖瓦、麻石
路面，让人想起曾经的家园；洋味十足的

“德国小镇”也搬到了穿紫河畔，让人误
以为漫步异域街头；浪漫温馨的“爱情
岛”也建在了穿紫河畔⋯⋯当年盛名远
播后来湮没无闻的“西街”，亦随水灵动
起来。

不仅如此，面积 220 多亩的滨湖公
园湖泊也面貌一新。几年前，这里是一
湖臭水，蚊虫苍蝇扑面。为净化水体，常
德市投资清除了淤泥，引种了水生植
物。冬日里，公园的湖泊长满了金鱼藻、
狐尾藻等水生植物，占据了近半个湖
面。水下也充满生机，活跃着乌鳢、鲢

鳙、湖螺、湖蚌等，为改善水质发挥了不
小的作用。到了夏天，湖泊里则生长着
可以净化水质的轮叶黑藻、马来眼子、苦
草等。

如今的常德，无论穿紫河、护城河，
还是公园里的湖泊、小区里的水塘，只要
有水的地方，都进行了净化处理，长满了
多种多样的水生植物，水质也大为好转。

雨水滋养城市

走进武陵区落路口社区天源星城小
区，由水池、喷泉、小溪组成的一道景观，
占据了小区的中心地段。水池里小鱼游
弋，喷泉随乐轻舞。“用的都是天上水！”
社区书记李芳介绍，不远处的篮球场下，
便藏着一个 150 立方米的大水池，专门
用来收集雨水。除此之外，小区内还增
加了植草沟、道路环保雨水口、雨水花
园、水生态修复系统等过滤体，可有效沉
淀和净化雨水。经过多重过滤，快排变
成了缓排，雨水得到净化，并存进储水

箱、景观水池，循环利用。待需要时，便
将蓄存的水替代自来水用于景观补水、
绿地灌溉以及居民的日常清洁用水，水
在小区“活”了起来。

除了水，“活”起来的还有小区居民
的心。以前，落路口社区所在地是“脏乱
差”的代名词。不少居民还记得这样的
画面：筒子楼的过道摆满锅碗瓢盆、让人
捂着鼻子排队的老式公厕、狭窄破旧的
危房、一下大雨就水漫金山的街道。经
过棚改，落路口社区如今一派现代家园
景象：整齐亮丽的楼房、错落有致的园
林、时尚的社区免费书吧⋯⋯“现在，这
里老百姓幸福指数猛增呢。”李芳说。

除了天源星城小区，泰达润景园等
小区都应用了海绵城市的设计理念。

常德的城市道路也启动了海绵城市
建设模式。紫菱路西段，是海绵型道路
建设示范工程。一块块 3 寸见方的小石
块，整整齐齐铺在道旁，石逢间填满了碎
石和粗糙的沙砾，专业术语称之为弹石
铺装，地砖之间的碎石缝隙是雨水自然

下渗的通道；人行道上的植草沟里花草
葱绿，使用了粗砂层与透水混凝土的新
技术，不再是以前的黏土栽种。种植的
花草都是耐水植物，能够就地吸纳和净
化雨水。雨水强度超过其承载能力时，
弹石铺装地段与植草沟边上的溢流口就
开始发挥作用，将路面雨水缓慢地向道
路排水管网引流，既不会让路面产生积
水，也不会因雨水大量快速进入排水管
网而引发各种问题。

如今，常德已全面完成恒大华府等
55 个海绵型院落建设，全面完成武陵大
道、洞庭大道、柳叶大道、常德大道等 60
条海绵型道路的新建和改造工程。

城市将雨水循环利用，蓄积雨水用
于绿化浇灌、景观水体补水和城市道路
清洗保洁等，借自然之水滋养城市。

2013 年，初到常德履职的市委书记
王群就为一城好水倾倒，即兴赋诗：四面
桃花三面柳，一城春色半城湖。他表示，
要让水与城完美融合，让这里的人们感
到“白天是世外桃源，晚上是梦里水乡”。

湖南常德实施活水、净水、蓄水、排水、亲水五大工程——

桃 花 源 畔 现 水 城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徐虹雨 魏仙耘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日前，为倡导居民绿色出
行、文明停车，传递真正的“轻运动”理念，深圳市沙井、新
桥街道办与共享单车平台小蓝单车共同举办“共建智慧
慢行系统示范点”。

据介绍，合作各方将共同推行小蓝单车落地运营，为
居民提供更多选的出行方式，也有效改善区域交通压力，
缓解区域内非法运营车辆横行、交通隐患巨大的现状。

小蓝单车深圳公司总经理赖全荣表示，沙井、新桥街
道地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有着很高的市场需求。小蓝
单车以沙井、新桥街道为示范点，在首批投入 1000 多辆
运营单车的同时，联合街道办共同建立起 48 个推荐停放
站，实现运营管理一体化。通过停放站的引导，树立居民
规范停车意识，维护整洁良好的街道环境，共同营造良好
的非机动车交通秩序。

规范共享单车停放

深圳建设智慧慢行系统示范点

如今的常德，只

要有水的地方，都进

行了净化处理，长满

了多种多样的水生植

物，水质也大为好转。

右图 丁玲公园

景色。

下图 白马湖公

园美景。

常 宣摄

常德最大的市情是水情。该市从2015年起推

进“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水文化、水资源”五位

一体建设，实施多种生态系统净水、储蓄雨水循环

利用，并将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与水融合，让危城之

水变为美城之水

1 月 7 日，一名武汉市民在武汉关轮渡码头通过扫码

支付乘坐轮渡。依托移动支付技术，武汉市民在缴纳水

电燃气费、看病挂号、衣食住行等方面正享受着互联网带

来的便利。 熊 琦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