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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信息化到智慧城市

再 到 如 今 的 新 型 智 慧 城

市，智慧城市建设在不断调整

着自己的方向，也正在新的一

年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技术创新推动和商业模式创

新拉动的“双螺旋结构”，正在

帮助智慧城市建设更上层楼——

宜居宜游在张掖

不带钱包只带手机依然可以在城市中
畅行无阻，交通出行路况数据一目了然，车
辆违法缴罚、公积金查询、查税办税、看病
挂号动动手指就能解决⋯⋯这些悄然而生
的变化，正是新型智慧城市给普通人带来
的便利。

2016 年正式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
要提出，“以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
利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为重点，充分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建设一批新型示范
性智慧城市。”自此，新型智慧城市正式进
入了人们的视野。按照规划，“十三五”期
间，我国将推出 100 个“新型智慧城市”
试点。

智慧城市“生长”的速度也令人惊讶，
中投顾问预计，2016 年我国智慧城市 IT
投资规模达到 2746 亿元，至 2020 年复合
增长率高达 17.43%。但智慧城市的发展
并非“遍撒芝麻盐”，尽管有市场研究机构
统计，智慧城市涵盖的公共服务包括安全、
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 423 个分项，但从
目前来看，各个城市选择的突破口却几乎

“不约而同”的一致。
城市管理者们为何会作出这样的选

择？市场驱动和公众需求，又将为智慧城
市催生出怎样崭新的模式？

交通和医疗先声夺人

“建议您先坐快车到地铁站 A点，下了
地铁换乘巴士抵达 B 点。”未来深圳市民在
出行时，有望得到这样混合了多种出行方
式的提示。1月 19日，深圳交委宣布与滴滴
出行合作搭建全市开放性的综合交通大数
据平台，全国首个城市“一站式出行平台”
即将浮出水面。也就是说，包括深圳公交巴
士、地铁、出租车、自行车、道路设施等在内
的交通数据，将与滴滴出行深圳区域的移
动出行数据打通，这样智能调度就可以用
来改善城市拥堵，滴滴方面甚至可以通过
运营手段来帮助各个路网的车流量均衡。

交通和医疗，正是目前智慧城市建设
的两大突破口。《中国新型智慧城市白皮
书》显示，城市“互联网+医疗”指数，均值
仅 2016 年前 3 季度就增长了 214%，位居
智慧城市公共服务指数提升首位。目前全
国有 1100家公立医院加入“未来医院”，通
过手机就能实现挂号、缴费、查报告等全流
程移动就诊服务，平均节省患者就诊时间
50%，大大提升就医体验，改善门诊秩序，
此外还出现了“先诊疗后付费”的信用诊
疗、“电子社保卡+医保移动支付”、反欺诈
防黄牛服务等创新模式。排名第二的则是

“互联网+交通”指数，从 2016 年 1 月份的
25.25 增长到 9 月的 43.77，其中网约车指
数增长了 1.67 倍。除了网约车外，城市

“互联网+交通”服务，还有扫码支付出租
车、扫码乘坐公交车、线上购买地铁票、高
速公路快速通行缴费等新模式。

交通和医疗的先声夺人正来自于公众
的“强需求”。“数据驱动、协同治理、以人为
本”，是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手
握数据的政府部门和手握技术的科技企
业，通过满足这些“强需求”走到了一起。

强需求带来新突破

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总经理李志堂说得
相当坦白：“拿开放数据这件事来说，政府
部门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我可以拿出数
据，但需要企业能够就此产生真正能满足
公众需求的服务。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
也乐于和政府开展资源置换，因为我们也
希望能将技术实力转化为看得见的产品。”
他举例说，过去政府管理货运车辆，给它们
装上了 GPS 设备，数据主要用于管理超速
和跨区经营，但这些车辆的位置，同样可以
成为路况的来源，如果互联网企业能够基
于这些数据提供路况服务公众，为政府决
策提供参考，那么政府也乐于开放数据。
2016 年 11 月份，交通运输部与百度地图
合作建设的综合交通出行大数据开放云平
台“出行云”正式上线，目前“出行云”平台
已接入全国 15 个省市的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的运行数据。

在医疗方面，情况颇为类似。微信支
付医疗行业负责人胡文婧告诉 《经济日
报》 记者，从去年 6 月份开始，深圳在全
国率先实现了打通移动医保支付流程，在
南山区的 5 家医院，通过手机微信即可完

成医保+自费的“混合支付”。“对于我们
来说，技术并不是难题。一开始人社部门
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的，但医院的态度非常
积极，实际上就是患者的实际需求在推动
着创新的产生。”

“政府对于推行智慧城市和开放式数
据项目有着强烈意愿和紧迫感。如果管理
得当，这种转变将会让政府处于社会技术
创新的核心位置。”市场研究机构 Gartner
研究总监汤彤妹如是表示：“那些支撑居
民、社区与企业创新与协作，并最终提供有
用解决方案以满足公民需求的各种开放平
台将不断应运而生。”

“政企合作”创造新模式

位于四川成都的亚信网络安全技术产
业研究院里，包括网络空间平安城市实验
室、态势感知中心、威胁调查取证中心和攻
防实验室等几个研究机构都在繁忙地工作
着，亚信网络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
东红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为成都的智慧城
市建设提供网络安全服务，“通过态势感知
平台，政府可以知道自己目前的信息安全
短板在哪里，哪些行业最容易受到攻击？
我们还在和成都市政府合作筹备一项网络
安全产业技术转移和转化基金，首期规模
3 亿元，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平安城市的建
设”。

从城市信息化开始到如今的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往往被业内戏称为“一把手工
程”，政府管理者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将直
接决定城市的“智慧水平”，但现在，和成都
市与亚信的合作一样，曾经习惯了大包大
揽的管理者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重新考虑政
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这样

形容这种变化：“只要符合公众利益，又能
优势互补，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政府与商
业机构当然可以合作，‘互联网+’政府不
能关起门来做加法，那是‘武大郎开店’，路
只会越走越窄，政府需要技术支撑，也需要
理念支撑。”

在汤彤妹看来，政府与企业的新合作
方式，还意味着在技术创新提升公共水平
的同时，未来还有可能带来可持续增长的
商业模式创新。“当数据得到有效收集和管
理，以生成宝贵的实时数据流而非后期生
成的统计数据或报告时，整个城市才能变
得真正‘智慧’。下一关键步骤在于展现并
统筹这些数据，以实现更多以业务为导向
的收益。Gartner 预测，到 2020 年，20%
的地方政府机构将通过数据市场从增值开
放式数据中赢利。”

蚂蚁金服 CEO 井贤栋最近透露说，蚂
蚁金服将越来越基础设施化，为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提供移动政务服务、移动支付之
城、信用城市等解决方案。截至 2016 年
10 月份，蚂蚁金服已与全国 25 个省（区、
市）的 352 个城市政府在新型智慧城市、互
联网+政务服务等领域开展合作。银川市
政府与中兴通讯的“PPP+资本市场”试水
则是更进一步。

银川市与中兴合资成立智慧产业公
司，中兴占股 10%，政府占股 90%，以分期
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解决困扰中国智慧城市
建设问题。银川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马
杰表示，“有机构测算，地级市的智慧城市
前期投资在 30 亿元左右，后续维护运营投
入将达上百亿元，我们最终决定采用 PPP
模式，以便未来更多功能开发能够按照市
场化的机制来运行”。

技术创新推动和商业模式创新拉动的
“双螺旋结构”，将帮助智慧城市更上层楼。

特 色 小 镇“ 特 ”到 好 处
林瑜胜

网 络 布 局 政 企 合 作

智慧城市牵上手 交通医疗领先走
本报记者 陈 静

甘肃张掖是坐落在祁连山和黑河湿地两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之间的城市。“一山一水”不仅是
国家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更是张掖绿洲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承载区。近年来，张掖依托
湿地资源建设滨河生态新区，建立重点湿地保护
区 9 个，努力推进城乡生态景观绿化，良好的生态
环境使城市向宜居宜游迈进。

王 将摄影报道

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丹顶鹤提供了栖息之地。

市民在滨河新区旁金色的湿地公园内游玩。

花园中的张掖滨河新区。

近日，郑州市市
政洒水造成金水区纬
四路政六街等街道结
冰，致市民摔倒。路

上滴水成冰，城市例行洒水清路作业仍在继续，因
路面结冰，引发不少骑行电动车的人滑倒，继而导
致局部路段车祸、堵车现象。其实，这种由洒水车

“任性”作业引发的事故，既不是新近出现的“罕
事”，更不是一地独有的“风景”。

众多城市何以出现类似问题？这与当下很多
地方城市管理过于粗放，远未达到精细化、人性化
程度密切相关。不得不说，一些公共服务部门僵
化的管理思维、机械的管理方式，是导致事故一次
次发生的重要推手。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
易”。某种程度上讲，城市管理面对的是普通百
姓，处理的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小事虽小，却
事关市民生活，所以也是“天大的小事”。城市是
否宜居，老百姓不会套用硬指标来评判，只会感受
身边小事是否让人感到舒服，而舒服正是宜居。

如何让城市发展得到百姓认同，如何让百姓
在城市家园诗意栖居？需要城市管理者从大处着
眼，从小处着手，不遗余力地做优城市细节，放大
城市“善小”，提升城市“颜值”。这是对城市管理
者的更高要求。 （湖北宜城 杨明生）

管理更精细城市更宜居

上图：在重庆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

园，租车已经成为不少职业人群出行的选

择。智慧交通让生活更便利。

右图：居住在北京安贞街道的一位老

人在社区自动售饭机上购买了即时加热

的午餐。这种社区智慧养老设备正在北

京逐步推广。 （资料图片）

当下，特色小镇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

如荼展开。作为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一种新探索，同时也是推进新型

城镇化战略的一种新实践，特色小镇有效

处理了政府、市场、社会和农村集体多元主

体间的关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随着建

设的推进，特色小镇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特色文旅资源的开发利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管理权的实现以及抑制非特色小镇的

人为造“镇”冲动等问题将会逐渐涌现，鉴

于此，笔者认为特色小镇建设应该正确处

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特色小镇的人口集聚与新型城镇

化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关系。特色小

镇并不是依托建制镇而建设，而是以产业

为核心，聚合文化、生态和服务等资源的功

能平台，“镇”在这里是没有户籍管理功能

的，小镇“居民”也无法申请进入城镇户籍。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探索功能特色小镇

兼并、转隶和直接转化的建制镇形成路径，

创新做实特色小镇集聚人口的户籍管理功

能，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二是特色小镇功能区规划设置与特色

文旅资源开发的关系。一般来说，具有深厚

人文内涵的特色文化影响范围常常覆盖几

十乃至几百平方公里区域。所以，特色小镇重

视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辐射区会越过其界限

范围，导致产生文化、旅游资源的占有、使用

和管理问题，比如产生地名、名人、原产地、中

国之最等特色资源所有权、名誉权之争。为

此，特色小镇的主管和指导部门应及时发挥

协调职能，平息纷争，特别是在制定特色小镇

功能区规划之前要加强特色文旅资源历史与

现实延续性考察，充分吸收各利益相关方的

意见，合理规划设置特色小镇功能区范围。

三是特色小镇的农村资产利用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权的关系。特色小镇重

视技术、产业、风投等市场资本对农村资源

的优化利用，在此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农

村集体资产处分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农

村土地使用权问题。另外，特色小镇建设

中，市场资本对具有良好生态、丰富文化资

源的农村地区的农民房屋有承包托管、改

造装修和再出租的需求，对农村宅基地有

新增建设需求。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民房屋交易、农村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进行权益约定，防止集

体资产流失和农民权利受损。特色小镇培

育创建的责任主体是各县（市、区），镇人民

政府负责做好实施工作，而建设和管理一

般以企业为主体。由此，在农村土地使用、

农民房屋和宅基地的处分和转让问题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的管理功能

发挥有赖于与县（市、区）、镇和企业 3 方的

协调与配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行

动能力培养将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四是特色小镇的资源吸收与非特色小

镇的发展不公平感之间的关系。有无入选

特色小镇名单，会带来发展资源起点的不

平衡。这就会造成非特色小镇加大“特色”

资源挖掘力度，甚至通过牵强附会、移花接

木等形式演变成“为特色而特色”的人为造

“镇”行为，形成重复建设，致使特色小镇差

异性不足，功能区定位重合，最终导致特色

不“特”，小镇不“小”。要抑制人为造“镇”冲

动，就要将特色小镇的部分优惠发展政策

一并施于非特色小镇，鼓励非特色小镇形

成自身特色优势，同时要建立特色小镇“能

进能出”通道，发挥优惠政策供给和优势资

源配置的指挥棒作用，依靠内生动力提高

特色小镇含金量。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