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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种种管理问题逐渐出现，建设“智慧城市”是应对和解决这些

问题的有效途径。那么，如何建设“智慧城市”？专家认为，应从应对城市发展问题、运用先

进技术、合理进行城市规划等方面突破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世界各地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在
一系列推动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构
想中，“智慧城市”成为许多人眼中
的答案，也因此成为被广泛热议的
话题。

应对问题激发“智慧”

有专家认为，随着城市规模的

不断扩大，逐渐开始出现种种管理
问题，应对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应当
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向。

有研究显示，2030年，全球将有
51 亿人居住在城市，中等以上的城
市人口占比将会达到全球人口的
55%，全球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
将会达到41个。波士顿咨询公司全
球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周园认为，
如此趋势下，城市发展的最大挑战
在于3个不平衡，建设“智慧城市”应
着眼于应对这 3 个不平衡。“第一是
空间的不平衡，城市之间极化和虹
吸现象突出，导致不同城市之间的
矛盾。第二是机会的不平衡，从全
球趋势来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越高，人口越多，贫富差距越大，造
成的社会矛盾将为城市发展带来不
稳定因素。第三是公共资源的发展
和分布不平衡，如何提供充足而有
序的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巨大挑

战。”周园说。
周园认为，“智慧城市”如若建

设得当，将在3个方面提升城市发展
质量：一是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污染；二是提高经济活力，促进
新的技术发展，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和工作机会；三是为城市居民提供
更好的公共安全、交通、教育、医疗
等公共服务。

在一些专家看来，中国建设“智

慧城市”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都很
突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
长陈煜波认为，中国现在处于利用
数字化契机大踏步实现高水平城市
化的过程中，需求端、消费端的巨大
人口优势带动数字化设备快速普
及，这将帮助中国走完西方发达国
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城市化道路，
并实现城市的高度数字化、智能化。

周园认为，“智慧城市”的市场
规模在中国已经非常大了，但未来
还将有 20%以上的年增长率，中国
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全球最大市
场。“第一，中国政府能够动用的资
源非常多，城市发展的痛点也非常
多，中国有能力也有需求建设‘智慧
城市’。第二，中国对创新有很强的
渴求度，从政府到公众对创新的接
受程度都很高。第三，中国的数字
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成就非常突
出。此外，中国的城镇化也正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

先进技术贡献“智慧”

“智慧城市”最大的亮点是对信
息技术的运用。知名咨询公司埃森
哲的研究认为，通过运用信息化技
术，“智慧城市”的运行可以被预测
和感知，因此，生活在“智慧城市”中
的居民，将享受到极其便利的生活
服务体验，城市管理部门也将更方

便、高效地行使管理职能。
新加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新

加坡实施“智慧国”建设战略，将其
政府职能、城市管理、社会服务、企
业经济融为一体，通过应用信息化、
数字化、物联化、智能化、集成化科
技，对城市与社会服务资源进行全
面整合和充分利用。例如，由于新
加坡经常发生局部暴雨，暴雨地区
出租车往往供不应求，因此新加坡
的智能交通系统可将天气预报和出
租车 GPS 定位数据进行整合，为出
租车实时发出暴雨城区需求激增预
警，从而缓解市民出行压力。此外，
该系统还能及时发现道路拥堵、道路
损坏、交通事故等异常信息，并为市
民提供解决方案和建议。再如，老人
监测系统通过为独居老人安装家庭
无线传感器实时监测老人的活动情
况，当监测到老人长时间没有走动或
出现紧急情况时，可及时报警。

埃森哲研究认为，“智慧城市”

的技术应用包括以下几方面：“智慧
政府”通过部署事件管理平台为市
民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智慧管
理”通过建立超高速、广覆盖、智能
化、安全可靠的信息基础设施，实现
城市的公共安全管理和智能交通管
理；“智慧民生”更高效地为市民提
供社区服务及医疗、教育服务；“智
慧商业”积极将移动支付、智能物流
等新技术引入商业领域，如借助生
物身份识别技术为商业人士免去繁
琐注册手续，通过移动支付来促进
旅游和零售业的发展。

近年来，一些新型技术企业也
瞄准“智慧城市”建设的巨大市场，
通过研发和运用新技术，不断推出
各种产品方案参与“智慧城市”建
设。作为一家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
发和应用的企业，旷视科技有限公
司在参与“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
将产品主线定为人工智能+物联网。
旷视科技总裁付英波说，旷视科技
有限公司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
沿着 3 大维度，即城市管理、消费终
端和商业运营、计算机视觉技术，在
这些领域推动城市智能化水平。

“智慧”离不开合理规划

有专家表示，虽然众多城市宣
称已经进入“智慧城市”建设阶段，
但是在建设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就是盲目建设现象突出，许多
地方政府缺少合理的上层规划。而
规划是否合理，首先要看技术的应
用领域和应用方向是否合理。

付英波认为，目前很多投入从
技术应用层面来看并不合理。“例
如，‘智慧城市’中 80%的数据来自
于视频，而之前的技术对视频的处
理和应用效果不够理想，所以盲目
大规模应用并不合适。可以把视频
内容变成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进
而在后端进行处理的计算机视觉技
术，能够提升城市管理过程中的视
频处理能力。”

周园表示，在“智慧城市”建设
过程中，技术的应用只是其中一部
分影响因素，城市基础设施、设备、
人才等因素都对“智慧城市”建设的
最终效果至关重要。此外，从全球
来看，“智慧城市”建设的一大障碍
是存在信息孤岛现象，政府各个部
门数据打通情况不够理想，数据互
联互通效果不好。这些都需要更高
层面的统筹与规划。

埃森哲的研究也认为，城市是
复杂的组织结合体，“智慧城市”建
设对统筹规划的要求较高，涉及多
个部门的决策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才
能付诸实施。

推动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破解“城市病”

“智慧城市”需要哪些智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田林新村派出所民警朱波（左）、李斌在查看田林十二村智能安防社区系统。上海“智慧公

安”建设迈步出发，庞杂的数据正被梳理编织成一张城市安全网。这不仅是公安工作科技含量的一次提升、现代警务

流程的一次再造，也是对接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探索。 新华社记者 凡 军摄

如今，城市车辆猛增与停车缺
口加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
科学技术进步，采用灵活交换设备
和可靠控制系统的智能立体停车展
现出强劲发展势头。

近日，首届中国建筑智慧停车发

展论坛上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29
亿辆，有 58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
过百万辆。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大城市汽车与
停车位的平均比例约为1∶0.8，中小

城市约为1∶0.5，城市停车供需矛盾
正在不断加大。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马泽平表示，停车场连通周边交
通构成了微型的交通系统，停车不
是简单地停，更重要的是如何高效
存取车辆，这需要通过流线设计等
手段把停车场和周边交通有机结
合，建立起高效循环体系。

“发展智慧停车是解决目前交通
安全、道路拥堵、停车难等问题的
重要手段，今后将成为智慧城市建
设的重要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刘杰说。

当前各个国家智慧停车的发展
各有特点，自动立体停车受到普遍欢
迎。智能立体车库占地少、容量大，
最高能达到 1 辆车仅占 1 平方米空
间，大大提高土地使用率。这种车库
采用梳型交换技术，存取车速度快，
平均耗时60秒；高智能化，可以预约
存取车辆；布置灵活，可根据场地大
小和空间高低灵活建库。

我国从2010年开始先后出台一

系列政策，鼓励建设公共停车场、立
体停车库。目前，我国停车设备生产
厂已达上千家，产品类型丰富。其
中，仅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就在深圳、
靖江、湘潭、赤峰、厦门等地承建多个
智能立体车库，车库覆盖地上、地下、
商业、小区、工业园区、公园、口岸、
跨河 8 类停车场景，完成垂直升降、
垂直循环、升降横移、空中立体车
库、垂直升降立体车库、自行车立体
车库 6 类智能立体车库的样库建
设，获得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专
利14项。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齐骥表
示，智慧停车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空
间，如果把停车场建成10层，就提
高了10倍土地利用率；二是引入机
械化停车概念，广泛建设机械化、
自动化的停车场；三是发展互联网
技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使有限
的停车场最大限度发挥功能，使停
车位空置时间最短、寻找停车位的
距离短，从而成倍提升停车场利用
水平。

城市停车走向立体化智能化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打造的智能立体停车库。 （资料图片）

清晨6点多，江西省鹰潭市月
湖区梅园街道梅园社区居民汪庆龄
起了个大早去散步，发现有居民在
绿化带里见缝插针种上了青菜。热
心社区管理的汪庆龄打开手机上的
社区“e 站通”，在“居民留言”
栏目拍照上传并建议社区整治“绿
地变菜地”现象。在“居民留言”
中，汪庆龄看到已经有6个居民留
言了。

15分钟后，这些“居民留言”就
引起了梅园社区党委书记李锐亚的
注意并予以回复，当天上午，便组织
协调城管、社区干部及志愿者清
除。从居民发现问题到社区解决问
题，总共才3个多小时，居民纷纷点
赞社区“为居民做实事”！

快速回复居民留言、快速解决
小区问题，梅园社区的快速反应源
于社区居民人人手中都有社区“e
站通”。

梅园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利虹告
诉记者，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
区人口结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社区干部仅仅依靠“敲百家
门”“走楼串巷”去化解矛盾、服务群
众显然有些滞后。记者了解到，梅
园社区总共才 7 名工作人员，加上
近年来为方便群众办事，上级部门
部分职权下放，要想做精做细群众
工作更加力不从心。

城市社区如何更好地整合资
源、服务群众？去年下半年以来，
月湖区搭载鹰潭市智慧城市建设便
车，探索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社区
管理模式创新，面向基层推出社区

“e 站 通 ”， 并 于 今 年 初 在 全 区
推广。

社区“e站通”是一个以移动互
联网为载体、以全体居民为主体、以
有效凝聚精准服务为特点的信息

化、枢纽型工作平台。其工作模式
是把社区日常工作从线下搬到线
上，采用“大屏+小屏”双向互动的
形式进行管理和交流。“大屏”是社
区服务大厅的智能LCD平台，将社
区的服务事项、办事流程、注意事项
向社区居民展示，并特别为方便居
民网上咨询及“晒烦恼”开设“居民
留言”通道。“小屏”就是居民手机扫
描“大屏”二维码予以关注。“大屏”
和“小屏”连通互动，居民足不出户
就可以享受高效便捷的“零距离”在
线服务，同时也打通了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翻

看社区‘e站通’上的留言，及时
帮居民解决问题。”说到社区“e 站
通”，李锐亚很满意。她说，依托社
区“e站通”，及时回应群众需求，让
群众随时随地“看得见、找得到、叫
得应”。

“不等群众打电话，直接倾听心
里话”。梅园社区“e 站通”开通以
来，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更引导
和激发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
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梅园社区“e 站通”的“志愿
者服务地图”栏目，有60 多面小红
旗，这是60多个志愿者为社区居民
提供“10 分钟服务圈”的标志。辖
区内高龄老人陈临生今年7月份不
小心摔了一跤，他拿出手机通过“志
愿者服务地图”的信息联系到了小
区志愿者吴林，不到10分钟吴林便
赶到他家中把老人安置好。

李锐亚告诉记者，社区“e 站
通”在社区架起了一座真正的连心
桥，半年多来，已解决群众关心关切
的问题 230 余个。目前社区“e 站
通”的忠实粉丝已达2500多个，实
现社区居民家庭全覆盖。

江西鹰潭月湖区社区“e站通”服务居民

不等群众打电话

直接倾听心里话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徐 严

10月初，在辽宁省大连市长海
县大长山岛镇东山社区A园37、38
号楼，10余名维修工人正在紧张地
施工，为老旧楼房做外墙保温。工
长高宪礼在施工现场一边检查项目
进度一边向记者介绍：“近几年我们
将墙体保温材料由原来用的苯板更
换为发泡砖，将进一步改善居民居
住条件。”

附近一位居民高兴地说:“我们
居住的老房子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
的，年久失修，夏天热、冬天冷，顶层
甚至还会漏雨。现在政府有关部门
为我们免费维修房屋，真是暖到了
我们心坎里！”

长海县国土规划建设局负责人

介绍，为改善老旧楼房保温差、漏雨
等困扰居民的老大难问题，今年长
海县计划投资600万元继续实施县
镇暖房子工程，在塔山社区、四块石
社区、东山社区3个区域，将把共12
栋楼的平屋顶改造为坡屋顶，外墙
增设保温层并喷涂真石漆，屋面改
造面积共计3980.29平方米。截至
目前，已完成工程量的60%。

据介绍，2017 年起，长海县按
照大连市部署实施县镇区暖房子工
程，改造老旧楼房 19 栋，惠及居民
348 户。通过升级改造，让海岛人
居环境质量和百姓幸福指数得到大
幅提升，也使海岛城市总体建筑风
格更加秀美靓丽。

辽宁长海

暖房子工程给居民送温暖
本报记者 苏大鹏

2018供暖季来临，石家庄市在主城区居民家中安装5万个室温采集点，
投资约1500万元，居民免费使用。

通过室温采集装置的数据采集、传输功能，最终形成统一的数据库，为
石家庄市供热智能管理平台的数据处理、数据分析、供热效果评价等提供有
力支撑，提高城市集中供热智能化管理及服务水平，确保城市居民安全达标
用热。图为工人展示在石家庄市长荣小区居民家中安装的室温采集器。

赵永辉摄

河北石家庄

主城区5万户家庭安装室温采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