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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甘肃兰州深化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城市

运行管理融合，汇集兰

州经济、社会、生态等

方面的信息资源，开拓

发展智慧教育新模式、

持续提升智慧医疗水

平、推动智慧小区建

设，构建高端化、智能

化、服务化、绿色化的

现代产业体系。这为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人

民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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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便民夜市”来了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李 淦

智慧兰州便利市民生活

精美饰品、儿童玩具、服装百货……
入夜，河南省平顶山汝州市洗耳河畔，一长
排木架子摊位上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
了行人的目光。

很快有人注意到，这些摊主背后都挂着
一个二维码，消费者只要扫码便可通过手机
获悉摊主的信用信息。这是很多摊主和消费
者第一次接触这种二维码。其实，这也是全
国首个数字化“便民夜市”带给河南汝州的
惊喜。

孟秋阳第一次摆摊儿，没有家人陪
伴，一个小摊位从摆货到招呼客人都是他
独自完成的。虽然有些腼腆不太会招呼客
人，但摊位上还是有几名客人在挑选商
品。“我是在汝州新闻上看到政府鼓励夜市
经济的消息，因为疫情一直闲在家里，于
是就申请了一个摊位来卖动漫模型，不仅
可以赚点钱，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孟秋
阳告诉记者。

6月19日是全国首家数字化“便民夜
市”开市第一天。据汝州城市管理局局长董
承阳介绍：“夜市建于汝州市洗耳河滨河

路，设南区夜市点和北区夜市点。南区夜市
点设摊位500余个，发展稳定后，北区夜市
点将增设摊位300余个，届时可解决1000
人至1600人就业。”

汝州市政府与阿里合作打造数字化“便
民夜市”，为夜市商户提供全方位进货、经
营和培训支持。利用工厂直供的新批发能
力，打造全国首个数字化“便民夜市”开
市。首批沿岸绵延的500个摊位，免费向社
会开放。而孟秋阳也是第一批享受政策福利
前来摆摊的从业者。

与普通夜市不同，数字化“便民夜市”
实行“一店一码”管理方式，每个摊位都能
更好地实现“经营自治”。

据了解，一枚小小的“经营码”背后，
有完善的准入机制，方便夜市商户快速申
请、政府快速审核，申请通过后即可看到自
己的实体摊位信息，同步接入汝州“便民夜
市”进货专区。正式经营后，“经营码”将
提供打卡签到、经营评分、服务监督等数字
化工具，消费者可以扫码查看商户信息，对
商户进行评分和投诉，组织者则能在管理夜

市时更有据可依。
每天在出摊前，工作人员会对夜市区域

的栏杆和摊位进行全面消杀，所有摊主都要
戴口罩，配备消毒液。

晚上6点夜市开市后，夜市组织管理人
员在出入口对消费者进行红外线测温。夜市
商户的数字经营码和健康码关联，一旦健康
码异常，经营码立即失效，政府部门核查无
问题后才可再次出摊。

木架子货摊位上都张贴着一张“便民夜
市经营码”，“经营码”由夜市摊主线上申
请，政府部门线上审核，合格后予以发放。

刘伟是第一批50个摊主之一，每天下
午 5 点从企业下班后，便到这里“摆摊
儿”卖毛巾、拖把等日用品。这里对于他们
这些利用下班时间出来摆摊赚点儿钱的企业
员工来说比较合适,人气很旺，刘伟相信生
意也会不错。

十几年前，刘伟也摆过地摊、开过
店铺，经常要跑到郑州、洛阳去批发物
品，回到汝州销售。“又苦又累又贵不
说，还很容易积压库存，只能低价销售

或者送给亲朋好友，一年下来，风吹日
晒，还挣不到多少钱，所以后来只能转
行干别的了。”刘伟回想起往事十分
感慨。

没想到现在生意这么好做，入驻数字
化“便民夜市”后，只要轻轻点一点，配
套服务模块就能完成很大一部分事项，刘
伟用手机边演示边介绍。数字化“便民夜
市”内建有专有提货仓，通过夜市小店运
营数据，做到提前铺货到仓，早上下单采
购，晚上就能开业做生意。随时补货随时
提货，解决了传统批发压货多、周转慢的
痼疾。刘伟开心地说，以往的顾虑全没有
了，城管部门也成为摆摊的一大助力，这
生意肯定能火。

据介绍，“本小货广”是数字化“便民
夜市”的最大特点，帮助解决夜市经济进
货难、资金难、经营难三大“痛点”，让想
摆摊做生意的都可以创业，解除大家的后
顾之忧。天色渐黑华灯初上之时，摆摊
的、逛夜市的人开始多起来，卖家和买家
都有自己的收获。

日前，甘肃省兰州市大数据产业发展协
会成立，这是兰州市大数据局助力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体现，也是兰
州市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环节。

“只有积极抢占数据信息产业发展制高
点，才能赢得发展先机。”兰州市大数据局
局长丁肃静表示。

近年来，甘肃兰州市突出智慧政务、智
慧民生，以支撑“放管服”改革为重点，着
力抓好资源整合、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和民
生服务等工作。在2019年第九届中国智慧
城市发展水平评估中，兰州市荣获“中国智
慧城市建设进步奖”。

市民安全有保障

信息化时代，监控成为查案破案的第三
只眼。据兰州市大数据局智慧城市建设科副
科长杨帆介绍，为助力平安兰州建设，兰州
市45个重点公共区域已被2.52万台视频监
控摄像机全部覆盖，覆盖率达100%。仅
2018年，兰州市利用视频监控协助查破的
刑事案件数量为3800起，查处治安事件1.2
万多起，服务群众7800多次。目前，兰州
市公安局通过向市大数据局资源共享总平台
推送视频监控资源，已经实现对交警、城
管、环保、交通、国土、文旅、生态、水务
等部门的视频资源共享。

“为实现兰州市黄河沿线河心岛、码
头、渡口、桥梁等重点区域实时监测，我们
还上线了黄河兰州段船舶综合、桥梁、水上
应急监管系统。”杨帆介绍，一旦发生险
情，系统将自动发出警报。此外，天然气远
程自动化控制系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统
全部上线，实现对输气管道平稳运行和大
气、水质、重点污染源24小时的实时监
控。“竭力做到全方位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杨帆说。

城市管理“大安全”逐步形成，城市出
行也更为便利。站在兰州市的各公交站牌
前，可以时不时听到车辆到站的提示音，

“XXX路即将到站”。除此以外，市民还可
在电子站牌上看到各路公交的运行情况，提

前知晓车辆到站信息，根据个人需要调整等
车方式。“扫一眼就知道车到哪了，有时候
赶时间看到公交车离自己还很远，就马上打
车了。”市民王旭昶告诉记者。

“这只是兰州市智慧交通建设的一个方
面。”杨帆介绍，除了智慧城市交通信息电
子站牌、公交车内信息显示屏等配套设施，
还上线公交信息查询客户端，为居民提供公
交车辆换乘、候车等信息的查询服务，方便
居民出行。同时交通大数据公共平台上线运
行，对主城区路况信息进行实时和预警发
布，并建设兰州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
统，实现全市出租汽车日常运行监控、应急
处置、市场监管和行业综合分析。

“一网通办”不跑腿

“一网通办”，大数据集中发力。杨帆介
绍，为全力推进“一网通办”，已建成兰州
政务服务网和政务服务移动端“金城办”

APP。“平时话费、燃气费等都在上面缴，
办理事项不清楚的要件也可以查到，信息权
威还非常方便，再不用到处跑了。”自去年
10月份便开始使用“金城办”的市民李雅
清女士对该系统评价颇高，“你也可以下载
使用，真的特别好。”李女士笑着向记者
推荐。

杨帆介绍，该系统已联通80多个政府
部门和单位，涵盖医疗卫生、教育培训、交
通运输、民政服务、社保服务、户政服务等
10个领域，实现了100余项便民服务事项
掌上办理，网上可办率达97.56%。同时，
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管理系统上
线，实现41个市级部门和8个区县1.3亿多
条信用数据归集、33个市级部门和8个县
区的343类电子证照的整合共享，累计颁发
电子证照514万余件，切实做到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

此外，依托全国知名党建惠民品牌“民
情流水线”，兰州市大数据局首创研发三维

数字社会服务管理系统，开通12345民情通
热线、三维服务网和网格化信息管理系统。
疫情期间，某湖北返兰人员致电12345民情
通热线了解隔离政策，西固区第一时间联系
诉求人，将相关隔离政策进行解释说明。通
过兰州12345民情通服务热线、微信公众号
反映诉求方面，截至目前，12345民情通服
务热线共受理疫情方面的诉求4.69万件，
办结4.69万件，办结率达100%。

抗击疫情显威力

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为实现
对新冠肺炎感染确诊人员、疑似人员、发热
入院人员等情况的实时监测，兰州市大数据
局为兰州市卫健委建成疫情防控调度指挥中
心提供技术支持。指挥中心覆盖全市8个区
县留观点，11家定点医院，实现数据监
测、指挥调度、监督指导、数据分析、远程
会诊五大核心功能，切实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生命赢得时间。

同时，“金城办”APP于2月1日上线
“疫情速递”专栏，提供实时的全国新冠肺
炎疫情数据、防护问答、科普知识和各项捐
赠信息，并结合医疗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疫
情智能分析、自诊、问诊及行程自查功能，
覆盖飞机、火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当时疫情严重，我就常打开系统看看附近
有没有病例。”李雅清告诉记者。此外，为
满足城区和乡镇街道社区居民进出登记及人
员管理的实际需求，兰州市大数据局、兰州
市卫健委联合紧急研发建成兰州市电子出入
证系统，实现居民进出小区自行扫码录入。

“不再用纸质登记，工作人员工作效率提高
了，信息准确度提高了，市民的隐私也有保
障了。”杨帆表示。截至目前，注册小区
665个，登记人数已达81760人次。

另外，为便捷企业了解复工复产相关政
策，兰州政务服务网上开通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服务专栏，增加兰州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兰州企业复工复产专区，为相关企业提
供政策支持，助力复工复产。为开展企业帮
扶活动，兰州市大数据局联合猪八戒网举办
了“战疫情，渡难关，共筑企业生命线”百
城万企帮扶行动，为本地中小企业提供三期
免费培训，涵盖品牌建设、电商运营、农旅
营销、工商财税、知识产权、科技服务、金
融服务等方面。“培训后下一步工作如何开
展心里就有底了。”甘肃聿肃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杨增告诉记者，通过培训，公司
在政策理解、稳定员工方面都有了进一步了
解，同时根据培训建议，公司转变工作方
式，全部实行居家办公。大家的工作效率也
提高了，目前已开发了30多个软件。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核心节点城
市，智慧城市建设对实现兰州与相关国家基
础互通、服务相通、产业连通、资金融通发
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与兰西城市群建设步伐持续加
快，我们将深化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城市
运行管理融合，积极汇集兰州经济、社会、
生态等方面的信息资源，开拓发展智慧教育
新模式、持续提升智慧医疗水平、推动智慧
小区建设，构建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
绿色化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兰州城市首位
度。”丁肃静说。

据报道，在今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期间，全国各大城市
举办了 3700 多项非遗宣传展
示活动，努力让非遗活起来、走
得远、传下去。在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一些城
市还推出线上活动，让观众在

“云”端就能了解和体验文化遗
产的独特魅力。

文化遗产根植于特定的人
文和自然环境，与一个地区的
民众有着天然的历史、文化和
情感联系，也是每个人身上抹
不掉的文化基因。然而，随着
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生活方式
的改变，过去不少与我们息息
相关、原汁原味的文化记忆正
在渐行渐远。在有的城市，无
论是承载先辈记忆的风俗、传
说，还是手工技艺、音乐艺术
等，都面临着流失乃至失传的
隐忧。经过多年呼吁，如今保
护非遗、传承非遗已经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不少城市的实践
很有借鉴意义。

让非遗更好地落地生根，
就要让其融入现代生活，转化
为可以被公众接受的文化产
品。保护和传承非遗，如果只
是依靠少数非遗传承人的努
力，作用和影响始终是有限的，
只有人人都成为非遗的关注
者、传承者和实践者，非遗才能
真正具有生命力。如今，“余杭
纸伞”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就是传统工艺与文化
产业结合，融入现代生活的范例。这些年，当地通过

“FROM 余杭”品牌项目，将“余杭纸伞”这一传统工艺重
新设计研发，并在米兰设计周上展出，同时带动了余杭的
竹、清水丝绵、滚灯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使这些传统
工艺不仅走进了现代人的生活，还走向了世界。

让非遗更好地落地生根，要致力于挖掘其文化价值，为
城市建设、社区营造、文明养成提供营养。比如，“送大暑
船”是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一带的传统民俗文化，寄托了人们
祈求渔业生产丰稔、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近年来，随着城
镇化建设的加快，传统村居生活空间被打破，原有的生活方
式和民俗文化生活也受到冲击。当地通过挖掘“送大暑船”
为代表的民俗活动的时代价值，深化邻里关系、社区关系，
探索传统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融合发展，既实现了活态保
护，发挥了一定社会功能，也增强了城市文化底蕴。

让非遗更好地落地生根，还应走文化遗产与旅游等深
度融合之路。城市尽管各具风貌，但人文古迹总是承载历
史，山水之中皆有故事。浙江绍兴安昌古镇打造的“非遗嘉
年华”就是将非遗与旅游相结合的尝试。安昌古镇通过这
项活动，促进了古老技艺、水乡美食、地方戏曲等传统非遗
与时尚的交会，凭借原汁原味的水乡风情，传承厚重朴实的
文化传统，成功实现了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保护理念，成
为年轻游客的“网红”打卡地，打造出具有江南风味的文化
空间。

非遗承载着城市的历史，维系着文化的认同。对于不
同的城市而言，正是文化差别，铸就了不同的生活空间和城
市性格，赋予了独特的城市风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文化需求，要让那些在岁月深处闪耀的非遗，在日常生活
中重新绽放光芒，成为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文化标识。如
此，才能涵养出一座城市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6月23日下午6时许，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的
刘先生在下班路上，发现裕华区体育大街与槐中路交叉口
200路南处的人行道中，突然多了一个隔离墩。“这原本
是停车场里规范行车的指引工具，却突然放在了人行横道
上，不仅阻碍路人通行，还容易让人受伤。”热心的刘先
生平时就关注城市管理，他拿出手机，对着人行横道上的
隔离墩拍照，并上传至手机里的“市民通”APP中。“没
想到，等我吃完饭出来遛弯儿的时候，这个石墩子已经不
见了，真快！”

为了及时发现解决市民身边的小问题，今年5月，石
家庄市开通上线了城管“市民通”APP，市民将发现的城
市管理问题拍照上传后，数字化城管系统便能接收到相关
信息，并随即派遣城市监督员去现场核实问题，待监督员
到现场“问诊把脉”后，系统便会通知相关处置部门到现
场解决问题。

“看到刘先生上传的问题，我们通过系统通知附近的
城市监督员付金江，他立即赶到现场核实情况，并将情况
反馈到系统。”石家庄市容管理考评中心主管负责人李会
敏说，收到核实反馈后，马上通知裕华区槐底城管一分队
的工作人员现场处理。“整个过程不到1小时，处理完成
我们还会将结果在线发送给刘先生。”

手机里的APP，一头连接着市民日常生活的城市角
落，一头连接着石家庄市数字化城管系统的神经末梢。目
前，该系统已覆盖石家庄市8个区1个县，成为市民们发
现城市管理问题、解决城市管理问题的手机“小管家”。

一个多月来，石家庄城管“市民通”APP累计收到
市民上报案件356件，核实不存在问题152件，受理派遣
204件，结案 178件，结案率 87.25%。随手拍、随时
传、快速解决问题的城管“市民通”APP，已经成为市民
参与城市管理的新渠道，打通了城市管理的“最后一公
里”，让石家庄市的城市管理有了新平台。

石家庄开通城管“市民通”

市民随手拍 事项马上办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石梓鲜

□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黄 鹰

兰州市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应急指挥大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系统维护。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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