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管理，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8月22日，由江北区城市管理局牵头

编制的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智慧城市管理
行业标准出台，为全市智慧城市管理建设
提供参照。

这样一份行业管理标准，为何会交给
江北区城市管理局牵头编制？原来，这背
后凝结着江北区“大城智管”的诸多探索
和成功经验。

虚拟城市综合管理
领域“大部制”

井盖不见了，地下通道积水，如何早
发现、早处置？周末自驾外出，如何就近
找到停车位？城市管理牵涉部门众多，如
何厘清各方职责？

江北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林立表示，为
化解这些城市管理中的老大难问题，近年
来，该区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虚拟城
市综合管理领域“大部制”，在全市率先搭
建“1322”智慧城市管理综合信息平台、架
构新型扁平化城市管理运行机制。

所谓“1322”，即：一个大数据中心，综合
监督、业务应用、惠民与服务三大平台，大数
据分析和城市管理诚信评价体系两大支撑，
城市管理监督指挥大厅和物联网两大辅助。

2017年10月，江北智慧城管视频智
能分析系统上线运行。“通过这个系统，我

们共采集到 25148 条问题，准确率达
81%，解决了以往视频采集、派遣、核查、结
案全手动、效率低等问题，大幅提高了城
市管理智能化水平。”江北区数字化城市
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曾卿华称。

新型扁平化城市管理运行机制，即区
级平台管总、街镇平台属地落实、业务主
管部门协同办理的“两级监督、两级指挥、
三级管理、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虚拟城
市综合管理机制，将全区9街3镇、24个区

级部门、13个社会公共服务单位、3个重要
园区以及包含社区、物业公司在内的共
296个责任主体，接入智慧城管综合监督
平台，实现城市管理责任主体全监管。

抓住智慧城管建设
的重要环节

林立表示，智慧城管建设中业务需求

确定、驻场研发、产学研一体，是江北区智
慧城管项目建设成功的重要环节。

“需求确定”贯穿智慧城管建设全过
程。即在顶层设计、初步设计到招标后的
概要设计、详细设计以及具体研发过程
中，不断通过“三询机制”，咨询行业应用
单位、咨询技术专家、咨询网络民众，集思
广益，确保江北智慧城管项目研发既实用
又创新。

“驻场研发”确保建设高效。通过驻
场研发，江北区实现对项目的有效管控、
需求及时沟通、故障及时排除、运维及时
支撑、产权有效保护。目前，已有11家研
发单位管理或研发员驻场集中办公。

“产学研一体”立足长远发展。江北
区与重庆大学联合组建“研究生联合实践
培训基地”，利用智慧城管建设理念和项
目，带动培养江北城管现有技术团队提升
技能，促使技术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入选2017年度中国
“互联网+”优秀案例

大数据带来大智慧，大智慧提升城市
高效运行。

2015年以来，江北区共通过智慧城管
综合监督平台主动发现解决111万余件城
市管理问题，结案率94.65%，助力该区摘
取“全国文明城区”桂冠。如今，江北区数
字城管单项考核已连续22个季度保持全
市第一，城市管理实绩综合排名位居全市
前列。

江北智慧城管实践还荣获“2017年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治理创新范例奖”，
并入选2017年度中国“互联网+”优秀案
例。

“智慧城市管理行业标准”是如何炼成的
本报记者 曾立 实习生 蒲枫涵

本报讯 （记者 杨艺 实习生 刘
茜）阿里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支付宝刷脸
支付、菜鸟无人车无人机、钉钉全行业智
能移动办公解决方案……在本届智博会
上，阿里巴巴集团携众多“黑科技”亮相，
包括智能家居、IoT（物联网）生态、智能商
务、智能物流、智能交通、普惠金融、智能
零售等新产品、新技术。

8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智博
会期间，阿里巴巴还有一系列“大动作”：
蚂蚁金服、阿里云、菜鸟、钉钉将有诸多重
磅项目落地重庆。

全新工业互联网平台亮相

位于两江新区服务贸易产业园的阿
里巴巴重庆总部正在加快建设中，不久的
将来，这里将成为阿里巴巴的“智能重庆
中心”。该智能中心作为阿里巴巴及其合
作伙伴的区域中心，将在智能制造平台、
物联网平台、智能网联汽车、新零售、新金
融、城市数据大脑等领域助力重庆打造大
数据智能化发展。

“本届智博会是促进阿里巴巴与重庆
市创新合作的契机。”阿里巴巴相关负责
人介绍，阿里巴巴将于8月24日举办“云
栖大会·重庆峰会”，并在会上发布一款工
业互联网平台，助推重庆加快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创新，加快工业制造向“智造服
务业”转型。

移动支付进入更多领域

重庆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移动支付之
城”，平均每3个居民中，就有1个支付宝
活跃用户。本届智博会上，蚂蚁金服带来
刷脸支付、信用免押等多项暖科技。

去年，支付宝在肯德基的KPRO（绿
色）餐厅上线“刷脸”支付，这也是“刷脸”

支付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商用试点。如
今，支付宝“刷脸”支付已具备商业化的能
力，在未来一年内将向各种商业场景普及

“自助收银+刷脸支付”的解决方案。
智博会期间，重庆开始试点公安部

“网证”应用，用户可以在支付宝APP的卡
包里下载公安部“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凭
证”，通过人脸识别等高新技术，在重庆主
城的部分酒店和江北区加油站等场景里
作为忘带身份证的替补使用。同时，老百
姓通过支付宝查询、办缴社保和查询公积
金的功能，也可进入部署测试阶段。

据悉，此前蚂蚁已累积在渝投入超过

120亿元，落户企业5家。未来，蚂蚁金服
将以支付宝为载体，探索移动支付安全技
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重庆
城市管理、商业、消费领域的更广泛应用。

菜鸟、钉钉带来“黑科技”

智博会上，菜鸟IoT（物联网）产品集
群也将全面亮相。今年5月31日，菜鸟在
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宣布IoT（物联网）战
略，投入IoT（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边
缘计算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动全行业对物

流园区、仓储、分拨、车辆、人员和智能柜
等物流要素进行数字化，实现物流要素实
时在线、智能调度，满足客户多样的需求。

据悉，菜鸟IoT（物联网）产品集群包
括菜鸟未来园区、无人仓、无人车、无人
机、刷脸取件柜等，能够实现实时在线，智
能化管理、运营和调度等。这些相关产品
和技术均将陆续在重庆应用，为重庆市民
提供全新物流体验

此外，钉钉则将在智博会上举办
“DING峰会”，主题为“解放创新力”。此次
“DING峰会”有国内五家顶级投资机构共
同参与，钉钉将在峰会上发布重磅策略。

阿里在智博会有“大动作”
多个重磅项目落地重庆 助力产业升级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想外出用餐，又害怕
排队，你可以在手机上提前点好餐，再按照预定
的时间前往店铺，不用排队就能直接享受一顿美
食。近日，随着阿里巴巴旗下本地生活服务平台
口碑在重庆试点手机预点餐业务，这样方便的用
餐体验已成为现实。

手机预点餐实现“免排队”

8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体验了一回手机预
约点餐。下午5点半，记者在口碑APP上选择了
一家支持预点餐的商家——位于龙湖时代天街
的一只酸奶牛，点好想要的商品后，系统提示选
择取餐时间，记者选择了下午6点取餐。

当记者下午6点赶到店铺时，正值用餐高峰
期，店铺门口排起了小长队。记者向店员出示手
机上的订单信息后，店员优先为记者提供了饮
品，免去了排队等待时间。

“仅龙湖时代天街店，每天就有100多笔订
单是通过手机预点单的，顾客到店后拿了就走，
不用排队。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避开高峰期
进行备货，提高了工作效率。”一只酸奶牛市场部
负责人石均介绍。

今年7月，口碑平台上线了预点餐服务。目
前，重庆除了100多家门店支持预点餐服务外，
焙里思、华生园、祖提蛋糕、华莱士等以轻食为主
的重庆餐饮品牌也相继开通预点餐服务。而在
全国，包括肯德基、汉堡王、面包新语等品牌都已
经支持口碑APP预点餐功能。

智能技术提升就餐体验

根据口碑平台的数据显示，在全国，消费者
外出就餐平均每次的排队等位时间约19分钟，占
据整体用餐时间的近30%。而重庆的人均单次
就餐排队时长是17.86分钟，同样占据整体用餐
时间的近30%。

助力餐厅实现这一功能的，便是口碑平台与
多家SaaS（软件即服务）系统商合作推出的新餐
饮智能POS（销售终端）。据介绍，商家接入智能
POS（销售终端）后，可自主选择开通排队取号、
线上预点、扫码点餐、外卖接单、智能收银等功
能；而在后台，基于云系统的能力，商家还可以实
现日常经营报表、进销存的管理，并及时优化餐
厅菜品、预估销量，实现门店及供应链的精细化
备货。

大数据助力传统餐饮转型

在业内人士看来，大数据智能化除了让消费
者就餐便利外，更重要的是，商家可以根据这些
数据配置营销活动，并进行精准推荐的智能营
销，实现向“新餐饮”的转型。

“传统的营销一般采取单一的优惠券方式，
一旦促销结束，消费者很快就会流失。因此基于
大数据做精准营销，才是新餐饮的核心。”口碑平
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大数据智能化降低了餐饮行
业人工成本、优化了服务体验，而更重要的是，点
餐、支付等全流程的数字化，为门店未来的经营
数字化打下基础。“当门店经营与顾客的行为被
数字化之后，促进了菜品的标准化与零售化，将
给整个餐饮行业带来巨大的变化。”

手机预点餐
在重庆成为现实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
璨）8月22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两江新
区已正式启动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概念规
划，5家国际设计团队将参与设计与规划。

据了解，两江新区将选取辖区内的一

片区域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该区域以
“科教创产”为着力点，通过建立“科研与
产业协同、产业与创新协同、创新与人才
培养协同”体系，打造一流的创新资源聚
集高地、科技创新示范高地、新兴产业孵

化高地、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高地。
在产业上，两江协同创新区重点发展

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汽
车、航天航空、生物医疗、新型材料、军民
融合等8大产业。

在生态系统设计上，两江协同创新区
将充分尊重自然山水，保留典型地貌与重
要景观资源。同时，将广泛应用海绵城
市、绿色建筑、节能材料等建设理念和技
术方式，重视绿色智能化设计，打造未来
城市建设示范区。

据了解，早在7月23日，两江新区便
向全球公开征集两江协同创新区的设计
理念与方案。最终，英国查普门泰勒建筑
设计公司等5家国际设计团队入围。通过
行政评审后，两江新区将确定其中一家设
计机构进行城市设计深化整合编制工作。

两江新区将规划协同创新区
打造未来城市建设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智能化时代，工地
如何更安全、施工质量更有保证？城市如何人性
化、高效运转，农产品市场信息更对称？8月1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该公司打造的工地智慧化管理平台、城市云
端城市管理平台Q-TOUCH（“城市大脑”）和初
级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服务平台等将亮相本届
智博会。

中冶赛迪自主开发的“轻筑”智慧工地云平
台通过一码制（相当于身份证），让建筑工地更
安全、建筑品质更高，实现了“政府主管部门—
企业总部—施工项目部”三级联动指挥管理体
系。

“轻筑”智慧工地云平台通过安全帽射频识
别，可对施工人员进行远程定位，监控施工人员
进出工地和安全培训情况。施工人员在手机端
就可查看二维图纸、三维模型，记录实测数据和
工程质量等。

下水管网堵塞、井盖倾斜或者遗失，噪音污
染、人行道违章摆摊等问题频出，如何通过大数
据解决这些问题？中冶赛迪自主开发出 Q-
TOUCH（“城市大脑”）云端城市管理平台，通过
智能设施，实现城市运行数据智能感知、互联互
通，让城市各类设备出现的问题“快速发现、快速
调度、快速处置、快速解决”。

云端城市管理平台Q-TOUCH（“城市大
脑”）包括智慧能源、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管
廊、智慧建管等多个平台和产品，构建出新的未
来城市生态，让城市可感知、更聪明。

在Q-TOUCH（“城市大脑”）构建的未来城
市生态中，广告牌、摄像头、环境感控、路灯、消防
栓等都实现了智能化。如监控渣土源头，包括渣
土工地、运输路径、消纳场等均可实时监控。

智博会上，中冶赛迪将展示其自主开发出初
级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平台—“农业大数据云—
益农”。

该平台主要为初级农产品采购商与提供者
建立免费的、直接的线上对接渠道，解决初级农
产品交易过程中的供需对接、诚信风险、运转损
耗风险、交货时间风险、支付结算风险等问题，保
障交易便捷、高效、安全、有序。

可对工地、城建、市政等进行
智能管理

中冶赛迪云端城市
管理平台亮相

本 报 讯 （记 者 廖 雪 梅 实 习
生 杨千帆）8月 22日，市城管委透露，
由江北区城市管理局牵头编制的《重庆
市智慧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当
日顺利通过专家评审，标志着全国首个
省级层面智慧城市管理行业标准正式

出台。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制定

《重庆市智慧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技术
规范》主要是解决我市智慧城市管理
是什么、建什么、怎么建、用什么标准
建和怎么用的问题，其内容主要包含

适用范围、规范性文件的引用、术语和
定义、业务系统架构、性能要求、运行
环境、信息安全、系统验收要求、运行
维护要求和系统运行评价等章节及四
个附录。

江北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介绍，《重

庆市智慧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2015年正式立项启动编制，该规范立足
于江北区城市管理局6年多智慧城市管
理系统的建设经验，并结合我市城市管
理的实际情况，经过数十次专家评审，最
终形成定稿。

“智慧城管”行业标准在渝出台
主要解决建什么、怎么建、用什么标准建和怎么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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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

重庆江北智慧城管大厅。 (江北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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