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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智能审批，实现
业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一渠道
注册、全渠道通用”；业务办结后，
到账时间由过去“3-5个工作日”
缩短为“秒级到账”……

近年来，重庆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下称“公积金中心”）打
通多部门数据渠道、构建智慧化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大数据智能
运维系统等方式，打造起集智能
办理、智能服务和智能运管功能
于一体的智能化工作体系，大幅
度提升了该中心的管理和服务水
平。

在我市住建领域，像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这样，通过智慧化
提升服务能力的情况并非个例。

近年来，市住房城乡建委加
速推进审批事项和政务服务的标
准化、信息化，所有审批事项实现
网上运行，审批效率大幅提升，真
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一站式”甚至“零跑路”
解决问题。

其中，安全生产许可、市外入
渝施工企业备案、工程监理企业、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施工企业资

质办理等工作已实现无纸化申
报、无纸化审批；所有执法事项实
现网上流转，纳入权力清单的公
共服务事项超过80%都能在网上
办理；全市近150万名一线人员
岗位证书和技能证书全部实现电
子化。

此外，市住房城乡建委还通
过提升小区智慧设施建设水平和
物业智慧化管理服务能力，推进
智慧小区建设。截至2019年底，
全市共创建智能物业小区 545
个。为此，市住房城乡建委还专
门打造了重庆市智慧小区建设管
理平台，以促进全市智慧小区的
信息汇聚、资源整合、协同运行、
优化管理。

“推进智能建造，是国家和行
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具有必要性，
更有紧迫性。”市住房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我市将以大
力发展建筑工业化为载体，以数
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动力，持续加
大智能建造在我市城乡建设各个
领域、环节的深入应用，加快培育
智能建造产业生态，引领建筑业
数字化转型，促进全市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

物联网+智慧
排水系统

系统将3D模型、
实时视频、光效动画、
数据流进行统一整合，
多维度呈现城市排水
管网资源，直观再现城
市排水设施空间位置
关系，密切监测城市排
水管网运营状态，协助
城市排水管理工作高
效开展，是监督城市污
水排放、处理的综合性
管理平台。

e呼通

以大数据、GIS、
物联网、数字孪生等前
沿信息技术为基础，把
7个市级综合管理部
门、6个市级行业主管
部门、1000余家管线
权属单位、建设单位集
成到一个平台，为城市
管线规划、建设、运维
全过程提供辅助决策、
沟通协调、安全预警。

智慧公积金

公积金中心与27个机构开
展信息资源共享，利用大数据智
能审批，实现公积金业务“马上
办、网上办、一次办”。同时，打
造起“1+1+1+11”（1个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1个统一的知识
库；1个完备的线下柜台；11个
线上渠道）智慧公积金公共服务
体系，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服务水
平。

互联网+建设教育在线
综合服务平台

由在线教育培训系统、智慧
测评系统、远程指挥监管系统、
电子证书系统、电子身份认证系
统和人员管理系统6个应用系
统构成，可满足100万人同时在
线学习考试。在全国率先实现
了住建领域教育培训工作全过
程信息化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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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供

一套系统便可实
现对一栋建筑从设
计、施工、验收的线上
全流程可视化管理，
省去线下大量繁琐的
环节；用AI（人工智
能）与VR（虚拟现实）
相结合，还原房屋真
实细节，为购房、租房
者提供身临其境的感
触；基于大数据的聚
集和应用，构建数字
孪生城市，实现“让城
市 自 己 管 理 自
己”……

9月15日，2020
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正式拉开帷
幕。在重庆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下
称“市住房城乡建
委”）“智能建造·智慧
居住”线上专题展厅
内，集中展示了“智慧
住建”“智能建造与建
筑工业化”“建筑业互
联网与大数据”“智能
运维”4个主题领域
的一大批“黑科技”，
让人大开眼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制造、中国
创造、中国建造共同
发力，继续改变着中
国的面貌。”智能建造
之于建筑业，相当于
智能制造之于工业。
发展智能建造，正是
加快建造方式转变，
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中国建造”
升级版的优选路径。

近年来，市住房
城乡建委大力推进实
施智能建造，积极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与建筑
业的深度融合，并重
点围绕制定政策体
系、优化技术标准、完
善产业配套等，开展
了大量工作，在建造、
管理和服务板块都取
得了显著成效，初步
形成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

设计阶段，二维平面的工作方
式变得三维直观；设计成果可以通
过三维数字化提交，自动生成审查
报告，审批效率大大提高；获批方
案又将以数字化的方式，无损流转
至施工环节，让把控能力和管理效
率得到极大提升；竣工阶段，将对
所有成果进行数字化归档和可视
化管理……

这一系列变化，正是得益于
BIM（即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赋
能。

近年来，市住房城乡建委通过
大力推广BIM技术的应用，市内
应用BIM技术的项目数量不断增
长，其中十八梯片区道路及相关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机场东联络线南
线道路工程等重大项目，均实现了
设计、生产、施工全过程BIM技术
应用。截至目前，全市共计748个
项目应用BIM技术。

与此同时，市住房城乡建委还
专门建设了BIM项目管理平台和
BIM数据中心。该平台为参建各

方与建设主管部门之间构建统一
的数据通道，提供统一的接口标
准，与各类BIM专业软件及业务
管理系统进行数据交互，使工程建
造监管所需数据在平台上顺畅流
转，实现基于BIM的从设计、生
产、施工到竣工验收的全过程监
管。

如此一来，造房子变得和造汽
车一样简单，且建设工期缩短，建
设品质大幅提升：先将房子拆分成
一个个“零部件”，应用BIM等技

术对“零部件”进行设计组装，再将
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零部件”运
输到施工现场进行机械化安装，一
栋房子便建成了。

推广BIM技术，仅仅是我市
发展智能建造的一个缩影。市住
房城乡建委还将探索和尝试由单
体建筑级的BIM技术应用到城市
级CIM（即城市信息模型）技术的
跨越，构建起三维数字空间的城市
信息模型，助力数字重庆、智慧重
庆的发展。

数据，是信息化时代的基础，
也是任何行业开启智慧大门的钥
匙。

当前，市住房城乡建委通过将
全市住建领域资源进行数字化整
合，建成了智慧住建云和行业大数
据中心，实现了所有业
务系统统一在云平
台上运行，所有
数据统一在
数 据 中 心
管理的

智慧机制，为推进智能建造提供了
统一的政务云和数据存储环境。

目前，行业大数据中心通过对
业务系统数据的采集、清洗、转换
和比对，形成约28亿条数据资产，
其中包含工程项目约19万个、企
业2万多家、人员200多万人和3
亿多条城建档案数据。同时，基于

这些基础数据库，我市还提
炼出18个专题库和面向三

大行业的主题库。
基于这些大数

据资源，市住房城乡
建委还打造了重
庆市智能建造

管理平台、

重庆市工程项目数字化管理平台、
重庆市工程项目BIM管理平台、
重庆市智慧工地信息管理平台、重
庆市智慧小区建设管理平台五大
智能化应用平台，以推进智能化在
住建领域的深入应用。

其中，重庆市智能建造管理
平台是实现工程建造全过程数字
化监管的管理系统，以优化融合
工程勘察设计、生产、施工、验收
等各环节业务系统为导向，通过
工程项目统一编码、业务流程统
一编码和数据统一编码，实现业
务及数据的关联融合，以及工程
建造监管数字化全覆盖。

重庆市工程项目数字化管理

平台，则是以工程参建各方为应用
主体，基于人脸识别和数字签名技
术推进参建各方之间的统一身份
认证，实现工程项目管理行为和施
工作业行为的数字化，着力打通智
能建造“最后一公里”。

而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重庆
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则是通过实
时采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人、机、
料、法、环等关键要素的信息数据，
全面掌握全市建设工程人员、设
备、环境、安全、质量等方面的状
况，为建筑施工管理提供科学决策
依据。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认定通
过智慧工地2600余个；收录从业
人员实名制信息129万余条。

智能建造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智能管理 大数据催生出的住建智能管家

智能服务 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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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约克北郡两江新区约克北郡
项目智慧监控中心项目智慧监控中心

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

重庆市城市管线综合服务“e呼通”平台

“建筑业互联网与大数据”展区 城市建设一角 摄/唐安冰

““物联网物联网++智慧排水智慧排水””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

市住房城乡建委
推动智能建造 助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展

智能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