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城市◎

中小城市新型智慧城市战略实施途径研究 

——基于云南省玉溪市的实践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Way of New Smart City Strategy in Small and 

Medium Cities------Based on the Practice ofYuxi City, Yunnan Province
李璐'，柳德江'，苏玉梅勺胡鹤飞勺董娅西2

LI Lu1, LIU De-jiang1, SU Yu-mei2, HU He-fei2, DONG Ya-xi2

（1.玉溪师范学院；2.东南大学玉溪智慧城市研究院）

（1. Yuxi Nomal University Yuxi Branch of Smart C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摘要】智慧城市的概念和内涵已经从最初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云技术等基础硬件设施建设到对创新、融合、共享、体验等城 

市软实力发展，全世界各国及我国各城市均在探索智慧城市的实施路径。文章以云南省玉溪市智慧城市建设为例，从顶层设计、 

新型智慧城市评价、创新路径等方面研究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途径，探索中小城市如何利用自身发展优势走出有别于发达城市的 

建设模式。

【Abstract】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intelligent cities from the initial construetion of basic hardware 

facilitie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twork technology, and cloud technology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oft power such as innovation, integration, sharing, and experience. All countries and cities in China are 

expl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mart cities. This paper is taking Yuxi city,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studies how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can use their development advantages to get out of the constmetion 

mod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developed cities under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from the aspects of top— 

level design, new intelligent city evaluation and innovativ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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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智慧城市战略发展现状

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背景下，智 

慧城市成为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途 

径。各地方政府部门引导之下，智慧城 

市建设不断推进。统计截至2018年9月， 

我国100%的副省级城市、87%的地级城 

市，总计超过500座城市⑴，均提出建 

设智慧城市的方案和方法。目前世界范 

围内，也有超过1000个智慧城市项目 

世界范围内在建，其中欧洲、北美、日 

本和韩国在智慧城市发展中领先，而中 

国在数量上占世界智慧城市第一位（超 

过一半），并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形成了 

数量庞大的智慧城市群。智慧城市相关 

的产业也成为城市产业转型发展的新理 

念和新模式，特别是新型智慧城市提出 

的以人为本、注重市民体验和成效、创 

新引领城市发展转型等理念，已成为推 

动和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战略、实 

现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现实来看，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数 

量虽然达到世界领先，且实施方案与国 

际同步推进，但建设思路和成效同国外 

相比差距明显。主要体现在：缺乏顶层 

设计、智慧城市实践更多停留在理念解 

读而非体系化的技术应用、未考虑自身城 

市特点盲目上马智慧城市项目等问题⑵。 

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盲目参照大城市 

的做法上马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缺乏统 

一的思想理念指导，造成大量重复建设 

和浪费。事实上参考2017年全球智慧 

城市报告可以看到，智能化战略实现良 

好的智慧城市当中，既有人口超过500 

万以上的新加坡、芝加哥等大城市，也 

有人口小于20万的桑坦德（西班牙）和 

帕拉马塔（澳大利亚），排名指数均位 

列前十强，表现突出；同时，从城市富 

裕程度上对比也可看到，GDP高的城市 

确实有更好的战略和实施条件，但有些 

城市如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布巴 

尼斯瓦尔市等，人均GDP表现一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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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出台了很好的智慧城市战略。由此 

可以看出，城市规模与富裕程度只是决 

定智慧城市战略实施的一定条件，但不 

是必然条件。中小城市同样可以指定符 

合当地实际需求的智慧城市战略，并根 

据实际条件加以实施，走出一条有别于 

大城市发达城市的道路。

1.2新型智慧城市战略的提出

智慧城市建设是应对城镇化发展过 

程中带来的人口增长、环境污染、交通 

拥堵等各类“城市病”，促进城市健康、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建设智 

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 

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⑶。根据国家统计 

局2019年发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城 

镇化率为59.59%,接近60%,按照城镇 

发展的阶段规律，已进入中后期发展阶 

段，中国人口城镇化速度将趋于降低， 

城市也进入转型提质发展的阶段，给城 

市的管理、建设和发展都带来挑战⑷。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智慧城市 

的建设思路也由原有强调“信息化和技 

术化”的建设，转变成为，要求“以人 

为本”、“注重实效”、“改革创新”等方 

面内容，重点将从新产业、新环境、新 

模式、新生活、新服务五大方面支持新 

型城镇化发展。

2玉溪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1发展现状

玉溪作为云南滇中城市群核心区城 

市之一，与云南省会昆明距离最近的区 

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明显、自然资源 

丰富、产业体系完备、生态环境良好。 

自2015年4月玉溪市被住建部和科 

技部联合列为第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先后成立 

创建国家智慧城市指挥部、“六城同创” 

工作领导小组和玉溪市新型智慧城市工 

作领导小组。2017年编制完成玉溪智慧 

城市顶层设计、2018年完成玉溪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修编报告等。玉溪市政府在 

智慧城市发展上给予多项政策支持，在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云计算数据中心、 

信息化基础设施、智慧化监控和多媒体 

应用平台等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智慧 

基础设施处于全省领先水平。

2.2现阶段新型智慧城市评价

玉溪市2018年全市常住人口为 

238. 1万人，市区常住人口约61. 9万人， 

按照人口规模划分属于中等城市。全市 

城镇化水平达50.8%。通常城镇化率超 

过50%是一个关键点，说明该城市处于 

城镇化加速期的中期阶段，并且城镇化 

从速度增长转变为质量增长的时期，进 

入了城市型社会。目前玉溪市的城镇化 

水平低于全国59.58%的平均水平，说 

明玉溪市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 

城镇化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主要表 

现在对周边县市的辐射带动功能可逐步 

加强。在此阶段上，通过对照《国家新

1

0.8 

惠民服务精准沦理生&AJS智能设施信息资嫄网络安全改革创新市民体验

图1玉溪市新型智慧城市归一化直观评价图

惠民服务精准治理 生态宜居 智能设施 信息资源 网络安全 改革创新 市民体验 

评价领域

图2对照打分玉溪市新型智慧城市评价图

型智慧城市评价（2018）》一级指标进 

行专项对照打分，通过客观评价可以看 

出：玉溪市在智能设施、生态宜居和改 

革创新等方面表现突出，但是在惠民服 

务和精准治理方面尚有较大差距，其中 

主要表现在信息资源共享、网络信息安 

全和市民体验这三项较为薄弱，需重点 

加强建设（见图1、图2）。

3玉溪新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系统架构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是从城市发展 

需求出发、运用体系工程方法统筹协调 

城市各要素，开展城市需求分析，对 

智慧城市建设目标、总体框架、建设内 

容、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整体性规划和 

设计的过程。其中重点是从城市整体发 

展战略出发，分析城市需求，进行总体 

设计、架构设计和实施路径设计，服务 

对象是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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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需求闾。玉溪市是全国的中小城市 

试点中较早完成新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的城市，在新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方案 

上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围绕玉溪市“5577” 

总体思路，执行“生态立市、产业富市、 

创新强市、开放兴市、共享和市”发展 

战略，从组织架构、项目归口管理、项 

目工程实施、资金保障等全流程、全方 

位对玉溪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整体 

解决方案。可以说玉溪“5577”的总体 

思路，为玉溪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 

行动方向；玉溪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成 

果是玉溪“5577”的总体思路的落地 

（见图3）。

4玉溪市新型智慧城市创新路 

径

4.1构建顶层设计支撑体系，稳步推 

进智慧进程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是智慧城市建 

设的首要工作，能够保证该城市智慧建 

设符合实际，突出重点。在编制中分 

析提炼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城乡 

建设等方面内容，并得出智慧化建设的 

相应规划。按照《玉溪市城乡总体规划 

（2016-2035中提出的城市性质，玉 

溪市将建设成世界级高原湖区旅游康养 

胜地，中国面向东南亚的门户枢纽，国 

家创新型城市，云南省战略新兴产业基 

地。因此顶层设计也主要从四方面内容 

明确了功能和发展方向，即突出面向东 

南亚的交通枢纽优势、高原湖区生态和 

谐发展、构建科教创新城、探索“云南 

语境” “玉溪特色”的城乡统筹的特色战 

略。相对应的顶层设计的应用层面也对 

接实际发展需求，形成了符合玉溪特色 

的智慧城市建设的智慧应用层：智慧环 

保、智慧生态、智慧产业、生物医药和 

大健康、高原特色农业、智慧旅游、智 

慧交通等，成功对接“五大战略”的项

目落地（见图4）。稳步推进符合玉溪实 

际的智慧化进程。

4.2强化"智慧大脑”智慧平台，运 

用大数据支撑决策

时空大数据平台是智慧城市的基 

础，是城市的“智慧大脑”。依托空间 

地理信息技术基础数据，能够更加怏速、 

定量、准确地为智慧城市服务。玉溪市 

启动首批智慧建设项目当中，将建设城 

市时空大数据管理平台作为首要项目，

为玉溪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和决策支持。智慧玉溪城市建设中要求 

融合现有城市网格管理成果，加大物联 

网数据监測采集，打通市政部门之间数 

据壁垒，实现数据资源联合共建、数据 

共享；结合空间地理数据系统，建立多 

尺度、立体的、适用于城市管理与服务 

的空间大数据平台，构建量化可控的管 

理指标体系，推动一体化、可视化综合 

管控，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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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病害分类及桥分类

工作和提升桥梁运营安全有着较大的现 

实意义。本研究采用互联网技术开发桥 

梁检测系统，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初 

步成果，为同类型桥梁检测管理系统的 

开发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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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加大科技人才企业扶持力度，突 

出科教创新示范

玉溪市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和战略布局，大力实施科教创新强市战 

略，把科教创新作为推动玉溪发展方式 

转变，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 

重大举措。2018年正式组建玉溪科教 

创新城管理委员会，把科教创新城建设 

打造成为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示范区，一方面，大力引进和培育科研 

院所等相关机构和高素质人才，另一方 

面，积极打造新兴产业研发和孵化基地， 

以科教创新城作为引领玉溪产业转型升 

级以及玉溪市智慧城市实践的特色示 

范区。

4.4以民生服务作为抓手，提升惠民 

服务应用

智慧城市建设根本目的在于构建以 

市民为中心的智慧城市，建设市民与政 

府互动的全方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在2018年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中， 

加大了惠民服务和市民体验的评价值。 

以此为参照，玉溪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的技术维度中，将城市应用在信息惠民、 

政务服务、城市治理及产业经济四个重 

点领域建设。玉溪市主要通过利用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 

现智慧应用，包括智慧教育、智慧政务、 

智慧就业、智慧养老等，有利的保障了 

脱贫攻坚、教育提质惠民、创业促进就 

业、城乡居民增收、社保扩面提标、健 

康养生养老、人口均衡发展七大民生工 

程的建设。

5结语

与发达城市和一、二线大城市相比， 

中小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受经济、社会环 

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智慧城市建设和 

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但另一方面也具备 

发达城市不具有的四个特点:纯、净、空、 

气，即信息化基础“单纯”、智慧城市建 

设环境"洁净”、民营资本进入有“空间”、 

建设实践“接地气”等特点［5］,从而避 

免发达一二线城市所面临的诸如机构和 

运维复杂、技术体系互联难度大等问题。 

玉溪市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没有照搬 

发达城市的建设经验，而是结合本市实 

际情况，执行“生态立市、产业富市、 

创新强市、开放兴市、共享和市”的发 

展战略，参照客观评价指标对标梯次发 

展，以惠民应用愿景为蓝图，发展重点 

领域，力图从创新驱动中寻找城市发展 

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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