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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

【摘要】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通过总结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兰州市在新型

智慧城市规划建设框架体系和重点领域，以及兰州市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提出

在大数据背景下兰州新型智慧城市规划建设模式，即以下三方面：一是以政府战略为主导的顶层设计；二

是注重智慧民生服务与社会治理；三是开创综合创新型智慧新区建设。最后针对目前兰州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阶段，提出今后持续改进的3个着力点：一是建立以“大数据”为依托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战略，二是打

破“信息孤岛”，加快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三是建立“绿色、协调、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构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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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undeveloped western  China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Lanzhou new smart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key areas, and puts forward   
model of smart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ive  data. The first one is the top-level design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second one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ervice of people's well-being 
and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third is to create a new, innovative and intelligent new area.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Lanzhou new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phase, the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 three points which need betterment later: the first 
one is to build a "big data" based on the new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the second is to break the "information 
island" and speed up the enhance the level of "Internet + e-government service" ; the third is to build a "green,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low carbon development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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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

战，如何不断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全面提

升城市生活品质，解决城市发展中的交通、能耗、城市

治理等问题，已成为关键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

规划（2014—2020年）》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

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

型城镇化道路[1]。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

主战场，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最佳选择，是可持续发

展理论的典型实践，是提高城市的内在承载力和经济增

长的内生源动力。针对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

体需求，兰州2013年成功申报并成为第二批国家级智慧

城市试点城市，2016年，兰州成功跻身中国智慧城市建

设50强。

1　兰州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目前兰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明显滞后于全国

发达城市，在基础设施、社会治理、产业发展等新型城

镇化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1.1  兰州市城镇化发展质量较低
甘肃省地处西部欠发达中心地带，甘肃省城镇化

率为43.1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1%。兰州市地处甘

肃省中部，现辖城关、七里河、西固、安宁、红古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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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永登、榆中、皋兰3个县，市域总面积1.31万km2，

其中市区面积1	631.6	km2。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371万，

城镇化率为81.01%。根据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城镇

化质量排名，兰州市城镇化率排全国前20名，但城镇化

发展质量仅居第104位[2]。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面临着

诸多挑战。

1.2  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社会治理水平低下
城市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尚未完成，出现了“大

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状态，城市人口总数持续增

长，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城市建设更多设施，然而，建

设速度滞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较

多，基础薄弱，长期超负荷运行，已不能满足城市市民

生产和生活的需求，社会治理水平较低，城市用地、环

境、人口、发展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如城市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轨道交通建设尚未完成，城市交通拥堵等民

生问题极为突出。

1.3  兰州市经济发展方式急待优化
甘肃省存在一些资源依赖型城市，如玉门、嘉峪

关、金昌、白银、兰州等，均面临着资源枯竭，城市产

业升级转型的问题，兰州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循环经

济发展缓慢，即经济发展关联度较低，传统、资源型工

业企业较多，高新技术企业少。这些企业生产过程中

对生态环境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可以说在客观上制约

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导致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

务非常艰巨。因此，调整优化城市经济结构、健全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是当前兰州实现科学发展的迫

切要求和新型城镇化重点需解决的问题。兰州智慧城市

建设规划提出以信息技术产业为突破口，通过IT软件开

发、通信增值服务、物联网等应用技术的开发应用，为

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强劲动力，成为培育经济

增长级的重要力量。

2　兰州新型智慧城市规划建设需求

2016年4月19日，习总书记在在北京主持召开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中正式提出了新型智慧城市的

概念。新型智慧城市提出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

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

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

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

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可以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

方向选择。智慧城市在促进城市发展以及居民幸福体验

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兰州市

在“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下，做到民

生服务、社会治理、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等方面取得突破

性进展，必须借鉴发达城市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

先进经验和模式。

2.1  相关规划和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
2013年，兰州市编制了《兰州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规

划》和《兰州创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实施方案》，

标志着兰州市全面进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阶段。至2016

年，兰州市先后又出台了《关于扶持大数据企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兰州市

大数据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兰州市运用大数据

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实施方案》《兰州市政府

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以上规划和实施意见的出台

为兰州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提供了政策保障。

2.2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
兰州市坚持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注重统

筹规划和综合协调，加快系统升级改造步伐，信息设施

使用率指标逐年提升。兰州光缆接入网建设实现了全市

区覆盖、农村86%覆盖。在实现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两

个100%的全覆盖基础上，有线电视网络的双向改造和高

清互动数字电视平台建设全面完成，并实现由模拟电视

向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缩小。

2.3  公共服务和政务管理信息化深入推进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

项目在全市5个区52个街道391个社区建成了三维数字社

会管理系统。系统按照“四级平台管理、六级网格服

务”的社会服务管理新思路，建立了纵向贯通市、区、

街道、社区、网格、楼院，横向覆盖市、区各部门的联

动联网运行机制。

3　兰州新型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总体
目标和框架

3.1  兰州新型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主要目标
兰州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出加强“网络强市、

信息强市、数据强市、安全可信”四项基础工作，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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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强政、智慧惠民、智慧兴业”三大战略任务，到

2020年，基本实现城市管理信息化，建成广泛覆盖、深

度互联、协同共享、智能处理、开放应用的“云上兰

州、数据城市”。

3.2  兰州新型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总体框架
兰州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出搭建六大平台，即

实景三维时空信息云共享服务平台、城市信息共享平

台、综合决策支持平台、市政设施管理智能化平台、智

慧大交通综合服务平台、城市应急综合智慧服务平台；

开展四大应用，即政务与协同、民生与服务、产业与

经济、创新与示范，从政务与协同（“智慧政务”基础

设施、电子政务应用体系建设、决策支持信息化服务体

系、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和公共应急

保障系统建设）、建设与管理（智慧城建、智慧城管、

智慧交通、智慧管网、智慧环保）、民生与服务（智慧

民生、智慧社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产业与经济

（智慧产业、智慧农业、智慧工业、智慧旅游、智慧物

流）、创新与示范（智慧新区、智慧文化）等方面形成

“智慧兰州”应用体系建设，如图1所示。

图1　兰州新型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框架体系

Fig.1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Lanzhou new smart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4　兰州新型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阶段
成果

作为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兰州市创建国家“智

慧城市试点”，通过推广各类应用、整合各类资源、构

建公共信息平台、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建成

了集政务服务、便民服务、商务服务为三位一体的兰州

市信息惠民公共服务平台，极大地提升了民生服务能力

和行政管理效能。2015年，兰州市被国家测绘地理信息

局列为	“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城市。

4.1  构建“4个1”的政务公开和政民互动体系
“4个1”即“一网”“一站”“一卡”“一号”。

“一网”是兰州市电子政务网络，建成覆盖全市173个

单位（县区）的市级电子政务网络，包括政务外网和政

务专网。其中，在政务外网部署了兰州市协同办公系

统等11项应用，政务专网部署了常务会议系统等4项应

用。“一站”即政府门户网站群，由1个主站和80个子

站构成，已形成“统一平台、协调联动、资源共享”的

运行模式。“一卡”即兰州市民卡，已搭载金融借记、

公交车、虚拟养老院、图书借阅、卫生诊疗、出租车、

水上巴士、公共自行车、市委市政府和兰州新区办公点

食堂等应用。截止目前累计发卡132万余张，布放各类

市民卡刷卡机具1.2万余台。“一号”即民情通服务热

线，将全市47部公共和生活服务电话整合于12345民情

通服务热线。

4.2  建成“2个中心”的信息资源共享系统
市数据中心建设完成了人口库、法人单位库、宏

观经济库、空间地理信息库四大基础库，并已经开展部

门之间的共享应用，形成良好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机

制。市政府应急指挥中心建成了集视频监控系统、音控

广播系统、LED大屏幕显示系统、电视电话会议系统、

网络通信系统、指挥调度中心保障系统和中央控制系统

等为一体的统一指挥、调度的智能化指挥管理系统。

4.3  建成五个业务协同和信息惠民的支撑平台
市级办公系统平台已实现全市各部门公文流转、

无纸化办公、数据共享、办公资源整合。市政务信息资

源共享交换平台全面整合市政府部门之间独立、分散的

应用系统内数据，实现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处理和应用

服务。市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系统平台全国领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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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事务办理、商务服务”于一体，整合了10

大民生服务系统，已在全市3县5区52个街道391个社区

1482个网格和市、区（县）各部门互联互通。行政审

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平台包括行政审批服务系统、网上政

府大厅、综合电子监察系统、重大项目管理系统、行政

服务投诉系统等，共部署203个审批事项及处罚事项。

4.4  兰州市大数据工程正式启动
兰州市大数据一期工程以市数据中心四大基础

数据库的数据为基础核心，初步建立了数据收集和

共享推广机制，兰州市数据中心总数据占用存储空间

超过5 T，人口库入库数据约2.2亿条（2013年为1 500

万条），法人单位库各类业务数据总计131万条数据

（2013年为40万条），宏观经济库汇集兰州市近三年来

500多项指标数据（2013年为374条），空间地理信息库

数据时时都在更新完善。同时还完成了人口、法人库数

据空间化处理。双平台为ArcGIS和超图平台，双坐标系

为CGCS2000和兰州市城建坐标系。

4.5  实现了信息化在多个领域的融合
智能交通体系初步建立，智能交通系统总体设计

已完成，车辆信息卡发卡工作正在进行，BRT智能交通

控制工程，以及非现场执法系统等一期工程已经完成。

“数字环保”初见成效，市数字办会同市环保局、市三

维中心等部门，已将环保探头共享至市三维数字社会服

务管理平台。肉菜溯源系统建成应用，已基本建成247

个节点，共上传市级平台肉类蔬菜信息829万多条。食

品药品安全监管不断完善，建成食品安全电子追溯系统

和药械远程监控系统。

5　结束语

5.1  兰州新型智慧城市规划建设模式
1）以政府战略为主导的顶层设计

兰州作为西部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中心城

市，基于“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的

城市定位，积极创建智能、安全、宜居的新型智慧城

市。目前，兰州市先后出台了《兰州智慧城市建设发展

规划》《兰州市大数据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兰州

智慧城市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建立

了完善的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框架。规划至2020

年，兰州市将建成宽带、融合、安全的信息化基础设

施，实现社会各领域的智慧应用，逐步走出具有兰州特

色的智慧城市发展之路。

2）智慧民生服务与社会治理

兰州针对城市发展的重难点问题，提出“以人为

本”的智慧民生服务，即以“满足市民需求”建设作为

着力点，基于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系统，以社会管理

平台和民生服务平台为重点，建立社会服务管理“四级

平台管理，六级网格服务”的“12345”运行服务管理

模式，实现城市三维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一体化、民

情流水线服务普遍化、指挥调度一体化目标。通过三维

数字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建设，做到组织建设到位、制度

机制完善、信息掌握及时、服务管理规范、预防处置快

捷，使整个服务管理环节更加灵敏、高效，从而实现兰

州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重大突破。

3）综合创新型智慧新区建设

兰州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是兰州市产业创新发

展的领航区，建设核心在于提升兰州市整体产业结构水

平，兰州新区通过“智慧新区”创新与实践，成为兰州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先导区和国家建设智慧城市的示范

区。目前，兰州新区围绕“智慧新区“建设的八大工

程，以实现“基础设施高度覆盖、产业发展高度生态、

应用体系高度发达、民众生活高度和谐”的新型智慧城

市发展新阶段。

5.2  兰州新型智慧城市规划建设思考与建议
1）建立“大数据”为依托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战略

与智慧城市伴生的大数据已成为城市研究重要的

发展方向和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对城市管理和建设产

生影响[3]。目前，兰州智慧城市治理还面临信息基础薄

弱、大规模人口流动、城乡二元结构等条件的限制。	

因此，针对兰州智慧城市建设现状和特点，需探讨面向

智慧城市治理的大数据技术需求，建立兰州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战略，只有实现了数据的广泛收集，互联互通，

才能找到相关问题的关联性，并做出正确的城市治理决策。

2）打破“信息孤岛”，加快提升“互联网+政务服

务”水平

目前，对兰州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投

入，同时，我们也看到，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效果欠佳，

遇到了一系列难点和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城市各部

杜　森，等. 西部新型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模式探析——以兰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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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各系统之间标准问题无法有效协调，形成信息孤

岛。因此，城市各部门、各行业需要做到社会资源开放

共享，让各行业、系统都要遵循统一的开放共享标准，

按照“三融五跨”[4]的要求规划建设任何信息系统和数

据库。兰州市新型智慧城市创新政府治理模式机制，提

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即应按照“互联网+政务服务

“做法就是把城市各部门业务职责内的公共服务入口搬

到互联网上，建立虚拟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一号申

请、一窗受理”，而真正实现“一网通办”。即	通过

创新性的技术和应用模式，	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和人

性化的民生服务。

3）建立“绿色、协调、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构想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和共享”的五大城市理念，这与新型城镇化发

展规划提出的“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核心思想

在战略方向上是一致的，根据兰州市目前所处的发展阶

段，建立“绿色、协调、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构想是着

眼于实现城市长远发展目标的主要途径。因此，兰州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应聚焦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产业发展

三大方面，从内涵上讲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

环境之间的协调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与自然

的协调和谐，实现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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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陈军荣获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5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创新争先奖励大会上，颁发了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总工程师陈军获得奖状。

　　陈军总工主持研制了世界上首套30米空间分辨率、高质量全要素全球地表覆盖信息产品GlobeLand30，

该成果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从跟踪到引领的跨越式发展。GlobeLand30是在国家863重点项目的支持下，由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牵头，联合19家单位，经过多年深入研究完成。2014年9月，中国政府将其赠送给联

合国使用，成为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提供的首个全球性地理信息公共产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

影响。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后，国

家批准设立的又一个重要的科技奖项，是国家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是国家科技奖项与重

大人才计划的有机衔接，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一个科技人才大奖。此次共评选产生了10个奖牌获奖

团队，28名奖章获奖人选，254名奖状获奖人选。（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