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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智慧城市

助力城市治理  高效率
构建城市开发  新引擎
发展城市经济  新产业

广义智慧城市

工具
缓解五个问题，推进一个模式

（催生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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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推广需要根本性的模式转型
优先解决城市发展新动能的需求

协同辅助缓解城市发展问题

转型

从“好的规划”开始



【1】理论-【2】方法-【3】高质量落地







方法，智慧城市怎么实施



顶层设计+创新中心+智慧城（产
业+居住）+智慧招商+PPP落地

1 2 3

4 5



徐振强：五位一体方法论
应用/服务到如下具体的城市实践中

湖南省
武汉

浙江余姚
湖北麻城
银川
山东滨州阳信
贵阳



智慧城市红宝书
数字中国系列

综合

建设管理服务

医疗养老

省级篇章

党建





智慧城市

大数据
A

大数据
B

大数据
C

大数据
E

大数据
D

大数据
N

人工智能a 人工智能b 人工智能c 人工智能n

区块链 其他新技术

广义智能产业



平台生态的生态：
以建设智能经济

先导区为例

洲际联科技

AIII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

中英人工智
能学会

首都师范大学

剑桥智慧城
市商学院

深圳中兴网信 浙江大华航天科工304所 新华网大数据中心

中国社科院城环所

北大深港研究基地





智慧养老

联合单位：
上海浦东智慧城市研究院、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北京未来网络高精尖协同创新中心、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IBM大中华区智慧城市领域资深专家等







园链VS轻策VS优信



园链VS轻策VS优信

实时大数据输入-实时决策计算-实时参数化动态建模



工商税务数据 手机信令数据
普惠金融数据 房屋租赁数据

招投标数据
+

知识产权数据

实时大数据输入-实时决策计算-实时参数化动态建模

“装”
15万平米的现代服务产业



数字环保
智慧环保
智能环保

环境信息化
环保信息化

数字城市

智慧城市

智能城市 环境互联网

城市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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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信息化
相关的政策

《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2007）

Ø 建设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信息系统。构建环
境保护信息基础网络平台，建设国家环境数
据信息库和环境管理决策支持体系，建立高
效、便捷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信息传输
系统，构筑数字环保，完善信息发布制度，
促进环境信息共享……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
重点工作的意见》（2011）
Ø 建设环境信息资源中心，加强物联

网在污染源自动监控、环境质量实
时监测、危险化学品运输等领域的
研发应用，推动信息资源共享……

《“十五”国家环境信息化建设指导
意见》（2003）

Ø 以网络建设为基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为核心、信息应用技术为保障，努力提
高环境信息为环境管理提供服务和决策
支持的能力……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
产业的意见》（2013）

Ø 加快大气、水等环境质量在线
实时监测站点及网络建设，配
备技术先进、可靠性高的环境
监测仪器设备……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6）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2015）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2016）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6）
《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
见》（201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18）
……

《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3）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5）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2015）
《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6）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2016）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
……到2020 年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实现环境质量、重

点污染源、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



我国环境信息化产业发展阶段

1 起步
1996年开始发展环境信息化产业，当
年，国家环保局发布《排污口规
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中
规定，列入重点整治的污染水排
放口应安装流量计，这可称为最
初的在线监测系统

2 探索
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化
学需氧量（COD）自动在线监测
仪产品技术要求（HBC6-2001）》，
经过几年安装运行，逐渐摸索出以
COD为指标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3 网络化
2006年以后，尤其是“污染源减排
三大体系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
要求占COD污染负荷60%以上的
国控重点污染源必须安装在线监
测仪器，且必须联网运行

4 物联网
2010年，国家发改委《关于当前
推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有关工作
的通知）》发出后，国家环保部
推动环境监控物联网示范工程建
设试点，规划过去的环境监控系
统的功能和质量及应用全面提升

5 信息资源中心
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
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增强环境信息基
础能力、统计能力和业务应用能力。
建设环境信息资源中心，加强物联网
在污染源自动监控、环境质量实施监
测、危险化学品运输等领域的研发应
用，推动信息资源共享。

6 智慧环保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概念，
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2013年住建部实施“智慧城市试点”，数
字环境向智慧环境演进，云计算、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或成为智慧环境构建
的核心技术之一



近三年“智慧环保”公开报道
~132条”智慧环保”新闻

2016.8-2019.9

企业
宣传

城市
实践

行业
研究

活动
16% 65% 6% 13%

厦门

衢州

南通
湖州

衡水
武汉

宜兴
嘉善

哈尔滨

萧山
北京顺义
雄安新区

淮安市盱眙

青田

天津开发区
徐州

十堰
滁州

渭南市华州区

深圳

遂昌
黄石
九江

焦作市温县
北京市延庆区

郑州市航空港实验区

临沂市经开区
晋城
西安

呼和浩特

涉及到的城市（不完全统计）

南京

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334个地级行政区、2800多个区县

海西州

济宁

菏泽



智慧环保市场规模走势

表3 2010-2018年中国智慧环保行业
市场规模统计及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2018年行业规模为521亿元，同比增长
10.91%，2010-2018年行业复合增速达到
19.31%。但是对比整个万亿级的环保市场
而言，智慧环保的市场规模较小



部分智慧环保平台中标资金情况
大同 2000万元（2014）
衡水 3000万（2015）
无锡 3200万（2015）

杭州萧山区 2500万（2017）
六盘水 1400万 （2017）

邢台经开区 260万（2017）
十堰 5000万元（2018）

西安 3.31亿元（2018）
遂平县 728万（2018）

北京延庆 1.1715亿元（2018）
汾阳 9000万（2019，3年服务费）

临沂经开区 1100万 （2019）
郑州经开区 540万 （2019）

三种主要的商业模式
1. 政府投资运营，企业参与建设

的模式。“全国固体废物管理
信息系统项目”（东软；环境
保护部投资3300万元）；哈尔
滨市环境保护物联网应用示范
工程、无锡环境监控物联网应
用示范工程

2. 市场化运作，公司化运营，政
府购买服务。衢州环保项目建
设，该项目实行“市场化运作、
公司化运营、政府购买服务”
的商业化运作模式

3. 政府与企业合资建设与运营的
PPP模式。





西安市智慧环保综合指挥中心

“A+2+N”的装备战略，建设三大类9大平台，具体为：基础数据支撑平台，其中包括数
据交换与共享平台、系统数据支撑平台、环境地理信息专题应用平台;业务应用平台，其
中包括铁腕治霾网络化综合管理、环境质量综合监管平台智慧应用平台，其中包括预警
预测平台、移动应用客户端、管理驾驶舱、走航车应用平台。



行业局面：各自发展

武汉市环保局副局长张作波
目前来看，智慧环保往往比较重视感知层、传输
层的建设，而忽略了智慧层和应用层的优势，还
没有转化成应用优势。

河北省环境信息中心主任徐俊华
早期各业务部门都建设各自的系统，缺乏统一规
划，导致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共享、部门不互通、
系统不关联，形成了数据烟囱和孤岛的状况。

厦门市环保局副局长胡军：
需要相配套的标准、规范，建设完善数据标准、
传输标准、通讯标准、安全标准等标准体系。

业务领导对智慧环保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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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监测更加全面透彻，“一刀切”，“精准切”

3 污染源治理由政府主导倾向社会多元治理

公众服务理念日益深化，移动互联、多网融合4

发达国家引领环保智能化的发展方向1

5 环境数据开放共享，大数据分析应用成为趋势

环保智能化的总体态势



环境信息化本身体系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新的变化，正在从部
门单点应用向平台型、一体化、云服务、国产化的方向迈进

新技术和应用环境（如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5G）
引发环保政务形态和服务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污染源监管由
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模式转变

趋势一

趋势二

趋势三

环境监测指标不断拓展，监测强度不断提高，环境监测物联
互通，生态感知监测更加全面透彻

发展趋势判断

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和对政府运作效率和服务能力提升作用
形成共识，履行政府职能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公众环境体会
更加主动真实

趋势四



全面移动互联，服务渠道多样化，社会化媒介共享，
即时通讯、24小时在线服务成为趋势，社交元素与环保
应用相融合

环境数据更加深入整合聚集，数据资产化管理普遍认同，
数据割据向数据开放共享转变趋势五

趋势六

从严执法，数据先行，数据支撑向大数据辅助决策
转变

网格化、电商化、可视化应用逐步丰富

趋势七

趋势八

发展趋势判断（2）



新技术和应用环境（如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引发环保政务形态和服务方式发生巨大变
化，污染源监管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模式转

趋势三

管理精细化 手段智能化

服务个性化 信息公开化

趋势详解

污染源开放式监管（公众监督，广东、江苏为代表）

企业自主监测（企业自律,江苏、浙江为代表）

鼓励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数据、检测、值守、运维等）

环境数据开放(美国、加拿大）



以人为本的公共服
务和对政府运作效
率和服务能力提升
作用形成共识，履
行政府职能转向提
供公共服务，公众
环境体会更加主动
真实

趋势四

趋势详解



环境数据更加深入整合聚集，数据资产化管理普遍认同
，鼓励开源社区，数据割据向数据开放共享转变趋势五

    当前世界上一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开放政府数据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

家和地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与国外相比，我国明显落后于他国。根据开放知识基金会近日发

布的政府开放数据普查结果显示，在被普查的70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中，我国综合排名第35位。

  国内北京、上海、青岛、南海等四地地区已经建立数据开放门户。
信息类别

美国国

家环境保护

局（EPA)

加拿大

环境局(EC)

欧盟环境

署(EEA)

新加坡

环境署

（NEA)

韩国环境

部（ME)

香港环境

保护署

广州市

环保局

环保业务

数据总量（数

据集）

5848 228 23,800 244 323 136 135

环保GIS专

题数据（数据

集）

4484 227 23,200 154 39 11 32

更新周期 准实时 每天 每天 每天 每天 半天 每天

数据年限 1980 1980 1990 1979 1978 1999 1984



网格化、电商化、可视化应用逐步丰富趋势八

环境监察执法网格化（福建省、深圳市）

收费支付类服务电商化（香港、新加坡、加拿大）

一张互动可视化地图(美国、欧盟）



欧盟环保署（EEA）互动地图（综
合展示），将水BOD业务信息与
GIS、图表信息全部融合，支撑污

染治理



从严执法，数据先行，数据
支撑向大数据辅助决策转变

趋势七

n 真实、全面、持续的环境数据是落实环保的

基础环境监测数据是掌握污染现状、执行环

保监管、实现排污权交易、检验环保真实效

果的必然基础，也是环保产业发展的基石。

n 从环保治理流程上看，“先摸底，再治理，

持续监管，检验效果”是完整的流程



民意
数据

业务

数据

环境

数据



创新思维
1. 全行业范围的集成创新、平台化-远见

2. 智慧生态环保与智慧城市（城市大脑等）
的关系

3. 新技术应用与业务能力、改革创新的必然
导向性

4. 科研与业务衔接

5. 智慧生态环保（信息化层面）与设施项目
一体化

基于新研发（拿来主义），通过平台
实现集成创新，降低浪费，跨界整合
咨询力量的支撑

智慧城市行业与环保信息化企业互认
与联合，扭转相对割裂的局面

海量数据支撑的模型开发与本地应用

信息化项目审批，投资项目审批

生态环境宏观体系（应急）、微观感
知（健康）；协同执法



比较内容 广东某市环保局 国外发达国家环保部门

服务导向 以内容为导向，以政府职能为中心 以服务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

内容划分 按机构职能划分，突出职能业务 以公众为中心，突出服务主题

主页布局 内容饱满，页面框架布局相对复杂 页面内容简洁，个性化服务明显

信息提供 官方权威信息，主要通过政府门户 推动社会监督，鼓励公众参与；

数据发布 大而全，阅读成本较高，引导性不足 个性化，知识性引导强，容易获取重要信息

服务功能
侧重政务公开、职能监管、行政审批、投诉

举报等功能，服务获取单位

统一服务目录，提供标准化服务，服务项目、时间

具有可选择性，公众方便感知身边环境。

互动沟通 互动性不足，公众主要是阅读者
融入网络、移动、微博、社交平台、运动地图等，

激发公众参与

广东某市环境信息化工作现状分析



目标期望

 

 

 

广东某市智慧生态环保提升设计



一体化 智慧化

服务化

支持

智慧
生态环保

架构
形式

价值
导向

内容
特征

“四集”
资源集约
业务集成
信息聚集
管理集合

“五自”+ 大数据分析
环境监测物联互通、污染源开放治理
数据资源整合聚集、公共服务便民化
行政管理科学高效、环境大数据分析
手段：融合 整合 优化

改造对象包括：网络设施  基础平台  应用系统 
信息资源  服务体系  运营管理  保障措施

总体思路

广东某市智慧生态环保提升总体设计



一.平台化架构设计，基于云平台服务基础资源与应用改造

二、完善环境监测指标，实现监测实体物联互通

三、建设全市层面统一共享的环境数据资源中心

四、探索开放式污染源监管模式，倡导社会多元治理

五、开放热点环保数据，建立环保大数据处理平台

六、整合社会媒体，拓展移动、网格化、电商化应用

七、强化服务理念，提升公众互动应用，强化公众切身感知

八、搭建全市统一互动可视化地理服务平台

九、提升智能化服务水平

广东某市智慧生态环保提升的九个维度



基于业务和服务
实施五个方面的整合

 信息整合

智慧生态环保
整合

 门
户整合

应用整合

 内容整合

流程整合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