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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智慧城市话语权，
打造未来城市新形态
——— “２０１５ 智慧城市论坛” 会议综述

丛晓男　 刘治彦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江西省社会科

学院共同主办， 南昌市青云谱区委区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信息集成与动态模拟

实验室、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共同承办的 “２０１５ 智慧城市论坛” 在南

昌市青云谱区隆重召开。 主办单位领导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党委书记李春华研究

员、 党委委员刘治彦研究员、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姜玮、 院长梁勇、 副院长龚

建文等出席论坛。 特邀出席会议的专家还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

究所所长李平、 副所长李雪松、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 湖北省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秦尊文、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李广乾、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楚天骄、 中国国际招商引智网总裁王智邦等。 此

外， 来自政府、 企业和科研院所的业界人士， 以及人民日报、 人民网、 新华网、 新民

网、 江西日报等多家媒体的记者等 ２００ 余人出席了会议， 各大媒体对会议盛况进行了

详细报道。
近年来， 我国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发布了 《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并印发了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暂行管理办法》 和 《国家智慧城市 （区、 镇） 试点指标体系 （试行）》。 ２０１４ 年，
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发
改高技 〔２０１４〕 １７７０ 号） （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 从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和

主要目标、 顶层设计、 信息资源开发共享、 新技术新业态、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和能

力建设、 完善组织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 系统地阐述了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主要

问题， 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向、 内容和制度设计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我国开展的智慧城市相关试点项目达 １０ 大类， 共计 ６７２ 个区域性试点。 智

慧城市规划与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在推动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 发展绿色交

通、 改善人居环境以及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智慧城市

建设的浪潮下， 其建设模式、 运行主体、 技术体系等重要问题亟待明晰。 为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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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于 ２０１３ 年发起成立了首届 “智慧城市论坛”
平台， 聚合专家智慧， 力求破解上述问题。 论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三届， 并连续出

版论坛文集， 成为当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智慧城市论坛。 在智慧城市与互联网， 智

慧城市与大数据， 智慧城市与创新创业等方面提出了众多创新思想和政策建议， 为

中国学术界与实业界深化智慧城市理论研究与建设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 本

届论坛吸引了来自各界的共同关注， 围绕 “打造未来城市新形态” 主题， 与会者从

不同视角做了深入分析， 就智慧城市的发展前景、 核心动力、 应用领域、 实践经验

等展开了深入交流。

一、 智慧城市研究的综合集成思维

与会专家认为， 智慧城市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形态，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转型的

驱动力。 过去 ３０ 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底， 中国共有城市建制 ６５４ 个， 其中直辖市 ４ 个、 地级市 ２９１ 个、 县级市 ３５９ 个。 与

快速发展相对应的是， 中国城市的传统发展模式亟待转型、 空间利用效率亟待提升、
资源压力亟待释重、 人居环境亟待改善、 交通拥堵亟待缓解。 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李春华书记指出， 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 推

动城市转型发展， 已经成为广泛共识，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城市发展

的高级形态， 是信息化、 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 加快城市规划、 建设、 管

理和服务的智慧化， 是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面对城市复杂巨系统， 中国社

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曾指出， “把系统思维方式和现代科技综合集成实验室手段应用

到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 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科学地认识和把握、 更好地防范

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和可能发生的全局性、 长远性、 突发性的重大问题，
是必要、 重要且可行的”， “人类对社会问题的认识， 已经开始进入以综合集成系统

思维为主要认识方式、 以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科学技术为主要手段和方法的实验室

阶段， 是人类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方式和认识工具的一场革命”， 为此， 中国社会科

学院专门成立了 “城市信息集成与动态模拟实验室”， 重点加强对城市综合信息的

集成和模拟研究， 以期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当前， 加强智慧城市的理论

研究， 着力破解智慧城市建设的现实难题， 成为广大城市科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重

大课题。

二、 智慧城市建设的推动模式构建

与会专家认为， 完善智慧城市建设推动模式能够为打造城市新形态提供制度与管

理保障， 对我国智慧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城市现代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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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楚天骄教授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机制进行了剖析。 她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基本

点就是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化壁垒， 实现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在顶层设

计中必须做好管理体制的设计， 在组织层面上横向打通， 无论是建设统一的物理平

台， 还是在部门之间建立信息联通共享机制， 关键是形成协同的工作理念。 同时她认

为， 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注重体现人文精神， 加强城市治理体系建设， 提高城市治理能

力。 智慧城市建设就是要推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通过制度建设形成政府、 企业、 居

民、 社会组织多元参与、 有效协同的治理体系， 从而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广乾研究员从信息化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构出发， 创新性地提出了

“互联网 ＋ ” 轻装信息化的本质。 区分 “互联网 ＋ ” 的 “轻” 与 “重” 有助于清晰

认识信息化建设的不同方面及其各自重点发展方向与政策着力点， “互联网 ＋ ” 中

“重” 的部分其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条件， 特别是核心技术、 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等； “互联网 ＋ ” 中 “轻” 的部分可界定为经济社会化应用， 特别是

可与当前的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相关联。

三、 智慧城市的应用领域创新

智慧城市应用体系日渐丰富， 贯穿于城市管理、 城市营销和城市服务的各个领

域。 在专题演讲中， 来自不同领域的领导、 专家全方位、 多角度地阐述了智慧城市应

用领域创新。 在互联网金融方面，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研究员分析了

智慧城市建设的特征。 他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互联网金融将成为金融消费领

域的主要形式， 也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特别剖析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和大型

电商快速发展的本质原因， 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在电商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 指出人力

成本的相对低廉、 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应用是造成我国第三

方支付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未来仍然存在巨大的发

展和升级空间。 在智慧招商方面， 中国国际招商引智网总裁王智邦重点阐述了互联网

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城市招商问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对城市招商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和要求， 智慧招商已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 ＋ ” 要求创新招商引资

思维， 改变之前拼资源、 拼区位、 拼政策的传统方法， 建设大数据招商引智云空间，
建立共享空间， 完善招商引资信息体系， 开展 “线上 ＋ 线下” 的复合招商引资模式，
更好地服务于投资客商， 精准、 高效开发潜在客户。 在城市大数据构建与应用方面，
与会专家认为利用大数据的综合分析技术开展城市体征诊断研究， 有助于推动城市大

数据研究与城市管理的对接， 打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城市规划、 土地规划、 人口规

划等部门的藩篱， 为多规融合提供更完善的数据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

境研究所党委委员刘治彦研究员从 “城市大数据构建与应用” 角度系统介绍了其最

新研究成果， 认为运用 ３Ｓ 技术可以形成城市大数据， 统计面板数据可以形成城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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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两者结合可以构建三维动态的城市集成数据库； 运用城市数据管理平台可以实

现对变量信息的萃取与存储， 为城市系统模拟提供数据与平台支撑， 对于有效配置城

市资源、 优化城市结构、 监测城市动态、 提高城市研究与管理决策水平均具有重大

意义。

四、 五大发展理念下的智慧城市建设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空前发展机遇。 这一机遇贯穿于从理论突

破到实践建设、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数据共享和综合利用、 从智慧产业到智慧应用的全

过程， 必将对中国新型城镇化产生重大影响。 ２０１５ 年是全面完成 “十二五” 规划的

收官之年， 也是 “十三五” 规划的构想之年。 随着智慧城市理念的进一步普及， 地

方政府愈加重视智慧城市建设， 并将其作为 “十三五” 期间的重要任务。 与会专家

指出， 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必须秉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 并对当前存在的若干问题和不足

加以重视和克服。
第一， 智慧城市建设要以人为本。 智慧城市建设必须遵循 “以人为本” 的基本

原则， 要满足现代城市对绿色、 低碳、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智慧城市代表了未来

城市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 其本质是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

新型城镇化 “以人为本” 内涵的重要体现。 “以人为本” 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一是

要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基本导向， 体现 “人文关怀”； 二是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和智慧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所言， 要将 “个人

创造性与集体创造性、 个人智慧与集体智慧相结合， 以集体创造性、 集体智能为

主”。 智慧城市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体系。 当前， 不少城市认为智慧城市建设等同于

信息技术应用， 将其视为 “数字城市” 的翻版或简单升级， 在实践过程中只是将现

代技术简单堆砌， 背离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 造成了机械化、 碎片化、 局部

化， 影响了智慧城市建设和应用的效果。
第二， 智慧城市规划必须系统全面。 不可否认的是， 通过智慧城市试点、 智慧应

用试点等 “以点带面” 的方式能够突出重点， 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但是， 智慧城市

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 信息技术的快速升级和变革， 一方面为智慧城市的发

展带来了新的技术手段， 另一方面也增大了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与更新成本。 在这种

形势下， 需要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系统、 全面的科学规划， 对各方主体的需求特点、
数据在不同系统间的共享机制、 现有信息化资源的利用方式、 未来系统升级的接口等

予以识别和设计。 如若不然， 极有可能造成既有信息化资源的浪费， 严重时将导致智

慧城市平台无法适应新的需求， 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很容易被淘汰。 当前， 中国各级政

府对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 各类城市规划中很少涉及智慧城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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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遑论独立的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因此， 必须坚持顶层规划， 做到规划先行。 要

根据技术变革方向和实际需求准确把握未来 ５ 年 ～ １０ 年智慧城市发展的前沿方向，
制定高标准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 全面统筹建设各领域的智慧项目， 按计划、 有重

点、 分层次地协调推进， 避免局部静态式、 零敲碎打式、 盲目重复式等缺乏全面统筹

的建设方式。
第三， 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协同创新。 智慧城市建设不是单一部门或企业能够完

全独立实现的， 必须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 坚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智慧城市

建设推动模式。 要坚持 “政府规划、 公众参与、 企业落实、 需求导向、 市场运作”
的智慧城市建设分工原则，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探索实效

好、 收益高的建设和运营模式， 形成包括政府、 协会、 研发机构、 企业、 用户等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智慧城市建设推动模式。 尤其要凸显科研院所作为智库的支撑作

用， 推动成立智慧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 以此加强与其他城市、 企业、 市民的有效

沟通， 及时发掘市民信息化需求和相关企业服务能力， 与国内智慧城市、 大数据相

关行业协会建立协作关系。 探索和试行政府首席信息官制度， 确保智慧城市行动计

划全面落实。
第四， 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开放共享。 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提高资源

使用效率、 盘活城市存量数据， 这也是互联网开放共享精神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 中

国许多城市纷纷上马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其中整合不足、 共享不足、 重复建设的问题

较为严峻。 经验证明， 以城市为单元建设封闭的智慧应用平台难以产生规模效益， 智

慧城市建设必须要进行跨区域整合。 开放共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信息化基础设

施的开放与共享， 科学评价智慧城市建设所需要的硬件基础， 鼓励城市通过购买云计

算服务的形式构建智慧城市平台， 降低不必要的硬件投入， 鼓励以城市群为基本区域

单元建设大数据中心， 提高数据中心的运行与服务效率； 二是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
盘活存量数据资源， 鼓励政府公开非涉密数据， 提供给广大企业和市民所享用， 加快

城市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 促进数据商品的流通， 降低数据获取成本； 三是强化基于

智慧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 确保智慧城市建设成果为广大人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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