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经济 活力迸发
■今年 1—9 月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值逆势增长8.4%

数字基础 设施完备
■建成“双千兆宽带第一城”，5G

基站超过3.1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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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上海又“加冕”一个
新头衔——世界智慧城市！世
界智慧城市大奖前晚在2020全
球智慧城市大会（Smart City
Expo World Congress）上海会场
揭晓，上海一举斩获世界智慧城
市大奖、大中华区城市大奖两项
殊荣。据悉，这也是中国城市首
次获得世界智慧城市大奖。

全球智慧城市大会从2011
年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作
为全球最大的智慧城市主题展
会，2019 年共有1000 多家企业
参展和来自全球约500位演讲者
参会，吸引参展观众两万多人。
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全球
智慧城市大会运用线上+线下的
形式，在11月17-18日设立巴
塞罗那、上海、纽约三地会场，通
过数字化手段对外分享大会盛
况及成果，为世界带来一场智慧
城市领域交流的顶级盛宴。

此次，在全球350座申报城
市和27座入围城市当中，上海脱
颖而出，获得最高殊荣——世界
智慧城市大奖。该奖项每年全球
只能有一座城市获得，因此，被誉
为智慧城市行业领域的奥斯卡。

这是中国城市首次获得该
奖项，代表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
成效卓著，得到来自全球的广泛
关注和高度认可。之前，获此大
奖的城市有阿姆斯特丹（荷兰）、
特拉维夫（以色列）、纽约（美
国）、迪拜（阿联酋）、新加坡、斯
德哥尔摩（瑞典）等。

此次获奖的申报方案由上海
市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牵头，
中国联通、华为、电科数智等单位

联合组织申报支撑材料。业内认
为，2020全球智慧城市大会评审
会高度评价了上海的智慧城市建
设综合方案，认为通过人民城市
建设理念、基础和格局，上海创造
了一个智慧且温暖的城市。此次
获奖，也是对上海智慧城市建设
的高度认可和综合展现。

今年首次来到中国上海开
设分会场，通过全球智慧城市大
会这一开放创新的生态平台，诸
多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全球领
先的智慧城市项目案例在这里
展现，推动着一系列创新思维的
碰撞与发展，全球专家学者、业
界精英汇聚于此，集思广益，使
科技创新能更好助力城市建设，

造福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机遇，
共赢美好未来。基于今年大会
获得的经验，大会组委会将从
2021年开始，每年举办全球智慧
城市大会（上海）峰会，作为大会
在亚太地区的主节点平台。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
心城市，高度重视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对城市发展的引领作用。
比如，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
处置一件事”，上海打造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一网通办”此前入选《2020

联合国全球城市电子政务经典
案例》。同时，城市数字经济活
力迸发。今年1-9月，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值逆势增长8.4%；数字

基础设施完备，建成“双千兆宽
带第一城”，5G 基站超过 3.1 万
个，基本建成以泛在化、融合化、
智敏化为特征的智慧城市。

在此次2020全球智慧城市
大会上，上海市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王峰、虹口区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蒋霜胤、上海市“一网统管”市
域物联网运营中心丁湧、华东师
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孙玉灵分别介绍了上海市“一网
统管”情况、虹口区“一网统管”
新思考、上海市“一网统管”市域
物联网运营中心的定位和工作
内容、社会计算视角下的“一网
统管”探索等内容。

中国电科总经理助理朱崇
锦出席全球智慧城市大会并做
了“电科力量赋能智慧城市建
设”主旨演讲，从行业分析、市场
布局、发展规划角度，介绍了中
国电科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情况，
并通过“新基建”进一步推进新
型智慧城市升级。

会报警的窨井盖让反
应处置上升到“毫秒级”

“您有一条井盖报警信息。”
早上10点07分，上海城建城市
运营（集团）城建养护管理有限
公司陆家嘴Ⅳ标段项目经理薛
超手上的平板电脑上跳出了这
样一条信息，点开信息，关联地
图上就出现了发出报警信息的
窨井盖的准确定位，他立刻通
知附近的养护巡检人员前去查
看。

跟以往相比，这样的处置
反应过程几乎是“毫秒级”反
应。“以前没有这套智能设备的
时候，所有的窨井盖发生状况
一定要靠人为发现，我们的巡
检人员巡视频次是固定的，在
巡检的间歇时间中发生的状
况，很有可能就看不到。如今
采取了智能信息化手段后，一
旦窨井盖发生翻动，周边巡检
人员可以立即赶赴现场，完全
改变了传统的道路运营养护模
式。”薛超告诉记者。

在花木路芳甸路路口，记者
看到了这个神奇的会报警的智
能窨井盖。翻开井盖，可以看到
背后装着一个感应器。“只要翻
动到某个角度，窨井盖就会发送
报警信息，推送到我们智慧物联
平台的 PC 端，现场一线管理人
员以及带班人员的手持平板电
脑 和 手 机 APP 上 都 能 实 时 收
到。现场人员即根据定位找到
现场井盖翻动的位置及时进行
处理。井盖恢复后，也会发送信
息，告知井盖危险隐患消除。”薛
超告诉记者，井盖发生翻动、移
位或是损坏，养护人员都能立刻
得知。

这样会报警的智能窨井盖，
在浦东花木区域已经安装了20
个，在城建养护负责的全市道路
养 护 区 域 ，已 经 安 装 了 超 过
1000个。

会报警的“好伙伴”还
有垃圾箱和积水点

这么聪明的窨井盖还有一
群“好伙伴”——垃圾满了会报

警的智能垃圾箱和积水漫了会
报警的智能积水点。

花木路上，比较容易积水的
路口和公交站台、拐弯车道的路
边上，都有这样小小的一个智
能积水报警点，一旦积水到达
预警高度，就会自动发送报警
信息到养护后台。“积水预警高
度是可设的，我们会根据不同的
路面情况来设定，从5公分到10
公分不等。在哪里安装也是根
据实际情况，像花木路这里并不
算是易积水地段，考虑到周边居
民出行的舒适度，我们统计出了
大概有 6 个易积水的位置进行
了安装。”上海城建城市运营（集
团）城建养护管理有限公司数
字化管理中心项目经理王勇告
诉记者。

一旁的公用垃圾箱中也安
装了感应装置。通过设置间距，
当垃圾达到一定距离也会报警，
放置垃圾满溢。“数据一般3-5分
钟刷新，报警也会有一定的等待
时间，防止有误报，比如5分钟之
内感知到的垃圾都是这样的距
离，就会报警。”

缩短养护处置时间，提高处
置效率，争分夺秒为城市安全筑
牢保障，这一套智能监测设备，
目前已经推广到了城市运营集
团下辖的多个设施，全市这样的
智联设备已经安装了 2000 多
个。“像积水监测设备，在内环高
架、中环、外环，包括多条高速公
路上都有安装，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我们的应急处置效率。”王勇
介绍说。

据悉，从这一智慧平台建立
之初到现在，已经处理了相关

“警情”八九百起，基本以积水报
警为主，也有一些是井盖翻动。

“通过这两年的摸索，我们接下
来还会不断进行更新，比如5G网
络的更迭等。”薛超表示。

一系列应用创新场景
已经实现

这样的智能化管理，只是上
海“从普通公路走向智慧公路建
设”中的一个案例。据了解，“十
三五”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

据、自动驾驶等科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上海重点围绕普通干线公
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养护管理精
细化、路网管理大数据化、道路
运输一体化、作业装备智能化等
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集成创新和
应用创新探索工作。

上海已经完成道路桥梁设
施数据库建设，以原有地图库和
项目库为基础，逐步建立“一路
一档、一桥一档”电子文档，为上
海所有等级道路和桥梁设施管
理养护提供了准确、详实的基础
资料。联合上海城建城市运营
集团建成一体化城市运营管理
和服务平台，城市基础设施智慧
运营养护管理平台，隧道全寿命
管养平台等专业子系统等，实现
设施的全周期管理，对养护过程
的监测能力稳步增强。

通过在巡查车上安装高清
视频摄像机，采集路面情况，通
过图像智能识别技术，及时发现
路面病害，实现了养护过程监管
自动化、路面病害发现智能化。
自动驾驶清扫车、自动巡检机器
人等作业装备也已在多个场景
内使用，开发了“5G+AR”作业眼
镜，为养护作业规范化操作，远
程协同故障诊断、作业指导提供
了技术手段。

浦东的“城市大脑——道路
管养平台”，2017年实现2.0版升
级改造，覆盖浦东913公里城市
道路和438座城市道路桥梁，近3
年来又进行了3.0版迭代升级，
无论是道路裂缝、坑槽、井盖高
差等病害等公路病害，还是桥下
空间异常、水位异常等实时信
息，或是超载超限、路面积水冰
雪等，都可以运用物联感知、视
频感知及时发现、快速有效处
置，并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提前
研判决策。

据悉，这一2019年7月智能
化系统运行至今，共智能发现道
路病害7426起，已推送处置严重
病 害 1769 起 ，及 时 处 置 率
100%。自2015年以来实际发生
8次路面结冰情况，养护单位响
应时间都小于1小时，应急响应
速度较以往明显提高。

上海首获“世界智慧城市大奖”
基本建成“泛在化、融合化、智敏化”智慧城市

浦东“城市大脑”守护脚下安全

窨井盖从此不“吃人”

花木路芳甸路靠近世纪公园5号门的路口，静静躺着

一个窨井盖，和普通的窨井盖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不同，但

这却是个会报警的窨井盖。这样的“智能窨井盖”在浦东

花木地区就有20只。记者昨天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获

悉，上海的道路开始变得更有“智慧”。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通过智慧设施、智慧决策、

智慧管控和智慧服务等，实现

公路运行更安全高效、交通管

理更科学智能、公众出行更便

捷舒适、交通服务更人性化，这

是“智慧公路”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期

间，智慧公路将遵循先高速后

普通公路，围绕四大功能及15

项主要任务，分三个阶段推

进。2020-2021年，将依托S32

公路、G15 嘉浏段、G60 公路，

先行启动智慧高速工程可行性

方案的专项研究，力争今年启

动示范工程建设，通过示范工

程总结经验，先行编制智慧高

速建设的技术导则（暂行）。

接下来，在上海智慧高速总

体规划基础上，还将吸收国内其

他省市智慧公路建设经验，编制

适合上海的智慧公路总体规划

及建设指南，指导后续国省干线

公路的智慧公路建设。到2035

年，全面完成智慧高速公路建

设，最终实现智能、安全、高效、

品质、绿色的目标愿景。

智慧高速今年启动

感应器具有自动发现、识别、传输等功能。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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