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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urba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hina continues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and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ties. The report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build a “new urbanization” with people as the
core, emphasizing overall urban-rural development,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production-city
interaction, economical & intensive, ecologically livabl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ization is an urgent task.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China’s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has risen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strategy.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takes the
HeLin’geer New District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building a smart city in the new distric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in
the new district should highlight the regional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mart cities and towns
in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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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城镇化建设也在不断完善。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中
国不断汲取经验，改革创新，以促进中国城市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城镇化
的转型刻不容缓，“智慧城市”建设便成为了推动中国城市化建设改革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发展上升为
国家经济战略。基于此背景，本文以和林格尔新区为研究主体，对于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关系
进行探讨，提出若干推动新区新型城镇化和建设智慧城市的意见，得出新区智慧城市建设应当要凸显内
蒙古智慧城市、镇的区域民族特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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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
1.1.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的概念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
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而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城市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
是继数字化城市发展后信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智慧城市的建设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推广与使用，但并非单纯的智能城市，而是包含了人的智慧参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

1.2.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的关系
不管是新型城镇化还是智慧城市的建设都离不开对城市发展的规划，两者都致力于城市的和谐、可
持续发展，关注民众生活，在建设方式和建设目标上两者大相径庭。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新型信息
化，信息化发展的高级形态便是智慧城市，信息技术充分地利用于城市建设，在城市集约、低碳、绿色、
智能发展的控制上有着重要作用，是建设人类宜居城市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同样，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也能推动城市信息化建设，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加大，引领智慧城市的建设。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明确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要求：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
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实现与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强化信息网络、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
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强化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推广智慧化信息应用和新型信息服务，促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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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增强城市
要害信息系统和关键信息资源的安全保障能力。

1.3. 国内外现状
1.3.1.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情况
1) 美国智能服务
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的迪比克市，用 IBM 的新技术将水、油、交通等等都连接到了一起完全实现了
数字化，将城市的所有资源都连接起来，智慧地为市民服务，满足市民的需求。
2) 瑞典智慧交通
瑞典的智慧城市主要体现在智慧交通系统上的建设。为解决瑞典首都交通拥挤问题，斯德哥尔摩宣
布征收“道路堵塞税”，瑞典在道路上设置了十几个的路边控制站，通过使用 RFID 以及激光等高新技
术，自动识别进入市中心的车辆，然后自动的对进出市中心的注册车辆进行收税。同时引入了 IBM 的流
计算平台“Info Sphere Streams”，分析采集车辆位置信息，实现为城区同行车辆提供回避拥堵路线的服
务。同时通过这些技术对进出车辆进行收税后，大量的减少了车流，降低了交通拥堵。
3) 韩国泛在网络
韩国的智慧城市以网络为基础，将医疗、教育等服务系统统一部署在思科公司的数据中心，通过无
处不在的网络接入，方便地实现远程的医疗、远程的教育等服务。并且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向企业开放这
些 IT 基础设施，鼓励企业开发新型服务[2]。
1.3.2.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情况
北京：2013 年北京市政府和相关卫星导航企业共同投资 3 亿元建设北京市北斗公共平台，作为我国
首个已经落实的为智慧城市服务的北斗平台，将立足北京、服务全国，为智慧城市提供政务管理、行业
应用和民生服务。
上海：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须率先构建“智慧城市”，始终在城
市信息化方面走在前列。上海市为加快城市光纤宽带网建设，实现百兆宽带接入能力覆盖 300 万户家庭，
并加快“三网融合”，新建覆盖 100 万有线电视用户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系统，加快建设新亚太海底
光缆系统，海底光缆国际通信容量继续保持全国 50%以上。
深圳：在 2012 年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智慧城市规划纲要》，实施包括一站式智慧门户工程、
一站式公共信息服务网站等重大项目建设，以无线城市为载体打造“智慧深圳”。
鄂尔多斯市：推动通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等网络基础设施融合，统筹协调，推进业务的双向
进入和网络的互连互通，大力发展宽带产业和增值业务，推进三网融合的自主创新技术推广和应用。实
施宽带提速工程，中心城区推进“千兆进楼、百万兆出口”的网络覆盖工程。推进中心城区 3/4G 和 WiFi
技术无线高速网络覆盖工程。建立市级视频资源整合平台，实现公安、建设、房管、教育、国土、林业、
煤炭、环保、交通等行业的视频资源整合。

2.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协同推进
2.1. 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智慧化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智能分析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方便
的居住环境。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信息的高速传递，通过移动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信息
技术，能够及时地向城市居民传递信息，方便为居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同时也能及时了解居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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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原则，借助智慧技术及时地采集民众的
意见与建议，及时响应民众和企业的需求，为民众和企业发展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着力打造人本、智
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3]。

2.2. 依靠信息技术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
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城市、宜居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利用 GPS、RS、GIS、数字地
球等电子信息技术合理分析城市空间区域，合理规划城市居民区、工业园区、商业中心和绿化带，将智
能、人文因素渗透到城市空间规划上。有效的隔离工业区污染，更好地打造人类宜居城市。通过利用空
间信息技术，发展智能公共交通，建设低碳环保、高效便捷的智慧公共交通体系，不仅便于居民出行，
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并且，通过智慧技术，规划部门可以更改地监督城市建设，及时发现问
题并进行优化，对城市空间布局进行有机调控，从而引导城市空间布局有序发展。

2.3. 数字化分析，构建绿色高效产业体系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产业转型升级和高兴技术产业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恰恰智
慧城市的建设是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推力。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引导下，传统产业不断改革创新，在产
业链条中融入智慧技术，不断延长产业链，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通过智慧分析，减少传统产业能源的使
用和原材料的浪费，降低污染，实现低碳节约，改善城市经济环境。同时，智慧城市建设也带动了相关
产业的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移动通信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等智慧技术不断更新发展，“智慧产业”
应运而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为产业体系构建提供了新方向，也是实现城市低碳、智能、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速度十分迅猛。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的《2016~2021 年中国智慧城市
建设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9 月，我国 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
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 500 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该机构预测，2016 年，对智慧城市的投资
总规模就超过 5000 亿元。分析人士称，随着雄安新区龙头效应逐渐显现，智慧城市有望进入加速发展期，
2017 年智慧城市建设将迎新局面。

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思考
3.1. 加强顶层设计
为避免新型城镇化下的智慧城市建设出现像城市信息化中那样重复建设、无序建设、低水平建设导
致的“信息孤岛”、部门壁垒，建设效益大打折扣的情况。应当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引入顶层设计的思想，
统筹考虑智慧城市建设中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探求智慧城市建设之道
[4]。应该兼顾新型城镇化中各地区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现状、经济、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性，从而
引导各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理性化、差异化发展。利用顶层设计，对智慧城市建设统一规划、按步实施，
统一构建数据采集、交换、共享及应用标准体系，整合各类资源，探索适应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智慧城市
建设道路[5]。

3.2. 注重以人为本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应当抛弃唯技术论，尽管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是有了信息技
术日新月异的变化，才有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根本支撑。但是，我们不能走向唯技术论的极端，在建设过
程中一味追求高、新、特。将智慧城市建设简单等同于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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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其核心都是以人为本，为人们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种类、不同要求的智慧化服务，实现人和
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应当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为导向，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都应当
如何围绕加大生态文明的建设力度、提高整个城镇化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提升为人们服务上开展工作，
着力解决雾霾、食品安全、交通拥堵、城市型灾害、环境权益等社会突出矛盾。

3.3. 引导产业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建设所需资金不可能长期依赖土地出让金和
财政补贴，关键在于培育城镇自身的造血功能，以产业带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对智
慧城市建设来说，物联网、云计算等相关技术，将带动大规模产业链的形成，包括上游的 RFID 和传感
器的呢过数据采集设备制造产业、中游的物联网设备与终端制造业、物联网网络服务业、物联网软件开
发与集成应用服务业等、下游的海量数据处理与信息管理服务业，这些产业的落地，可给当地城镇带来
一次产业升级，也会带来新产业的产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持续动力。因此，智慧城市建设，要注
意相关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引导相关产业向城镇地区落地，助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4.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关于全面提升城市功能的要求
4.1. 加快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
围绕实现约 1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目标，实施棚户区改造行动计划和城镇旧
房改造工程，推动棚户区改造与名城保护、城市更新相结合，加快推进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有序
推进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包括无上下水、北方地区无供热设施等的住房)改造，
将棚户区改造政策支持范围扩大到全国重点镇。加强棚户区改造工程质量监督，严格实施质量责任终身
追究制度[6]。

4.2. 加快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
优化街区路网结构，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路网系统，提升城市道路网络密度，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大城市要统筹公共汽车、轻轨、地铁等协同发展，推进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和自行车
等慢行交通系统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规划建设市郊铁路，提高道路的通达性。畅通进出城市通道，加
快换乘枢纽、停车场等设施建设，推进充电站、充电桩等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将其纳入城市旧城
改造和新城建设规划同步实施。

4.3. 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
统筹城市地上地下设施规划建设，加强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合理布局电力、通信、广电、
给排水、热力、燃气等地下管网，加快实施既有路面城市电网、通信网络架空线入地工程。推动城市新
区、各类园区、成片开发区的新建道路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老城区要结合地铁建设、河道治理、道
路整治、旧城更新、棚户区改造等逐步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地下综合管廊。
加快城市易涝点改造，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与排水和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加强供水管网改造，降低供
水管网漏损率[7]。

4.4.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在城市新区、各类园区、成片开发区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在老城区结合棚户区、危房改造和老
旧小区有机更新，妥善解决城市防洪安全、雨水收集利用、黑臭水体治理等问题。加强海绵型建筑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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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海绵型道路与广场、海绵型公园与绿地、绿色蓄排与净化利用设施等建设。加强自然水系保护与生
态修复，切实保护良好水体和饮用水源。

4.5. 推动新型城市建设
坚持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方针，提升规划水平，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促进“多规
合一”，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加快建设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等新型城市，全面提升城市内在
品质。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和“互联网+”城市计划，加速光纤入户，促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发展智
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水务、智能管网、智能园区。推动分布式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多
元化规模化应用和工业余热供暖，推进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对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投资的各
类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和认证，积极推广应用绿色新型建材、装配式建筑和钢结构建筑。加强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基本建立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园林废弃物等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建设循环型城
市。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实施城市生态廊道建设和生态系统修复工程。
制定实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时间表，努力提高优良天数比例，大幅减少重污染天数。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推广节水新技术和新工艺，积极推进中水回用，全面建设节水型城市。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
发展，推动符合条件的开发区向城市功能区转型，引导工业集聚区规范发展[8]。

4.6. 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根据城镇常住人口增长趋势，加大财政对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较多的城镇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的
投入力度，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建学办学，增加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学位供给。统筹新老城区公共服
务资源均衡配置。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文化设施、体育健身场所设施、公园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
区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规划建设。优化社区生活设施布局，打造包括物流配送、便民超市、银行网点、零
售药店、家庭服务中心等在内的便捷生活服务圈。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
次养老服务体系，推动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援助等服务全覆盖。加快推进住宅、公共
建筑等的适老化改造。加强城镇公用设施使用安全管理，健全城市抗震、防洪、排涝、消防、应对地质
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完善城市生命通道系统，加强城市防灾避难场所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处置突
发事件和危机管理能力[9]。

5.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方向
智慧地推动城镇化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一大特点，利用智慧技术推动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
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更多地关注居民生活，关注居民意见，而
不是简单强调城市智能化，利用技术操控城市管理。而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发展高兴技术产业，推动信
息技术在城市生活中的运用，引导相关产业发展，助力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研究背景分析的基础上，
重点对智慧城市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进行梳理，从基础设施整合、产业发展转型、城市空间相互作用、
精细化管理等方面提出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路框架，并对智慧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的策略进行了探讨。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实现城市的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发展，进而全面提升城
乡可持续发展能力。

5.1. 信息网络宽带化
推进光纤到户和“光进铜退”，实现光纤网络基本覆盖城市家庭，城市宽带接入能力达到 50 Mbps，
50%的家庭达到 100 Mbps，发达城市部分家庭达到 1 Gbps。推动 4G 网络建设，加快城市公共热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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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局域网覆盖。

5.2. 规划管理信息化
发展数字化城市管理，推动平台建设和功能拓展，建立城市统一的地理空间信息平台及建(构)筑物数
据库，构建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统筹推进城市规划、国土利用、城市管网、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
市政基础设施管理的数字化和精准化[10]。

5.3. 基础设施智能化
发展智能交通，实现交通诱导、指挥控制、调度管理和应急处理的智能化。发展智能电网，支持分
布式能源的接入、居民和企业用电的智能管理。发展智能水务，构建覆盖供水全过程、保障供水质量安
全的智能供排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发展智能管网，实现城市地下空间、地下管网的信息化管理和运行监
控智能化。发展智能建筑，实现建筑设施、设备、节能、安全的智慧化管控[11]。

5.4. 公共服务便捷化
建立跨部门跨地区业务协同、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信息服务体系。利用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城市教
育、就业、社保、养老、医疗和文化的服务模式。

5.5. 产业发展现代化
加快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推进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积极发展信息
服务业，推动电子商务和物流信息化集成发展，创新并培育新型业态。

5.6. 社会治理精细化
在市场监管、环境监管、信用服务、应急保障、治安防控、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领域，深化信息应
用，建立完善相关信息服务体系，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在建设内容和建设方法上，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大相径庭，但就建设目标和效果上来看，
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和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实践过程中，应当把握二者之间的共性，
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助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同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一步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力度
和应用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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