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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区用大数据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

本报讯 “
上海新型城域物联专网
建设静安区启动大会”日前召开。 作为国
家发改委2018数字经济重大工程之一的
“大数据与城市管理（静安）项目”，现已
正式启动建设，至今年9月底，可自动采
集社区安全、养老照护、智能体检等15个
场景数据， 并实时传输到城市运营数据
中 心 的 20 万 个 传 感 器 ， 将 覆 盖 静 安 区
37.37平方公里，从而使静安城市精细化
管理插上腾飞的翅膀。 市经信委总工程
师张英、 静安区副区长周海鹰和万达信
息、上海联通、上海移动、上海电信等200
余家大数据、 物联网领域优势单位代表
出席启动大会。
据悉，由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申报并负

责实施的“
大数据与城市管理 （静安）项
目”，以大数据与城市管理为核心，以数据
集中和共享为途径，针对城市
“
民生热点、
政府痛点、管理难点”问题，构建起一张整
合的城市“数据湖”网络，并面向“交通”
“
健康医疗”
“
健康食安”
“
环保”
“
城市公共
设施”五大领域，形成服务民生热点的大
数据创新应用。 同时，基于城市多维数据
的汇聚，对现有网格中心进行升级，构建
起一个具有城市数据综合运营、大数据分
析挖掘和预测预警能力的城市智能综合
1+5+1”的大数
运营管理中心，最终形成
“
据与城市管理建设模式试点。
说起将这一国家数字经济重大工程
项目率先放在静安区的原因， 上海数据

交易中心首席执行官汤奇峰表示， 目前
上海市正在大力推进集“物联、数联、智
联”三位一体的新型城域物联专网建设，
而静安区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精细化水
平一直在全国领先， 并正在着力打造上
海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重要功
能枢纽区和产业发展集聚区， 最近又确
定为“
上海市大数据城市管理与社会治
理试验区”，项目在静安先行先试可谓基
础好，优势大。
据汤奇峰介绍，目前已经实施的“
大
数据与城市管理（静安）项目，将于今年9
月底之前在静安各街镇完成涉及社区安
全、养老照护、智能体检、食品快检、食品
加工监测、环境监测、消防安全、电梯安

全、居民用水、道路积水与污水井盖管理
等15个场景的传感器的部署， 并形成具
有规模性的城市管理数据自动化采集能
力。 该项目在静安试点成功后，覆盖范围
将逐步实现由区及市、 由市到全国的延
展，在建设内容上形成由5个领域15个场
景，向N个领域百个场景的覆盖。
在大会上，汤奇峰还宣布，静安项目
15个场景数据和项目采购市场面向全球
供应商开放， 诚邀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到
国家发改委2018数字经济重大工程项目
的建设中来， 携手打造出一个基于海量
城市数据自动采集、处理、汇聚、分析、应
用的未来城市， 并共同发展， 从而将
1+N+1”的样板建设模式推广至全国。
“

城市速递

黄浦区交通委调研“特殊类型”停车场

迎新春 写春联
日前，在浦东新区高桥镇，画家徐建融在2018高桥镇迎新写春联活动上，向高桥古镇献上墨宝《古镇再造·
高桥复兴》书法作品，寄语高桥古镇建设得更美好。
图文 东方IC

不见成效不放手“严”字当头一抓到底
九亭城管取缔别墅小区内居改非

“
我房子买在这里就是图个安静，但周围好几户
居改非吵得我都睡不着，好在九亭城管介入，通过整
治还我们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真是太感谢了。 ”爱
伦坡小区业主沈先生说道。
1月中旬，松江区九亭城管接报反映爱伦坡三期
别墅区内有多户房屋存在居改非现象。接报后，中队
第一时间组织调查。 经查，该小区内8户居改非分别
从事各类经营生产，非居住使用，确认属于改变房屋
使用性质行为。
由于查处居改非涉及当事人搬离清场工作，时
间跨度较长，执法难度较大，中队按计划、分步走，理
清思路、层层推进。一是严格执法，责令整改。当场开
具相关法律文书，要求限期整改，按期搬离；二是双
管齐下，多措并举。在整改期内反复上门督促和约谈
当事人，全力做通经营户思想工作，变消极抵触为主
动配合，同时责令物业加强管理，按照时间节点禁止

相关运输车辆进入，不断施压；三是联合执法，形成
合力。其间有个别经营户虽有整改动作，但进度较为
迟缓，中队主动联系市场监督管理所，协同查处、联
合执法，有效地震慑了违法行为，也进一步加快了违
法行为的整改速度。
半个多月的查处工作中， 九亭城管中队始终紧
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了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目前，8户中有7户全部清场，1户物品已清空， 但由
于货架较多，考虑经营商户实际困难，中队予以放宽
一定时限，其承诺在节前全部搬离。
下一步，九亭城管中队将继续跟踪检查，确保违
法行为彻底根除，防止出现反复。
居改非不仅对居民生活带来众多不利影响，同
时也对居住环境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九亭城管中队
呼吁广大市民规范租赁行为，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
沈晓磊
法行为的发生。

虹桥枢纽引入牌照识别系统

本报讯 日前， 位于虹桥枢纽西交通中心南北
两侧的P9、P10停车库已升级为牌照识别系统，目前
处于调试阶段。
据悉，虹桥枢纽P9、P10停车库共设有小型车固
定车位约3000个，小型车临时车位100个。 为加快进
出车辆通行速度，缓解出入口拥堵，虹桥枢纽在现有
收费系统基础上， 用车牌自动识别及比对方式替换
原纸质票卡的计价方式， 增加互联网支付等技术手
段，从而提高停车库出入口的通行效率。

简单来说，就是当车辆驶入P9、P10停车库入口
时，该系统对车牌号码自动进行识别，当车辆驶出停
车库时，再对车牌号码进行自动比对，并配合停车场
收费管理系统， 对停泊车辆进行自动计费及收费管
理，对停车场进行智能管理和监控。
此外，该系统在设计建设时，预留了互联网支
付功能。 不久的将来，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银联
等互联网平台预付停车费， 并在规定时间内驶离
车库。

本报讯 为进一步完善规范
公共停车场（库）经营、管理、服务
体系，多措并举挖掘停车资源，缓
“
停车难”，近日，黄浦
解中心城区
区交通委会同区静态交通管理所
对中检大厦停车场进行走访调
研， 倾听企业诉求， 寻求解决途
径，把区内临时停车场（库）的规
范化建设和管理引向深入。
此前， 中检大厦停车场管理
方向区交通委反映， 中检大厦建
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由于历史遗
留问题， 多年来大厦一直无法完
成整体竣工验收， 这导致配建停
车场库也无法办理经营备案手
续， 但该场库具备对外经营的硬
件基础，且不涉及产权纠纷，场库
周边小南门地区的公共停车资源
匮乏， 尤其是老旧小区居民夜间
停车矛盾亟待解决， 希望区交通
委能够给予政策支持， 解决这一
“
特殊”停车场（库）的运营问题。

查阅相关资料并现场踏勘
后，区交通委发现，该停车场（库）
硬件基础较好，确无产权纠纷，仅
内部交通组织需要优化， 管理方
反映的诉求在全区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亟待解决。 针对此类特殊情
“
守底线、破瓶
况，区交通委根据
颈、走新路”的工作思路，积极探
索临时停车场（库）的设立标准和
管理机制， 指导帮助停车场合法
经营，切实缓解周边停车难问题。
目前， 区交通委已针对这类
具备条件但因客观原因问题无法
正常经营的停车场（库）研究制定
了《黄浦区临时停车场（库）、道路
停车场设置管理标准》，将把中检
大厦停车场作为适用《标准》的首
例，会同区消防支队、所属街道等
相关部门，采取
“
边发现、边解决、
边完善”的方式，解决好停车场管
理企业的切实需求， 缓解停车供
需矛盾。

宝山区月浦镇开展禁燃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和加
强烟花爆竹禁燃工作力度，提高居
民的知晓率和自觉性，近日，月浦
镇加大
“
禁燃”宣传力度，在沈巷片
区宝月尚园小区广场上通过悬挂
横幅、 向居民发放告知书等形式，
开展
“
禁燃”宣传工作，倡导居民在
春节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文明过
大年。
在宣传活动中， 月浦镇综治
办、安监所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
积极参与其中，向过往居民宣传燃
放烟花爆竹的危害，倡导广大居民

积极响应，不买卖、不燃放烟花爆
竹，自觉选择文明、低碳、绿色、环保
的庆祝方式。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
发放
《
告知书》及宣传单500余份。
本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扩大
了禁燃宣传范围，增强了居民禁燃
意识，减小火灾的发生率。 在与居
民的沟通交流中，许多居民纷纷表
示在自己不燃放烟花爆竹的同时，
也会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禁燃活
动，劝阻身边的亲戚朋友不燃放烟
花爆竹，在文明、环保、健康、祥和的
氛围中喜迎新春。

洋泾街道开展“文化快车”反邪教巡演活动
本报讯 为更好地开展新春
期间反邪教警示宣传教育活动，
近日， 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平安办
在街道
“
八九一”公益坊组织开展
了以
“
美丽中国，健康生活”为主
题的“
文化快车” 反邪教巡演活
动，辖区内38个居民区210余名居
民共同参与了此次活动。
据了解， 此次活动在宣讲中
融入了传统节日的民俗文化、地
方文化，通过独角戏、快板、歌舞、
戏曲等居民朋友喜闻乐见的形式
向居民朋友揭露邪教丑恶行径，
引导大家科学健康生活， 倡导全

民主动参与反邪教， 大力弘扬新
时代精神。 同时，人气颇高的女中
音独唱、捧腹的化妆独角戏、奇幻
的魔术表演、 送春联等热情精湛
的表演，也让整个会场气氛热烈、
高潮叠起，欢笑声此起彼伏。
据悉， 洋泾街道平安办还通
过本次活动发放宣传页、 宣传手
册和
“
平安洋泾”反邪教系列宣传
展板展示， 向居民朋友讲解邪教
的类别、危害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寓教于乐的形式， 既增长了居民
们反邪的常识， 又提高了防邪识
邪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