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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太仓样本：大数据与平台化助力
城市精细化管理

太仓，位于江苏省最南部，长江口南岸，是

距离上海最近的城市，东濒长江，与崇明岛隔江

相望，南临上海宝山区、嘉定区，西连昆山市，

北接常熟市，自古以来是有名的鱼米之乡。

在《2018年太仓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中，太仓市准确把握发展新方位，提出：围绕

“现代田园城、幸福金太仓”总目标，努力在

创新转型、改革开放、城乡融合、民生幸福、社

会治理等方面迈上新台阶，全力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遵循着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太仓

市多个部门积极规划构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服务体

系。

“数据网格”织就太仓社会治理新格局

2017年开始，太仓启动社会综合治理网格

化联动机制建设，按照“打造全省一流的社会综

合治理联动机制”的总目标和“一个平台高位协

调、一个号码服务社会、一个APP管理城市”的

建设思路，以“城市大脑”建设为路径，聚力建

设融综治联动、维稳实战、公共服务和大数据应

用于一体的“四合一”智慧型联动平台和联动机

制，全面推动太仓模式“六个一”建设。目前，

太仓市联动中心已正式启用，每一分钟，太仓全

境的动态信息会在联动中心的大屏上实时显示。

▲太仓市社会综合治理联动指挥中心

小区内哪些房屋是出租的，常住人口有几

个人，哪个地方有垃圾偷倒、噪声扰民等问题，

“城市大脑”都能知道。这便是太仓着力打造的

一个指挥平台，共包括两大应用平台：12345热

线受理平台（负责市民各类诉求的回复）和联动

中心指挥平台（将各类事件、诉求派遣给相关部

门，实现快速联动处置）。除了市民可以通过该

平台提交问题、诉求外，太仓还搭建了市、镇、

村、基础网格四级管理架构，将全市分为504个

基础网格，每个网格有专门的网格员进行信息采

集与问题上报。

同时太仓还通过“1个市级联动指挥中心、

8个区镇指挥分中心、以及N个职能部门”联动指

挥体系密织联动网络，辐射到太仓的角角落落，

切实做到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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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有效提升了太仓社

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社会化、专业化水平。

“市民卡”助力智慧太仓建设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太仓市市民

卡工程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太政办[2013]94

号）文件的精神，太仓市实施了太仓市市民卡建

设。“太仓市民卡”以服务市民为宗旨，打造集

政府公共管理、城市公共事业服务、卫生、金融

及公交支付于一体的市民卡服务体系，为公众的

生活提供方便。

现在，在图书馆借书、公共自行车租赁、公

交车乘坐、体育公园运动、旅游景点游玩、未成

年人教育基地实践、预防接种及体检等多个场景

都能实现太仓市民卡的应用。2016年，在太仓进

行智慧社区管理过程中，太仓市民卡还作为唯一

的身份认证的卡应用在了城市管理方面。

2014年，太仓市民卡正式加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指导的全国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平台，满足

了大量市民往返上海的强需求，真正实现了“一

卡多用，一卡通用”，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产

生了积极效应，为区域内民众出行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

截至目前，太仓市民卡共发卡572799张，所

有卡均支持互联互通功能，可以实现在全国80个

City Union互联互通城市一卡通刷。根据通卡传

媒公布的2017年度互联互通大数据显示，2017

年全年太仓市民卡本地交易总量达12664944笔，

交易金额为12287219.29元。互联互通方面，临

近的上海成为太仓市民卡异地刷卡的首选城市，

太仓市民卡在上海2017年全年交易笔数达78万

笔，交易金额超过216万元。同时，City Union

的异地互联互通卡在太仓消费共175万笔，金额

达620万元。

“二维码”正成为打开智慧太仓的一把

钥匙

2017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IC卡应用

服务中心、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全国智能建

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太仓市经

信委、万达网络科技集团、北京亿速码数据处理

有限责任公司六家单位共同启动了智慧城市二维

码综合服务云平台的发布仪式。太仓市当选为智

慧城市二维码综合服务云平台的首个落地城市。

智慧城市二维码综合服务云平台是遵循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

理念，依据《智慧城市二维码应用技术要求》

（导则），采用中心级、机构级和用户三级密钥

进行安全保护，具备实现全国城市二维码互联互

通的综合服务平台。

平台的接入机构由住建领域CA认证中心签发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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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证书，引入自主、可控的SM2、SM4等国产密

码算法。平台同时集成了二维码的云端发码和跨

机构、跨场景的清分结算服务，将应用于全国的

城市综合交通、住区、景区、停车、管廊等综合

服务场景，实现住建领域的“一点接入，全网互

通”。

太仓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樊荣接受

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太仓市的信息化在江苏省

走得比较先进，太仓市民卡一直在积极助力智慧

太仓的建设，而目前云平台也已经在太仓得到了

良好的落地效果，智慧城市二维码综合服务云平

台能有效地将城市部件管理和人结合在一起，是

打开智慧城市的一把钥匙。

据了解，目前基于该平台在综合交通领域的

产品——“亿码通行”APP已经进入了落地应用

阶段，“亿码通行”APP已在苹果及安卓各大应

用市场正式上线，太仓地区所有公交路线（包含

太仓市区、浏河浮桥、沙溪、双凤等地）均已支

持“亿码通行”APP的扫码乘车功能。这也就意

味着，选择使用“亿码通行”APP扫码乘车的用

户，可以告别使用多年的实体卡，彻底实现无卡

乘车。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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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速码公司凭全国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
平台获金松奖最佳交通支付产品奖

4月25日，由移动支付网主办的2017年度第

四届“金松奖”移动金融行业评选活动正式落下

帷幕，亿速码公司凭全国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平

台获金松奖最佳交通支付产品奖。

“金松奖”是移动支付网联合行业专家及媒

体联合发起的移动金融行业评选活动，上百家企

业/产品参与角逐，30位专家评委和上万产业从

业者参与评选，共投选出18个产品奖，10个企

业奖。由亿速码公司负责建设、运营、数据清分

的全国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平台在入围金松奖最

佳交通支付产品奖的各类产品中获得最高票数，

最终荣获2017年度第四届“金松奖”最佳交通支

付产品奖。

全国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平台是城市综合交

通支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一一个按照国

家标准搭建的对异地出行数据进行清分的平台。

2012年起，亿速码公司陆续启动了包括上

海、天津、澳门（特别行政区）、沈阳、郑州、

昆明、三亚等在内的全国80个城市的互联互通工

作。目前，全国互联互通卡发行量达3.5亿张，

支持互联互通卡的刷卡终端超过130万台。平台

上的总交易笔数超过1亿笔，总交易金额超过1.2

亿元，亿速码在海量的数据处理中没有发生过任

何一起错误交易事件。

亿速码公司创立于 2011年，是住房城乡建

设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唯一授权的全国城市一卡

采风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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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互联互通平台的建设运营单位，汇聚了国内智

慧住建领域高水平的科技团队，涵盖综合交通、

住区、景区、务工人员管理、城市部件管理五大

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拥有数亿用户的全国

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清分清算平台、互联互通

2.0平台、二维码云平台、亿码通行APP等产品，

在国内住建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

现服务于全国数百个城市、住区和景区。亿速码

公司目前已拥有 3项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还

是通卡传媒、卡娃、city union等多个品牌持有

者，亿速码公司参与了13项国家及行业标准，

能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

术，逐步完成住建领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战略布

局。

3月21日，亿速码与招商银行达成了深度战

略合作，将在全国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项目工

程、智慧出行及移动支付、智慧住区及景区应用

拓展的融合发展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双方将通

过整合二维码等信息技术资源，构建更多元的公

共交通支付方式，借助技术创新为人们提供更智

能、更高效的交通出行体验，共同深耕于城市的

便民利民服务。

亿速码着力推动的公共交通移动支付将增强

全国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移动互联网应用的能力，

能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社会服务效率，促进移动

互联网与信息惠民的深度融合，推动城市公共服

务高效化，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未来，极具互联网创新精神的亿速码潜心研

发的“亿码通行”手机APP即将上线。通过手机

APP将用户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争取全力解决人

们的“没零钱”、“忘带卡”、“充值排长队”

等一揽子出行问题，助力城市出行支付，服务于

民生，造福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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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住区：有望成为下一波大数据来源高地

过去的两年里，从传统的综合交通，到共享

单车、共享汽车，出行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一部分原因在于出行刚需能为互联网应用创

造源源不断的流量，更深层次原因是出行数据可

以作为勾勒人们出行轨迹的重要依据。在大数据

能力地位日益增强的当下，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

是资本巨擘都在频频圈地，宣告这片数据沃田和

流量高地的归属。

而作为城市最基本的构成单元，住区是人们

生活时间最长的场景之一，也是大多数情况下出

行的起点或终点，其所联接的场景生态正待被挖

掘。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城

市住区数量达近20万个，从2012年开始每年增幅

超过20%，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

项数据还将不断上升。

智慧住区：天然的场景聚集地

智慧住区是按照“便民、惠民、利民”的

场景   SCENARIO

本刊记者：卢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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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SCENARIO

原则，建成智慧住区基础设施网络，通过智能高

效便民的服务体系；安全高效的住区管理服务体

系，实现住区居民“吃、住、行、游、娱”生活

五大要素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互动化和

协同化。

随着数字化在传统小区建设中的不断深入，

智慧住区作为居住地自带的生活服务需求正变成

越来越活跃的场景。从住区内部的门锁、停车、

园区管理、家居控制等，到住区外的出行、图书

馆、医疗购买、运动健身、景区游览、便利店，

这些场景都围绕人在住区的需求而生，高频的特

点让智慧住区有了巨大的流量潜力。

2018年5月17日，绿色智慧住区建设经验交

流会暨第三届中国数字城市专业委员会智慧住区

学组工作会议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北京亿速码

数据处理有限公司市场中心总经理赵滢会上带来

《联接智慧住区：打造“一点接入、全网互通”

的全场景生态》主题演讲。

会上介绍，智慧住区生态圈是由于人的需

求层次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为了满足人们更高

层次的需求，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城市精细化服务的提

供，打造智慧住区的生态圈，真正做到不同场景

之间的互联互通。

智慧住区能得以成为潜在的流量高地，因

为其以城市居民为出发点和立足之本，将信息化

技术手段与为居民服务理念和措施相结合，注重

人的感受，联接人们的衣食住行游等多个生活场

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多平台联动创新大数据价值

如何打通住区内外各个场景，为人们提供更

加便捷的生活体验，互联互通的程度便成为重要

的衡量指标。

会上介绍了所属亿速码公司的智慧城市公共

服务云平台，其支撑跨行业、跨地域互联互通，

统一的云平台下涵盖二维码类、一卡通类、云锁

类、智慧楼控等多个应用平台。

正因为其按照“标准统一、安全统一、接

口统一、认证流程统一”四个原则进行建设，才

能最终实现大数据的综合归集、挖掘和应用，为

“一点接入、全网互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基于该平台的公交出行应用已经实现了

80个城市的互联互通，全国场景应用连锁项目达

6个，互联互通卡的发行突破3.5亿张，支持互联

互通在用的终端超过130万台。

在多平台联动的互联互通下，城市、住区、

景区、商圈等所属不同体系的场景，能同时满足

人民“吃、住、行、游、娱”等不同场景的需

求，能让居民在不同场景间便捷体验，各个场景

也能在建设完成的第一时间获得最广泛的潜在客

源，极大地提升场景服务效率，达到 “一点接

入、全网互通”的效果。多平台的互联互通也能

使数据共享，最大限度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资源

融合，创新大数据价值。

本刊记者：卢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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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智慧住区：
打造“一点接入、全网互通”的全场景生态

近年来，智慧城市取得长足发展发展迅速，

数百近千个智慧城市试点项目的规划和实施推动

了智慧住区进一步发展。智慧住区建设，是将

“智慧城市”的概念引入了住区，以住区群众的

幸福感为出发点，本着“以人为本、改善民生”

的宗旨和目标，利用信息技术整合住区资源，实

现住区服务与管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互动化和协同化，解决当前住区发展所面临的一

些问题，例如养老、居民健康管理、交通拥挤、

资源浪费等，通过打造智慧住区为百姓提供便

利，从而加快和谐住区建设，推动区域社会进

步。

自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提出“住区建设”到

日前的“智慧住区试点建设”，我国的住区治理

已从过去单一的人口管理和民政服务发展为集便

民工程、住区监管、住区安防、民主自治和住区

公益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

为了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提高服务质量，信

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已成为现代化住区治理的

重要标志。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智慧住

区的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思路，将线上线下

资源整合在一起，打通最后一公里，为住区内居

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智慧住区综合信息服务。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住区建设模式需三

步走：建设智慧住区、搭建O2O住区平台、打造

服务生态圈。建设智慧住区系统智慧住区的建设

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方面包括智能建

筑、微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指各类智能化设备

和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如门禁系统、监控系统、

视频通话系统、视频对讲系统、跟踪系统等。

借助物联网技术，对物业安装在居住小区内

的众多静态摄像头和住区网格管理员收集的动态

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实现住区管理无死角、公共

设施数字可控、居住环境整洁优美。

软件方面包括家庭内部的数字化平台、住区

的智能化平台、城市公众信息平台的建立，主要

指利用信息技术对医疗服务、电子商务、公共图

书馆服务、公共设施使用、健身、远程教育等各

类资源进行整合，从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满足业

主的需求。同时，住区需要通过一套多层次、可

交互的电子政务系统，向上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进行无缝衔接，向下为居民提供网上预约和网上

业务办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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