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2018年12月下
总第197期

聚焦  FOCUS 
3  2018互联互通合作者大会圆满召开

采风 REPORT 
6  2018中国绿色出行互联互通优秀运营机
构发布

场景    SCENARIO
8  新书发布资讯

研究   RESEARCH
9 智慧城市与跨界融合：互联互通城市形态正

逐步形成



3

2018互联互通合作者大会圆满召开
本刊记者:卢希

12月12日-13日，2018互联互通合作者大

会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圆满召开。大会开幕式

上，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

社中央副主席赖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

司副司长倪江波，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理事长

许中志为大会致辞。

大会历时两天，共有“智慧城市与跨界融

合”、“创新赋能与服务运营”、“生态场景与

互联互通”三个分论坛，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倪

光南、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国家智慧城市标准

化总体组组长吕卫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

心副主任张福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IC卡应用服

务中心主任马虹、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

师童平平、太仓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樊

荣等20多个嘉宾带来了精彩纷呈的主题发言。

同时会上还进行了《城市智慧卡标准与实

践》新书发布仪式与赠书仪式、《建筑及居住区

数字化技术应用 智能门锁安全》（导则）发布

仪式、2018绿色出行互联互通优秀运营机构发布

仪式。

本次互联互通大会是“城市智慧卡创新发展

年会”升级后的全新亮相，大会以“新机遇、新

融合、新生态”为主题，围绕互联互通、智慧城

市、跨界融合、创新赋能、生态场景和服务运营

6大行业特点安排会议内容，包括主题发言、分

论坛、高端对话、发布仪式等多项议程。有来自

城市治理、城市公交、轨道交通、智慧社区、智

能家居、风景名胜区、市民卡运营、芯片制造、

大数据、物联网等多个领域的近500家企业参

会。

城市智慧卡推动城市绿色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

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在大会致辞中表示，在智慧城

市建设中，应高度重视“城市智慧卡”等智慧支

付的作用。作为最贴近民生的惠民工程“城市智

慧卡”，已经从单一公交功能的“小白卡”逐渐

发展为包含综合交通、住区、水务、旅游、小额

消费等多元性质的“智慧卡”，“城市智慧卡”

的跨界应用正在稳步有序推进。未来，老百姓的

生活方式将会更加快捷、便利，将会享受到更加

愉悦的服务新生态。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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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

面对智慧支付发展的新机遇和大趋势，赖主

席认为城市智慧卡作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基

础性应用，要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充分利用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城市

智慧卡的移动支付和线上线下应用，推动互联互

通发展。以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构建行业标准

体系、带动产业升级发展，立足市场服务大众，

努力成为智慧支付领域的重要支撑。

图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倪

江波

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和城市互联互通发展，能

为提升城市综合治理和服务能力做出贡献，住房

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倪江波会上表示。

倪江波认为，城市是人类的主要聚集区域，是经

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城市公共交通和城市互

联互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我们要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推动绿色城市建设，促进城

市建设方式转型、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智慧卡创造智慧生活新方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张福麟在

会上发布了2018城市智慧卡年度发展报告，报告

显示城市智慧卡作为智慧城市的智慧化产物，正

从传统一卡通演变成越来越多的全新形式，并以

持续不间断的速度稳步发展。截至目前，城市智

慧卡累计发卡总量达9.5亿张，其中手机NFC开卡

数量近2400万，覆盖8.5亿以上人口。

图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张福

麟

城市智慧卡系统从21年前的单一出行应用，

到现在覆盖到轮渡、公共自行车、住区、景区、

城市综合治理等全面应用，再到城际间异地互

通，已进入到一个由点到面、由单一到多元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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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服务体系，不仅加快了城市信息化、便捷化、

互联化的建设，提高了传统企业的运营能力和服

务水平，也为发展新型智慧城市提供了有力保

障，推动了全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脚步。

截至目前，全国互联互通城市已达83个，全

国场景应用连锁项目达6个，互联互通卡的发行

突破4亿张，支持互联互通在用的终端超过135万

台，互联互通范围持续壮大，有效提高了公共出

行服务水平，为民众创造了智慧生活的新方式。

物联网助力互联互通全新升级

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主

任马虹介绍了互联互通的全新定义，并阐述了物

联网时代的远大前景。马虹主任认为，互联网时

代，“人”是衡量价值指标，手机为主要连接

器，主要实现人与人的连接，连接量级增长有限

难以突破；物联网时代，则包含万物互联，实现

“人-物-人”的连接，连接量级超过百亿，应

用场景更加广泛，拥有极具想象力的产业增长空

间。

据悉，互联互通是以物联网为基础，通过智

慧化、感知化、集约化、平台化方式，满足“生

物识别-芯片-终端-云端”协同联接功能，覆盖

城乡建设、城市治理、绿色出行、绿色智慧社

区、智能家居、风景名胜区等诸多场景，以技术

高度集成、产业绿色发展、服务高效便民为主要

特征，最终完成互联互通的城市发展新形态。

互联互通贯穿城市设计、城市建设、城市管

理、城市服务全生命周期，实现从单一服务和单

一功能的工具型低级应用模式到多元服务和多元

功能的集合型高级应用模式的升级。

互联互通践行“标准统一、安全统一、接口

统一、认证流程统一”四个基本原则，助力城市

大数据的综合归集、挖掘和应用，最终实现“一

点接入、全网互通”。

图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IC

卡应用服务中心主任马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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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8中国绿色出行互联互通优秀运营机
构发布

采风 REPORT 

2018年12月13日，2018中国绿色出行互联

互通优秀运营机构发布仪式在厦门举办，宁波市

民卡等9家运营机构当选为2018中国绿色出行互

联互通优秀运营机构，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人民公交》杂志社社长刘

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主任马

虹为机构代表颁发证书及奖杯。

全国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应用，是实现绿

色出行、惠及民生、服务社会的最具开创性的事

业。此次征集活动是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关于绿

色出行等有关部署，践行国家实施公交优先发展

战略，构建互联互通的绿色交通出行网络的良好

体现。

在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人民日报《中

国城市报》的指导下，由《人民公交》杂志社发

起，联合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智慧支付分会等

各分支机构、通卡传媒成立“2018中国绿色出行

互联互通优秀运营机构”征集活动领导小组。特

征集在推进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应用进程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并在全国互联互通城市运营单

位中评选了“2018中国绿色出行互联互通优秀运

营机构”。

此次征集活动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城市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精

神，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提升服务意识，进一

步推动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

进新时代公共交通系统建设，为全国城市公共交

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积极向社会倡导

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打赢蓝天保卫战，共建

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

本次活动于10月20日开始申报，申报开始

后，受到了全国各地运营机构的广泛关注，经

征集活动的各项流程后，最终以下9家单位荣获

“2018中国绿色出行互联互通优秀运营机构”荣

誉称号。

文:通卡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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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卡传媒

2018中国绿色出行互联互通优秀运营机构名单

郑州城市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洪城一卡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市民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常熟市信息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州市惠通公交一卡通有限公司

嘉兴市民卡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太仓市一卡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黄海通市民卡有限公司

采风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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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智慧卡标准与实践》书籍近日正式启动征订，据悉，该书从市场应用情况和标准化工作

两方面系统描述、分析了城市智慧卡行业情况，完整呈现了城市智慧卡标准体系、发展历程、系统

方案、应用实践、产业发展、互联互通、关键技术和信息安全体系。

《城市智慧卡标准与实践》书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ISBN书号为978-7-112-

22772-3,定价58元。

倪光南院士为《城市智慧卡标准与实践》书籍撰写序言，他在序言中提到，城市智慧卡依托物

联网技术，是城市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电子凭证载体，涵盖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城市智

慧卡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为大数据分析提供依据，推进信息化发展，提升城市公共服务

水平，对于管理民生、服务便捷起到关键作用。目前，城市智慧卡发卡总量达9.5亿张，覆盖综合交

通、智慧住区、智能建筑、景区旅游等50多个应用场景。

本书汇集了上海公共交通卡、杭州市民卡、宁波市民卡、郑州城市一卡通、招商局物业、南

京公共自行车等多个典型示范的鲜活案例，能为各级城市信息化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获取关键技

术、了解标准体系、借鉴城市智慧卡建设经验，提供了参考和帮助。

《城市智慧卡标准与实践》书籍正式启
动征订

场景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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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SCENARIO

2018年12月12日，2018互联互通合作者大

会在厦门召开，来自全国近200个城市一卡通运

营机构的代表、业内专家以及智能卡产业链百余

家企业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此外，金融机构、

通信运营商、第三方支付机构、智能终端厂商和

互联网企业等也参加了本次大会。来自全国政

协、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工程院、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总体组、中国

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等单位的多个单位领导莅临大

会。

倪光南院士在会议致辞中提到，信息化

智慧城市与跨界融合：互联互通城市形
态正逐步形成

和经济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融入社会生活方

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十三五”规划纲要对加快信息化发展，推进物

联网应用提出“夯实互联网应用基础，积极推进

云计算和物联网发展”的要求。推进物联网应

用，有利于推进信息物理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和应

用，有利于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

型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的规划要深化和信息化开放创新，

要强调的三元空间深度协调与融合发展，也就说

我们要积极的推动三元空间。思路就是要以人为

文:通卡传媒

研究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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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RESEARCH

本，发展PHC的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委托

城市物联网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李强在2018互联互

通合作者大会上表示。

会上指出，智慧城市是分析科学生态可持续

发展的系统工程，要逐步的就是建立一个综合管

理的平台，逐步的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网络平

台，多方面实现智能化的发展，建立新型智慧城

市的生态体系，发展城市的新变革。第一建综合

统一数据采集平台，第二个数据资源统一整合共

享平台，第三个公共数据的开放平台，第四是报

警跟对接，第五信息的基础设施，第六就是管理

的全要素数据，在这些过去都是数字化的管理，

我们要在数字化管理基础上提升它的智能化，就

是要把平台数据、人工智能再发展，创新融合发

展。我们原来的体系就是S、S、A、S、C，实现

三元空间深度融合，充分运用一体化技术，可以

提升我们的数据资源的统一整合，协调优化配

置，作为安全保证体系当中我们智能化当中的一

个例子。

国家智慧城市总体组组长吕卫峰在会上介

绍了智慧城市标准体系，体系由总体标准、支撑

技术与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及宜居、管理与服

务、产业与经济、安全与保障等多方面构成。其

中总体标准包括术语定义、参考模型、评价模型

及指标、标准总体应用指南。吕卫峰认为，我国

智慧城市发展目前普遍尚未形成示范标杆，缺乏

可复制的核心关键技术解决方案，没有形成具有

持续竞争力的开放服务平台，智慧服务成效还不

明显。

智慧城市目前处于核心融合阶段,很多企业

“扎堆”探索智慧城市的现状，但基本都停留在

低水平的阶段和相似的竞争领域，没有形成梯度

鲜明的竞争态势，智慧服务成效尚未明显，面临

感知能力弱、物联成本高、融合认知难、服务不

知智能等问题。

对于智慧城市要如何发展？吕卫峰表示，智

慧城市关键成功因素在于以人为本、开放协作、

可持续发展战略、人与生态环境共生。新型智慧

城市发展路径在于分级分类发展，根据不同城市

等级采用不同的智慧城市发展方法。第一等级为

特大城市，主要在于解决集约普惠的公共服务；

第二等级为城市群，主要在于中心城市、城乡一

体、协同服务；第三等级为中小城市，主要目标

为生态宜居、绿色发展；第四等级为国家新区，

主要在于新城建设、未来社会与智能产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主任、

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马虹会上首次提出了互联互通的核心

概念。互联互通是以物联网为基础，通过智慧

化、感知化、集约化、平台化方式，满足“生物

识别-芯片-终端-云端”协同联接功能，覆盖城

市治理、绿色出行、绿色智慧社区、智能家居、

风景名胜区等诸多场景，以技术高度集成、产业

绿色发展、服务高效便民为主要特征，最终完成

互联互通的城市发展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