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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领未来，安徽省开发区激发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濉溪经开区成立于 1993 年，26

载的成长经历，已经让其成为新型现

代化工业区。

一直以来，濉溪经开区以工业经

济为基础，以建设产城融合、宜业宜

居的现代化园区为方向，核心抓工

业，重点抓项目，突出抓招商，强力抓

环境，围绕铝业基地、机电装备制造

基地建设，形成强势产业集群，奋力

打造实力开发区、魅力开发区、活力

开发区、和谐开发区。

当然，如今这是一个信息化迅

速发展的时代，单凭单打独斗难成

大器，濉溪经开区深知此理，在信息

化的浪潮中，强化大数据，建设智慧

平台，濉溪经开区在现有基础上不

断完善，重点建设智慧政务管理、智

慧产业运行、智慧设施管理和智慧

公共服务四大智慧平台，以此平台

为基础，将经开区建设成一片枝繁

叶茂的大森林。

纵观濉溪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

及升级日趋完善，园区通信管道、机

房和站址，骨干通信管道扩容等数字

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数字基础设施、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量子通信等技术的应用，5G通信

网络……这一系列基础，园区正在加

紧打造，坐实建设的根基。

数字智慧也体现在智能化上，

濉溪经开区通过购买云服务、租赁

数据中心、管服务器等方式已搭建

区级政务云平台，为开发区信息化

系统提供稳定、安全、可靠的数据存

储空间与计算能力，为实现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交换、打通部门数据壁

垒提供保障。

“让企业、群众只跑一次”，克

服繁杂琐事且没必要的过程，园区

的服务做到极致，这也需要强大的

数据支持，“让信息多跑路”，在打

通各部门数据壁垒的同时，濉溪经

开区整合开发区业务部门的政务

数据，形成数据仓库。以数据仓库

为基础，构建全区统一的政务数据

资源管理与共享交换平台，同步接

入市级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政

务数据资源的精细化管理与跨部

门、跨系统、跨领域的信息共享，为

创新型智慧园区建设提供基础数

据支撑。

园区本月将启动公共数据库建

设，将通过园区的数据中心集合园区

地理信息库、企业库和人口库，通过

云部署的形式，将数据库使用于日常

工作中。

基础打好，整个园区仿佛形成

一张巨大的信息网。目前，在园区

内已经实现全区的交通大数据动态

管理，这就对“数字智慧”最好的佐

证，方便、便捷、高速、高效未来，将

建设经开区智能交通系统、公交信

息化系统，实现交通诱导、信号智

能控制、道路视频监控、智能公交

调度、车辆视频监控、公众出行服

务等功能。建造濉溪停车大数据云

平台，提供停车位查询、线上付费

等服务。

数字智慧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濉

溪经开区也充分利用这把利剑，高效

便捷利用科技，园区污染源管控、高

层次人才共享、城市管理机制、园区

教育医疗等等，濉溪经开区在这些应

用领域，游刃有余，掌握数字信息化，

以“智慧园区”建设为重点，以广覆

盖、宽领域、方便快捷、高效实用为标

志，努力把智慧园区建设推上一个新

台阶。

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智慧园区运营管理中心

濉溪经济开发区科创大厦

蜀山经开区二期电商园

日前，安徽省开发区向高质量发展再传凯歌，记者从安

徽省商务厅获悉，9月27日，在第十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

易博览会“工业互联与数字智慧园区研讨会”上，我省濉溪经

济开发区、长丰（双凤）经开区、蜀山经济开发区再获国字号

荣誉，荣获国家级数字智慧园区称号。

据安徽省商务厅开发区处介绍，全国共有12家开发区

获评，我省开发区获评数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如此高规格

会议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是安徽省开发区一直以来，坚持

创新、科技、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 记者 祁琳 图片由开发区提供

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
智慧党建云平台引领，
共享平台智慧化管理

作为长丰县域经济发展的“领头雁”，长丰（双凤）

经开区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始终走在前列。走进经开

区智慧园区运营管理中心，指挥大厅内几乎是铺满一

面墙的巨型屏幕，屏幕左边展示着园区的全真三维地

图，屏幕右侧则是高清道路实时监控，汇聚了区内各个

角落的运行信息，这里如同双凤经开区的“数字大脑”，

很是壮观。

长丰（双凤）经开区通过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的建

设，园区内1000M光纤到户覆盖率达到99%；4G网络覆

盖率达到98%；并实现园区内公共场所无线网络的全覆

盖。同时园区内已有建成5G基站1个，进一步推动移动

通信技术在园区内的应用和发展。双凤经开区已建立

智慧园区信息化平台，园区的企业、单位、部门均已接入

系统，园区上云率实现100%。在数据时代，该经开区做

到了速度先行。

“加快建设数字智慧园区，不仅是长丰（双凤）经济

开发区提升发展能级的重要内容，也是优化开发区营商

环境、发展环境的有力抓手，更能助力区内企业加快转

型升级步伐，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劲动力。”长丰（双凤）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童有柱坦言。

自 2017 年以来，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积极施行

“互联网+党建”，构建“两网三屏两中心”模式(“两网”即

管理内网与服务外网，“三屏”即手机屏、触摸屏、电视

屏，“两中心”即党群服务中心与党建大数据中心)，全力

搭建集组织建设、宣传教育、制度建设于一体的“双凤智

慧党建云平台”，充分利用党建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

终端设备，改进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夯实党建基础，不断

激发党建工作新活力。

努力形成发展信息经济、推进智慧应用的强大合力

和浓厚氛围，逐步构建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细

化、生活环境宜居化、基础设施智能化、网络安全长效

化，形成基于“超级处理、高度协同、全面感知”的新社

会、新产业和新城市管理模式，从而加快智慧产业发展，

深入推进智慧治理体系建设。

除此之外，经开区着力打造智慧园区平台建设，通

过整合民政、党建、财政、综治、城管、招商、教育、卫生、

消防、经发局等各部门的信息和服务资源，实现信息共

享、资源共用。经开区通过智慧园区信息化平台的建

设，使得政府各部门对内同用一个平台，共享一个数据

库，进而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更新及时性，避免重复采集

带来的资源浪费，实现社会领域各项服务和管理工作的

进一步延伸，并推进电子政务各业务应用系统在基层的

延伸和资源的共享，推动实现开发区社会治理与城市管

理工作的“智慧化管理、零距离服务”目标。

有了信息共享平台，管理上更为透明和便捷，基础

设施，园区环境得到大大的改善，绿化管养、市政设施、

环境卫生、安全防控、秩序管理、交通设施等方面的问题

集成智慧平台之上,进行统一上报、统一管理和统一调

度，多部门联合执法，实现对区域全路段、全时段、全方

位、全覆盖的精细化管理。

服务跟得上，营商环境也就随之改善，智慧园区智

慧招商，经开区开展智慧招商平台的建设，录入、更新统

计数据、跟进项目进展，实现了招商工作的信息化。今

年以来，通过平台已完成的招商工作为31个，项目招商

期间共通过信息化平台记录并完成的项目招商问题数

为121，企业通过信息平台反映问题共103件，都按时给

予企业相应的解决。

相信信息的力量，相信智慧的能量，位于园区内的

京东“亚洲一号”分拣中心，60%~70%的工作量由智能分

拣完成，先进的智能物流、穿梭车、分拣机器人都会在这

里使用。配送机器人、全自动分拣机等“智慧”科技设备

实现了最快“2小时送达”。智慧物流建设有效解决物流

缓慢、仓储过载等问题，支撑京东在合肥市乃至整个安

徽省的电子商务运营与云数据服务。

安徽省开发区
大力开展数字智慧园区建设

据了解，今年以来，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在全国开

发区范围内开展“绿色生态园区、数字智慧园区、共享

协同发展园区、体制机制创新园区”等评选工作。旨在

激发开发区朝着健康、生态、智能方向发展。

继我省 7 家开发区荣获国家级绿色生态园区和共

享协同发展园区称号后，我省开发区再获国家级荣誉，

且数量领先全国其他省市。

这一个个沉甸甸的奖牌，是安徽省开发区发展道

路上的促进剂。随着互联网技术革新，围绕工业互联

网的发展应用，鼓励产业园区加快智能向智慧化转型

步伐。安徽省开发区向数字化、智慧化大跨步前行，激

发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在新时期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云领未来”，未来园区发展，必然建立在数字化、

智能化基础之上。据了解，智慧园区云建设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工程，园区数字化产业环节之间存在高度依

存关系，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之间加快整合渗透，这将

促使内容与网络、产品与服务、软件与其他行业之间的

融合不断提速和深化。基于全生态的园区数字化规

划、设计、建设、服务、运营、投资平台都需要园区进行

充分关注，并给予合理规划。

安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全省唯一一家数字智慧

园区服务单位代表受邀参加了工业互联与数字智慧园区

研讨会并就数字智慧园区建设进行发言，受到了参会领

导和代表的一致好评。智侒信CEO李坤表示，该单位团

队核心成员由国内外知名院校博士组成，近年来，智侒信

联合中电科、阿里、华为共同打造“绿色环保，长效发展”

的新型智慧园区，取得了显著成绩。

近年来，安徽省开发区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

开放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大力开展数字智慧园区

建设，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开发区基础设施、产业基础、管理服务深度融合。

“大数据作为互联网产业的基本配置，在得到完善

后，合理、精确地使用并充分执行，将可以解决结构性

过剩问题，同时实现园区服务的个性化和便捷化，并保

证持续收益。”

获得国家级数字智慧园区称号的三个安徽省开发

区，无不例外坚持平台的建设，借助新技术、新业态浪潮

的机遇，建立健全了政府公共数据库、政务云数据中心、

政务大数据资源管理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智

慧交通系统、生态与节能信息平台、区域健康信息服务、

智慧教育服务平台等智慧应用，营造最佳营商环境。

“最美开发区”蜀山经开区内，“聪明”

的路灯，智慧城管，全天候智能安防监控

……这些都已经不是稀奇的事情，更多的

数字智慧体现在政务管理、产业发展的方

方面面。

目前，蜀山经开区完成了管委会电子

政务外网的改造，统一了局办办公网络环

境；完成了智慧园区统一支撑平台的建

设，提供了应用汇聚、数据融合、决策指挥

等方面的服务；完成了全要素网格平台的

建设，为后续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提供了

管理工具；逐步在政务办公、城市治理、产

业发展、民生服务等领域建设了一系列业

务应用，提升了管理和服务效能。蜀山经

开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

新发展。在“数字中国”建设中，合肥蜀山

经济开发区大数据产业正孕育新的梦想

和希望。

建设新型智慧园区是进一步促进产业

创新升级，推动产城融合发展，提升治理和

服务水平的必由之路。据蜀山经开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开发区计划通过 3～5 年的智

慧园区建设，让企业和百姓切实感受到“智

慧”带来的实惠，进一步保障经济社会发

展，社会和谐治理，努力将蜀山经济开发区

打造成“最智慧园区”。

今年 7 月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网、央广网在国内部署建设的第一个5G智

慧融媒体中心落户合肥市蜀山区。有此得

天独厚的天时地利条件，蜀山经开区数字

智慧化发展如虎添翼。

蜀山经开区有着自己的建设目标，并

在这个目标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围绕

总体战略发展目标，建设政务云与产业云

“两朵云”，面向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维

度，打造“政务协同治理先导区、产业创新

发展示范区、公共服务便捷标杆区、大数

据综合应用领先区”四型园区，实现“基础

通、管理通、服务通、供给通、互联通”五通

效果。

2018 年，蜀山经开区借鉴学习中国-

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智慧园区的建设思

路，围绕蜀山经开区产业监管与服务、新城

建设与民生保障等重点，编制具有自身特

色的智慧园区建设规划。成功由传统工业

园区转型升级为“互联网+”专业园区，形成

以电子商务(跨境电商)、大数据、环境科技、

工业设计等产业为主导的现代高端产业体

系，逐步成为高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

新高地。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加快，蜀山

经开区紧扣时代脉搏，积极推动产业与新

一代信息技术相融合。在大数据产业、工

业设计等诸多领域一展拳脚，将开发区的

OA办公、物业管理、智慧社区、“数字城管”

等系统统筹构建“1234”管理服务体系，即

一张智能网格，大数据与运营两大中心，法

人、地理、人口三大数据库，政务管理、产业

发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四大应用领域，

实现各系统之间实时数据的交流和共享，

推进政务、民生、产业领域各类数据资源的

深度开发利用与开放共享，积极构建公共

管理和公共服务信息化，打造零距离网上

“生活圈”。

今后将全面建成基础设施智能化、数

据资源共享化、政府治理协同化、业务应用

智慧化、服务渠道融合化的智慧园区，为全

面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加快建设创

新型宜居生态新城区，全面建成高质量的

经开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信息化整体发

展水平处于华东地区开发区前列。

按照规划“打基础、搭平台、织网格、聚

应用”的建设步骤，先期启动智慧园区的统

一支撑平台，为城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

服务、政务办公等领域智慧园区的应用建

设提供统一支撑。

濉溪经济开发区：
加强四大智慧平台建设，打造数字智慧之林 蜀山经济开发区：

建设政务云与产业云，努力打造“最智慧园区”

发展中的长丰（双凤）经开区

蜀山经开区数据产业园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