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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观察摘要：5G 商用牌照提前一年发布，即刺激了 5G 产业的发展，又开
启了智慧城市新纪元，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业已成为 5G 商用的先锋队！智慧交通
可谓“冰火两重天”，这边是高德阿里发布智慧调整解决方案、东莞石龙启用智
慧停车系统，智慧交通建设如火如荼；那边是赛文交通网发布报告称 2019 年前
1-5 月城市智能交通 TOP10 企业合计业绩同比下降 59%！智慧城市建设终将回归
理性，是时候抛开概念“玩真的了”！北京发布首批 10 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总
投资超 30 亿；天津则积极打造智慧能源小镇；成都 8.74 亿元建设智慧绿道——
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特色！话不多说，请看正文，下期见！

 智慧头条
1. 5G 时代开启智慧城市新纪元。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已成 5G 先锋队，城市
5G 建设与智慧城市密不可分。除青岛和在 2017 年才建立的雄安新区，我国四大
运营商所选择其它的 16 座 5G 试点城市，都归属于我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智慧城市将从 2020 年开始实现 5G 网络连接，从而实现其全面的互联。国务院
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认为“5G
将是各行各业融合创新的催化剂，而 5G 时代城市则成为巨大的创新孵化平台，
以‘5G 智慧城市’作为平台，个人创业的爆炸式时代将真正的到来。”

首批5G试点城市

首批智慧市试点城市

运营商
中国移动

首批5G试点城市
杭州、上海、广州、苏州、武汉

中国联通

北京、雄安新区、沈阳、天津 、青岛、南京、上海、杭州、福
州、深圳、郑州、成都、重庆、武汉、贵阳、广州

中国电信
中国广电

雄安新区、深圳、上海、苏州、成都、兰州
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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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沈阳、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福州、
深圳、郑州、成都、重庆、武汉、贵阳、广州、
苏州、兰州等90个首批国家智慧城市

产新君观点：5G 改变游戏规则！5G 引领社会创新！5G 成就智慧城市！5G
是世界迈向智能连接时代的第一通道! 5G 则实现了城市智慧传感器的连接和共
享，让人与城市、物与物的“对话”成为可能，让城市更“懂”人类生存之道。
5G 商用牌照的发放，将极大的促进现有的智慧城市建设的进程，为智慧城市发
展铺设高速公路的快车道。

 业界声音
2. 陈湘生院士：让大自然“进入”地下。未来“地下城”并不是一个独立存
在于地平线以下的“城市倒影”，而是一个与地面城市统一规划建设的“城市综
合体”。此类“地下城”的开发与建设需要进行一揽子规划，有了规划，建设的
时候一揽子建好，就减少了“二次开挖”对城市造成的影响，用最小的扰动开发
城市新的空间。
3. 赛文交通网：2019 年前 1-5 月城市智能交通 TOP10 企业合计业绩同比下
降 59%。赛文交通网发布发布 2019 年 M1~M5 城市智能交通市场竞争报告，报
告数据显示 2019 年 M5 城市智能交通市场 TOP10 市场规模为 17.3 亿，环比增
加了 3.5 亿，而 2018 年前五个月 TOP10 合计总业绩为 25.7 亿，环比增加了 1.8
亿。企业业绩下降主要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市场项目普遍回款差，企业现金
流压力过大，导致市场中承接项目能力下降；二是市场中超大项目减少显著（2019
年 Q1 有智能交通建设内容 5000 万规模以上项目仅有 7 个，而 2018 年则有 19
个；三是企业主动控制项目质量，对回款条件比较苛刻的项目主动放弃。
临时排名

企业名称

与上月排名趋势

1

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2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

4

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

↑

5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6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7

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8

江苏航天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

10

西安翔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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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动态
4. 腾讯云等四方联合体 8.74 亿中标成都市“智慧绿道”。四方联合体分别为
腾讯云、腾讯产业投资基金、东华软件和华体科技。
“智慧绿道”项目长度 500 公
里、面积 133 平方公里，建设内容包括锦城绿道和沿线的商业综合体、园林、特
色小镇等设施。“智慧绿道”项目涉及软件（基础平台软件及应用软件）的投标
总价为人民币 2.83 亿元；公有云平台系统服务、网络安全系统服务、大数据平台
系统服务投标总价为人民币 3.19 亿元；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费投标总价为人民币
2.72 亿元。
5. 高德地图联合阿里云推出智慧高速解决方案。智慧高速解决方案的应用能
力覆盖高速运行监测、异常事件发现处置、未来路况预测、公众出行引导、出行
安全治理等方面，每一方面都有相应的一个或多个智慧应用服务。其核心架构是
“1+1+N”：底层是数据处理层，统称为数据底盘(“1”)，是智慧高速的技术基
础；上层是应用层，统称为应用组件(“N”)，是基于智慧高速的数据和技术能力
创造的应对不同场景的系列智慧应用。而贯穿数据处理层和应用层的核心能力是
状态感知(“1”)，即通过视频设备、物联网产品、互联网产品等渠道获取海量交
通出行大数据，通过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融合技术，快速识别到高速公路的路况、
事件信息，一方面提醒管理方及时处置，一方面及时通知用户，实现高速安全、
畅通出行。
6．深圳宏崎达与新华三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共促智慧城市发展。双方将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加大在智慧城市、雪亮工程、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以“政府管理精准高效、产业发展优化升
级、公众服务普惠便捷”为主线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7.华为与张家口下花园共创智慧城市。6 月 19 日，下花园区人民政府与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签定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智慧城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推进下花园区快速高质量发展。根据合作协议，由华
为公司牵头负责整体方案设计，预计总投资 2 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预计
投资 1 亿元，统筹规划智慧城市数据中心、网络安全一体化基础设施，融合全区
云计算、大数据、地理信息、视频监控、指挥调度 5 大资源，构建城市管理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 3 个中心和智慧环保、智慧医疗、智慧交通和智慧
应急 4 个智慧应用的“智慧管理体系”。
8. 广发银行发布 12 套“智慧城市”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广发银行围绕“善
政、惠企、利民”三个着力点，整合对公条线产品和服务，致力于提升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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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政务、法院、党务、商事、制造、地产、连锁、医院、学校、保险、交通、
旅游 12 个方面的综合管理能力。从产品层面看，“慧系列”产品现已落地 2 万
多个项目，“跨境瞬时通”产品现已落地 9 万多个项目；从行业层面看，已为近
100 家医院提供“智慧医院”综合服务，提升千万就诊者的就医体验。在智慧政
务领域，已与 40 多个城市财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非税管理机构开展智慧政
务合作。在智慧商事领域，广发还与全国 20 个城市市场监管部门合作，推出“智
慧商事”，节约初创企业大量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城市实践
9. 香港将安装 8000 个传感器助力护树监控系统。香港树木管理办事处表示，
计划在全港 8000 棵树木的树干底部，安装如手掌般大的倾角传感器仪器，当仪
器监测到树木倾斜角度超过临界角度时，系统会立即向指定人员发送提示信号，
从而更快地安排管理人员到场检查，防止意外发生。
10. 天津建智慧能源小镇，实现电、气、冷、热多能源融合。天津重点实施
智慧能源小镇创新示范工程、滨海新区“两网融合”综合示范工程、天津市能源
大数据中心等三大创新工程，全面加强智慧电网对智慧城市支撑作用。国网天津
公司正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北辰产城融合区分别建设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智慧能
源小镇。中新天津生态城惠风溪智慧能源小镇定位为“生态宜居”，围绕“生活
更舒适，出行更低碳，体验更便捷”三大目标，构建虚拟电厂、配电物联网，深
化完善能源网络建设；建设电动汽车互动系统、智慧能源数据服务平台，实现信
息集成与数据融合共享，为用户提供多元化能源服务。北辰产城融合区大张庄智
慧能源小镇定位为“产城集约”，围绕“智力汇集、产城融合、水绿交融、节约
集约”四大目标，构建以柔性多状态开关站为枢纽，光伏、风电、燃气三联供、
储能、充电设施等广泛接入的能源互联网，打造综合能源管控平台，实现电、气、
冷、热多能源融合。
11. 北京发布首批 10 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总投资超 30 亿。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发布了首批 10 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集中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民生改
善等领域，总投资额超过 30 亿元。十大应用场景分别位于北京朝阳、海淀、丰
台、昌平、房山等区，涵盖轨道交通建设、医疗服务、节能降耗、水资源利用、
智慧城市服务等内容。其中，海淀区将在海淀医院试点建设基于图像识别、深度
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医学影像分析平台，对部分疾病诊断提供辅助诊断等。北
京市民政局将在 5 家养老机构中建立“1+N”老年人康复服务业务板块，引进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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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脊柱康复、运动康复等方面的新技术新产品，以提升服务老年人的能力。
12. 东莞首个全镇智能停车系统在石龙启用。石龙智能停车系统具有六大功
能，包括停车诱导功能、车辆检测功能、智能计时计费、视频监控功能、银联结
算功能，以及平台管理功能。按照规划，石龙总体规划 5000 个停车泊位，项目
分两期推进，第一期涵盖老城区和新城区，规划可实施 2530 个泊位；第二期涵
盖西湖区，规划可实施 2470 个泊位。项目经营期 10 年，其中：建设期 1 年，
运营期 10 年。

 展会预告
13. 2019 第十届北京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展览会将于 6 月 28-30 日在北
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预计共有全球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 家企业参展，
80000 名中国及亚洲地区专业观众，展出面积达 55000 平方米。展出产品涵盖
智能通信网络系统、智慧交通、智慧家居/生活、网络信息安全、互联网金融、智
能充电桩、智慧养老、智慧健康、智慧能源等。

注：本期信息来源主要包括安防知识网、安防展览网、新华报业网、赛文交通网、
成都商报电子版、证券时报网、北国网、张家口在线、中国经营网、城市快报、
能源新闻、中国新闻网、南方网、北京智博会官网等。
（产新智库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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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