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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8 when IBM first brought forward the idea of “Smart Planet”, it has appli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to sensing, analyzing and integrating all kinds of critical information within the core city functioning system so as to make smart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of cities; hence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highly integrated and smart
city became a new engine for achieving transformation into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modern city upgradation. This paper, by way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in the planning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makes a
conclusion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 in Liaoning in the following areas: Related policies about
smart city have been worked out; standard system takes shap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upgraded and fine management is growing.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smart city development such as lack of standard i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smart and effective cyber security system and giving top
priority to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smart city planning so as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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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08年IBM公司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则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
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城市各项需求做出智能响应，随后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高度
融合，智慧城市则成为实现地区知识经济转型、信息产业升级、当代城市提升的新引擎。论文运用文献
研究、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辽宁省规划现存的问题，总结了辽宁省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智慧
城市相关政策出台、标准体系初步形成，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管理服务向精细化发展，分析了
当前智慧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信息资源整合缺乏标准，打造智慧高效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提出智慧
城市建设中规划应着力创新转型的方面，以实现人们社会生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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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在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浪潮下，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个政府部门共同起草了《关于促进
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建设一批各具特色、成效显著、具有示范效应的智慧城市，在
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保护生态环境、调节产业结构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为我国转型发展
取得新模式。近年来，在“十三五”以及各地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下，辽宁省智慧城市在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性进展，部分智慧城市专项应用纷纷上线，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逐步推进，我
省智慧城市运营整体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1]。
知名信息技术研究分析公司 Gartner 预估，2017 年将有 23.3 亿的联网物件被用于智慧城市，这个数
字较 2016 年大增 42%。2017 年以前，智能商业大厦是物联网的最大用户，之后将由智能家居跃居龙头。
市场研究机构 PMR 预估，全球智慧城市的市场需求到 2026 年将高达 3.5 亿美元，这个数字是目前市场
规模的 5 倍。知名咨询公司 technavio 预测，2016 到 2020 年，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有望达到的增速
为 23%，这是智能城市解决方案的最大一块分支业务。
中投顾问对 2017~2021 年中国智慧城市 IT 投资规模预测，2014 年，我国智慧城市 IT 投资规模达 2060
亿元，
较 2013 年同期增长 17.0%；
2015 年，
我国智慧城市 IT 投资规模达 2480 亿元，
较 2014 年同期增长 20.4%。
综合以上因素，专家预计，2017 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到 6.0 万亿元，未来五年(2017~2021)年均复合
增长率约为 32.64%，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8.7 万亿元，图 1 为我国移动电话基站发展情况图。

2. 辽宁省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1. 辽宁智慧城市的建设
在“互联网+”辽宁省智慧城市创新与发展基本建设与基础社会服务指数排名中，大连和沈阳分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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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工信部网站

Figure 1.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 base stations in China
图 1. 我国移动电话基站数发展情况

104.06 分和 79.04 分位居东北城市排名中的前两位，阜新以 35.88 分位居第 7 位。2015 年，根据科技部
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辽宁省近年来经济发展衰退，与其创新实力息息相关，区域创新能
力及高新技术产业有待提高，其次城市信息化升级的条件逐步建成，基础网络基本覆盖，在基础网络建
设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的同时，政府政策支持体系政务信息系统则需要不断完善。
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诸多前沿产业领域，如云计算、传感技术等，这些产业推动智慧城市发展，有
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升级，在我省经济环境大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发展为其提供网络智能化平台，拉长
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支撑推动城市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和均衡发展、有效促进资源合理共享，
为智能交通、物联网、智能电网、应用软件与文化创意和智能终端等新一轮加速发展提供更新层次挑战，
同时为辽宁省发展与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2]。

2.2. 辽宁省智慧城市发展模式
1、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
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由政府制定明确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和
鼓励政府、市民以及企业等主体之间形成网络和互动关系，引导全社会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其劣势为城
市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与城市功能的单一性相适应，而当今社会剧烈的变化和挑战构成了全新城市管理大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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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市场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则是建设主体在各自的利益需求和市场竞争
压力下，不断寻求技术上的科技创新与科技突破，自发地形成城市地区的“智慧产业”并且有利于新的
科技创新的环境。
3、混合型发展模式
混合型发展模式同时吸收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目前，我国正处于智慧城市建设的起步阶段，应实
现两种模式的长处的有机结合[3]。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既是以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城市建设改造
工程，又是城市系统重新再造的过程。

2.3. 辽宁智慧城市面临发展环境
在国家与辽宁省政府出台有关指导意见的同时，要加快建设高新技术园区及创新产业园的步伐，注
重人才的引进，使经济上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大需求保持较好协调增长态势，在全国智慧城市发展浪潮
下我省应该增加高新产业带、智慧试点城市以及信息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加强自主创新、引领全省各
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力开展云计算基础设施的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使之运用于智
慧城市建设，造福人民群众。
目前，我省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也同样面临着转
型压力[4]，因此，在建设智慧城市的道路上，城市规划必须在理念实施路径上改变其思维方式从而实现
转型创新。

3. 辽宁省智慧城市未来走势
3.1. 辽宁省智慧城市存在的问题
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人类的活动信息汇集成一个城市在信息空间的映像，2016 年，我省智慧城市建设
取得显著的成绩，然而从整体上看，大多数仍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信息资源
整合缺乏标准、网络和信息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技术应用对产业带动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图 2 为智慧城
市规划流程。
第一，部分地方对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和路径认识不足。当前，一些政府管理者对智慧城市认知有限，
对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认识不清晰，未能理清各种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建设智慧城市的正确路径则为
谋划智慧城市发展主动脉。
第二，国内信息开放程度不足，未能迅速打开横向网络。各政府部门间不愿公开、分享数据，导致
我国智慧建设的一个瓶颈就是“信息孤岛”的问题[5]。没有数据之间的共享，就没有办法让数据产生深
度价值和综合价值，也就难以实现智慧城市的发展。此外，因为目前政府部门有各自独立的垂直信息系
统，所以也存在着数据不统一、标准化程度不高、互联互通程度不足、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
第三，智能基础设施滞后影响整体进展。基础设施是承载智慧城市运行的重要载体，基础设施智能
化水平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慧城市的整体推进。当前，本省智慧城市集成商实力薄弱，市场上
实力过硬的智慧城市建设运营主体和集成商，使得本地企业相对外资外地企业的优势则更不为明显。
第四，技术应用对产业的带动效应不明显。大多数城市对智慧城市的推进处于规划阶段和顶层设计
阶段，相关应用项目未大面积启动，信息技术仍以碎片化的形态存在于各个领域以及产业，相关具体领
域的规模效应尚未有所显现。
第五，网络和信息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智慧城市网络和信息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一些重要信息
系统和个人安全数据缺乏保护，导致智慧城市建设运营管理部门对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响应协同能力不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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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城市信息服务平台。完善的智慧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运行的保障和基
础。2014 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提出了把我国建成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指出“要促进信息
消费、实施宽带中国战略、推进宽带乡村工程，大幅度提高互联网的网速”的观点。因此，智慧城市建
设要按照适度超前的目标，建设宽带、安全、融合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图 3)。
(二) 创新管理体制，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智慧城市建设广泛涉及政府多个部门，需要高
效、统一的协调推进机制，要从体制机制上充分给予保障，并要求智慧城市建设的领导机构具有权威性。
智慧城市建设应以大局利益为重，通过科学测评方法，寻求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最佳平衡点，预测出智慧

Figure 2. Smart city planning process
图 2. 智慧城市规划流程

注：数据来源于工信部网站

Figure 3.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broadband access ports in China
图 3. 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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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mart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表 1. 国内外智慧城市对比分析
比较内容

国内经验

发展目标

以多目标发展为主

侧重点

注重顶层设计

发展策略

强调应用示范

建设试点

没有明确分类

涉及对象

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少

国外经验
单项目标，比较好掌控
注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划分智慧城市类型
看作中长期战略
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分“新城市型”和“再开发型”
国外鼓励政府和社会参与

城市建设目标的可行性，各部门应该构建一个可阶段性改变城市发展的方案机制。因此，各级政府应做
到以民众需求为发展动力，形成良性互动，确保智慧城市建设的有效实施。
(三) 完善投融资机制，多渠道获取资金的保障。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是我省、全国乃至世界智
慧城市建设所取得的共同经验，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初期，财政投入应该突出扶持的重点，通过政府与相
关科研机构、服务提供商和产业重点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引进建设资金，将公共服务领域作为重
点，大胆稳步前行，表 1 为国内外智慧城市对比分析[7] [8]。
(四) 合理规划统一标准，推动智慧城市项目。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整体布局、合理规划、互通互联，
才能充分发挥总体效能，避免重复建设。在方便公众的同时，形成社会信息的实时数据分析体系以及大
量捕获，全面提升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城市信息化所形成的高级形态，是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深
度融合的产物，是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服务和管理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因此，智慧城市转型创新发展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动力。

4. 结语
现如今，辽宁省智慧城市发展处于转型创新阶段，因此掌握好国家经济政策，认清现如今我省智慧
城市发展处于何种阶段，跟随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双方面进行转型创新，认真分析我省智慧城市发展存
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未来的展望，研究开拓出辽宁省智慧城市转型创新发展的新路径，使
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更全面，更服务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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