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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 困难

VISION & 
ORIENTATION
愿景 & 定位

智慧城市 IOC 作为未来城市的核心基础设施，高效汇聚海量数据，展示出数据汇聚和融

合的价值，并发挥跨部门协调指挥的作用，帮助城市管理者提高城市运营管理水平，提高政

府服务水平。

华为作为唯一在云 - 管 - 端拥有全栈式技术能力的公司，提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AI 等多种 New ICT 技术的集成实现，真正构建万物感知、万物互联及万物智能的智慧城市。

以数据为核心，智慧城市 IOC 作为“可看、可用、会思考”的大脑，驱动城市管理走向

精细化，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幸福指数，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CHALLENGE & 
DIFFICULTY
挑战 & 困难

城市家底看不清
数据汇聚和分析困难

科学管理与决策难
数据无共享、无融合

多部门协同困难
统一指挥耗时费力

新业务上线慢
数据与应用的耦合周期长

ээ 缺数据：数据基础薄弱，缺乏积累，

信息化程度低

ээ 数据分散：数据碎片化，分散在各部门，

信息孤岛是常态

ээ 数据不规范：缺乏数据治理的统一规

范，数据治理技术参差不齐

ээ 动态数据不实时：感知手段不足，城

市运行数据实时获取困难

ээ 统筹管理困难：大量数据无流动、无

融合，不能释放大数据价值

ээ 分析手段单一：缺乏数据分析的方法

和工具，统计维度单一

ээ 缺乏科学决策：依靠经验进行决策，

专家知识不能被复用

ээ 独立建设，跨系统难协同：各部门建

立独立的指挥中心或 IT 系统，跨部门

业务协同困难

ээ 联动指挥响应慢：重大事件缺乏联动

指挥的有效手段，跨部门事件处置，

沟通耗时长

ээ 缺乏统一架构规划：不同部门各自建

立单独的架构，架构多样

ээ 重应用、轻架构：合作伙伴定制开发

应用时，多个系统 / 平台对接，业务

上线时间长，上线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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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数据
汇聚中心

数据服务
运营中心

城市管理
展示中心

智能分析
决策中心

联合协同
指挥中心

城市运行
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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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天眼”
一图全面感知城市家底

我们的城市每天在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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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帷幄”
一键全局决策辅助管理

我们的城市如何做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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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中枢”
一体城市立体运行联动

事件处置和联动指挥更高效顺畅

-9-

可看、可用、会思考的大脑 Key Message



可看、可用、会思考的大脑

-12--11-

城市的“极客”
一站构建数据创新创业平台

统一平台对接合作伙伴，高效构建智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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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沃土”
一方聚生态，
自我演进的城市智能体

平台 + 生态，数据是基础，应用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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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SCENARIOS
应用场景

5 大应用场景，大、中、小三屏高频调用数据服务，

多维度覆盖城市管理
城市窗口

·展现城市建设亮点和数字化成果展示

日常运营

·日常运行监测 ·决策支持 ·城市事件管理

联动指挥

·值班值守·联动指挥·综合保障

·多级联动：市 - 区 - 镇 - 社区

数据驾驶舱

·专项会议，如经济形势分析会等

移动数字助手

·移动 APP 实现数据订阅、接收事件通报、

热点关注、视频会商、协同指挥…

* 中屏：数据驾驶舱

* 小屏：移动数字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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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

小屏

中屏

大屏

大屏

* 大屏：指挥中心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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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SOLUTIONS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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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安全可信的城市沃土数字平台，智慧城市 IOC 实现信息融合共享、业务快

速上线。

华为联合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打造 IOC 丰富的业务应用，其中包括 12 个专题、

52 个子专题和 154 项功能。

在 IOC 业务层的基础上，构建跨终端（大屏、中屏和小屏）的接入方式，通过

不同终端的高频高效使用，可实现随时随地调用数据，实现领导随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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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IOC 业务能力 使能平台

New ICT 技术

融合多种 New ICT 技术，打造统一的基础设施，全面激发行业应用的价值。

华为城市沃土数字平台，以云计算为基础，聚合 AI、大数据、IoT、视频、融合通信、GIS 等多

种资源，使能经济、政务、民生、环保等不同智慧应用，推进城市行业应用的创新和价值提升，使得

基于城市沃土数字平台运行的应用功能更加强大，盘活城市的数字资产，发挥数字价值。

四大使能平台提供核心使能服务，统一封装数字平台 ICT 能力。

合作伙伴对接统一使能平台，简化上层智慧应用的开发，加速系统上线，以服务的模式向上

层提供各种基础能力。

打通业务流及通信资源，实现跨部门统一指

挥，上下联动，真正实现从预警、分析、处置、

跟踪的全过程管理，平战结合的应急管理系统，

提升政府应急处置能力

运行监测

决策支持

事件管理

联动指挥

打通不同部门和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结合

专题模型及算法，在 GIS 一张图中，可视化呈现

城市态势感知，并进行运行监测和预警分析

根据预警信息、社会治理问题和专项会议的

不同需求，利用城市大数据和 AI 分析问题发生

的根本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

跨部门联合受理来自城市不同部门、不同系

统、市民热线的请求，将事件分拨处置，并进行

过程跟踪和绩效评价，解决城市治理老大难问题

GISAI 大数据 IoT 视频 融合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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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专题

SPECIAL TOPICS
业务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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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展现城市经济运行情况，对经济走势、态
势进行分析与预警，并与其他重点城市进行横
向比较，为经济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经济发展 政务服务

实时监测城市政务服务运行情况，分析权责
清单、服务渠道、效能监督等“互联网 + 政
务服务”改革重点工作成效；以提升民众体
验和改善营商环境为初心进行数据分析，为
未来政务服务深化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生态环境

围绕城市的生态环境工作部署和目标要求，监
测大气质量、水体治理、噪音污染、固体废物
处置、生态状况等实时数据 ，全面评价城市生
态环境水平以及环境治理工作成效。

公共安全

呈现公共安全安全全景态势，绘制公共安全
风险一张图，实现安全风险可管、应急资源
可视、突发事件可控、安全责任可查，提高
政府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全域旅游一张图真实直观还原全市旅游产业情
况，展示旅客分布及趋势，重点区域内的实时画
面，实时推送景区旅游事件，关联天气交通等预
警数据，辅助针对节假日、天气、交通拥堵等情
况作出应对策略。

城市治理

实时监测城市各类事件巡查、整治情况；分析研
判事件的高发区域、高发类型和高发时段等规律，
推动多部门综合治理，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城市规划

对城市空间、住房供应与绿色环境等方面进行
运行监测，基于 GIS 呈现城市建设空间演变，
重点分析土地空间、重大项目，为城市建设发
展提供决策依据。

联动指挥

建设融合通信、值班值守、指挥调度、资源保
障等业务系统，开发移动指挥终端，并延伸到
各区个部门，实现跨部门、跨层级指挥调度和
系统联动。

全域旅游

云网平台

展现政府信息化最关键基础能力，云、网、数
据平台的总体态势，实现城市政府数据资源、
应用系统和基础平台看得见、摸得着。

构建党建一张图，将党组织及党员与网格关联
分析成为网格化管理的一环，动态显示各党建
网格活动情况，以可视化管理激发基层党组织
活力。

党建引领

实时监测机场、码头、高速公路、市内道路的
运行状态，综合“人 - 车 - 路 - 环境”等交
通要素，全面分析、刻画城市大交通体系的运
行态势，为交通规划和相关政策提供辅助决策。

交通运行  民生服务

从教育、医疗、就业、住房、救助、文娱等
六方面，展现全市民生服务工作基本情况，
通过横向比较和舆情调研，找准民生短板，
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业务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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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COOPERATION
生态合作

IOC 作为城市的“沃土”，华为城市沃土数字平台开放城市

数据以及 New ICT 基础设施能力，合作伙伴统一接入已封装各种

技术能力的数字平台，聚焦业务创新，快速实现应用插件化。

在华为倡导的生态体系中，汇聚各方生态，聚合最丰富的行业

价值应用，聚合最丰富的行业合作伙伴服务能力。

生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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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 
CASES
成功案例

华为将智慧城市的发展引入到科学、敏捷、实时、高效的快车道，

华为 IOC 已经在 20+ 个智慧城市落地实践，华为与合作伙伴一起打造

业界最先进的 IOC，让城市更美好，让市民体验更幸福。

成功案例可看、可用、会思考的大脑可看、可用、会思考的大脑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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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CASEэ1

2019 年数博会，贵州省政府正式发布贵州省政务数据“一云一网一平台”调度系统（即大数据

IOC）。

调度系统作为数字政府的 KPI 呈现和管理平台，工作绩效管理“从无到有”。通过可视化“聚通用”，

网络态势、云资源、政务服务和数据治理“看得见、摸得着、可管控”。

3、通过 PAD端的领导驾驶舱功能，将高价值数据投放给用户，如省领导和厅局主管领导，提供

日常的决策支持

ээээ通过 PC端的运维功能，拓宽访问渠道，将云网平台调度系统的使用下钻到基层，打通自上而

下的工作流程，将线下工作转移至线上

2、打破传统工作模式，调度系统作为日常工作的首席监察工具，帮助政府建立常态化的跨地区、

跨部门、跨层级的监管机制：

ээ 进度监察：调度系统实时呈现大数据局完成 / 未完成的工作进度，及时识别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ээ 质量监察：从应用质量和数据质量分别呈现现状与目标值差距

ээ 效能监察：在政务服务，实施监察审批流程的审批效率方面，对人员的业务技能和执行效率进行考评

贵州省大数据 IOC 

贵州省政务数据“一云一网一平台”调度系统，

省级政务数据治理的“驱动器”

客户价值：

可看、可用、会思考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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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博会期间，通过可视化调度系统窗口，充分展示贵州省政务数据“一云一网一平台”的战

略发展理念和历时 5 年大数据治理实践成果，支撑大数据战略行动向纵深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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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价值：

成功案例

CASEэ2
天津泰达 IOC  

“聆听、感悟、关爱、服务”

四大AI平台与IOC深度融合，

幸福TEDA，比你更懂你！

华为助力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从顶层设计入手，打造以 AI 为基础的“1+4+N”的解决方案，即一个中心、

四大平台和 N 个创新应用。

“一个中心”是指智慧城市 IOC，通过汇集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市民数据、互联网数据以及物联网数据，

充分利用 AI，分析数据，呈现 IOC 的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

基于“一个中心”的四大 AI 平台，与 IOC 中心紧密配合，真正实现“一心牵引，四台同奏”。

1、聆听民声

 э 感知民生民意：通过舆情分析、重点事件跟踪、定制信息推动预警等举措，将常态事件扩散范围较传统

技术手段显著缩小 40% 以上

 э 提升政府服务水平：通过语音识别和语义分析，判断用户来电意图，关联推荐匹配的来电原因

2、感悟城市

 э 利用 AI 算法实现出行优化，大屏幕上辖区道路数据分析一目了然，降低高峰时段交叉路口的平均延误时

间降低 10% 至 20%

3、关爱民众

 э 整合社会服务资源，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精准服务。提供健康和教育服务，服务一老一小，做到一人

一档

4、服务企业

 э 提供招商、审批、建设、运营、停运等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精准服务，如精准招商（产业链匹配度分析）

等政策兑现。为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营商环境，企业申请审批流程时间降低 15% 至 20%

可看、可用、会思考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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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价值：

CASEэ3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 IOC  

国家级第一批强镇扩权的典型

智慧城市项目 智慧盛泽镇 IOC 建设高度符合江苏省“强镇扩权” 的重要举措，具备很强的可复制性，可辐射至国家

级经济发达镇行政体制改革的乡镇，不断将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1、一屏知晓全镇事，一站服务管全城

 э 接入全镇各委办局业务系统 ，从基本地情、红色绸都、经济创新、公共安全、民生幸福、生态环保和城

市管理等，不同维度汇总、分析，并呈现智慧城市运行的状态

2、党建引领，红色党建和网格化深度融合

 э 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员分布在网格中，党建网、民情联系网、社会治理网“三网融合”，以可视化管理

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

4、镇村治理“一张网”，网格治理全要素可视化

 э GIS 一张图呈现全镇 125 个基层网络的全要素（人、房、物、事），通过各类上报工单的来源分析，充

分了解城市问题发生的高频区域，为政府后续管理改善提供依据

5、人工智能与生态环保紧密结合

 э 业界首个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大气质量预测算法，可预测未来 7 天的空气质量，空气质量预测准确

性 70% 以上

3、综合执法“一队伍”，全面掌握综合执法的过程与结果

 э 统一整合各种执法资源的数据，通过实时查看各类案件的详情，协助综合执法局进行业务指导和晾晒考核，

实时监控以片区为单位的执法效率

可看、可用、会思考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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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