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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人们心中，一提到社区服务，往
往会想到戴着袖标在社区里巡逻，或者是上
门耐心细致做好服务工作的社区志愿者的形
象，不过，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社区工作的
进步也是一日千里，如今，社区治理更多地
搭载上了科技的翅膀，人们下班回到小区，
往往会步入一个环境整洁有序，安静安全的
智能化社区，要做到这一点，大数据等更多
智慧方案的引入，不可或缺。当互联网遇到
社区，当传统物业管理行业与互联网携手前
行，所产生的变化是令人兴奋的。

大数据为什么纷纷牵手社区？智慧社区
吸引力何在？

牵手社区，是智能产业发展到今天，场景应
用不断拓宽的一个自然过程。随着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
断成熟与普及，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资源，人类社
会进入大数据时代。经过几年的探索，大数据前
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成熟，数据的重要性和价
值也逐渐获得认可，未来发展将会更加偏向软件
开发和寻求更多的应用场景落地。为什么要做大
数据？大数据应用到什么地方可以更好地发挥出

它的价值？大数据能打通信息孤岛，把原先沉
睡、分散的数据整合、处理以及价值挖掘，在社
区这样的应用场景中，能很好地服务于社会，将
数据资源转化为服务基层治理的产品，有助于形
成更“聪明”的社区模型。

引入大数据，是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必然
需求。大数据在社会治理智能化中的价值主
要体现在它能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决策科学
化和治理方式精细化。大数据不仅是新手
段、新工具，而且为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
平提供了新方法、新途径。引入大数据，社

区不仅能最大限度地方便居民办事，还可以
实现智慧采集、智慧服务、智慧管理等多项
功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家政、养老、健康、
特殊人群等服务项目。更重要的是，引入大
数据，还能更多地依靠数据开展规划和决
策，实现从以有限个案为基础向用数据说话
的转变，有助于基层治理方式由简单粗放向
科学精细转变。

享受“云”上生活，也符合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正常向往。虽然当前的社区建设已经取得
很大成就，民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更多了，但

与高品质生活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难点
痛点问题，引入各类智慧终端后，社区利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能为社区住户提供
一个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智慧化生活环境。
社区居民每天都在进出社区、停车、购物，当
他们每天都能享受到刷脸开门、智能停车等智
能化服务，一键能报修，物业缴费、找家政通
过一个手机APP就能随时解决，垃圾分类也能
得到智慧指引，这将大大提升生活品质，民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会不断增强。

未来已来。
在多种技术变革的引领下，传统社区将

在激荡的数据中日新月异，社区服务将越来越多地
呈现互联网特征，智慧社区系统加上云服务，使传
统社区的智能化附加值不断增加，一种较之以往更
为高效便利的生活，正在大踏步向我们走来。

8 月 14 日上午，笔者走进北京市
朝阳规划艺术馆数字沙盘展厅，巨大
的屏幕及地板上投射的倾斜摄影三
维模型让展厅充满科技感。屏幕上，
柱状图、扇形图等各式图表将一些街
道的年龄结构、人口来源结构、娱乐
消费等数据展示得清晰明了。这些数
据，是朝阳区责任规划师规划社区的
重要依据。

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6月12日，朝
阳区责任规划师启动仪式暨培训大会在
该馆举行，朝阳区责任规划师制度全面
正式启动。据了解，朝阳区责任规划师体
系突出以大数据手段为基础的智慧化治
理，为责任街区提供“大数据体检化验+
责任规划师开方/专家会诊+街乡去疾”
的全过程、陪伴式“诊治”服务。

“社会治理的前提是社会感知，通
过大数据的社会感知功能了解社区居
民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感知社区生
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海量信息汇聚起
来就有了集聚效应，这有助于政府对民
生问题作出更加精准的回应。”武汉大
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龚为纲对本报说。

当前，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可“感
知”的大数据已成为很多社区治理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帮手，它们为社区搭
建起的“大脑”，让社区服务、管理与规
划有“智慧”，更有“人情味”。

社区服务
有“温度”的大数据

最近，家住合肥市浅水湾社区的
62 岁居民陈宗平通过“二维码”办好
了自己的老年证。老人扫了“二维码”
加一位“网格长”为好友后，“网格长”
就来到他的家中，帮他现场采集、上传
电子资料。“智慧社区”服务让陈宗平
竖起大拇指：“真的很有‘智慧’！”

浅水湾社区是安徽省合肥市荷叶
地街道网格化管理工作的首批试点单
位。浅水湾社区党委书记赵明向本报
介绍说，居民扫描楼栋里张贴的二维
码，就能直接和服务团队联系，社区工
作人员也会及时回应。“这样一来，具
体的政策能够更加精准地投放，双方
都更省时省力。”赵明说。

大数据将很多政务服务进行了整
合，为居民办理事务简化流程。南京擎
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社区治理一
体化平台”已应用在江苏省内多个地
市。这个平台与政务系统实时对接、双
向互通、及时更新，老百姓通过平台的
社区服务模块，可以在线办理居住证、
犬证、尊老金、低保等各类业务，足不
出户即可完成多项审批。

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各部门的分
工更为明确，效率也有了保证。新疆奎
屯市的基层服务管理智慧平台中嵌入
了“三级联动分类销号”，使民众反映
的诉求实现在线分流、社区—街道—
部门单位三级联动、进度跟踪提醒、效
能考核于一体的完整闭环。如果在哪
一层级出现处理滞后的情况，平台会
自动发出提醒督促信息，如果出现未
处理情况，将纳入考核减分项。

4 月 20 日上午，有居民到新疆奎
屯市穗丰园社区反映因雨路面塌陷问
题。穗丰园社区干部现场查看后，立即
将问题上传到智慧平台，社区再将问
题上报分流至街道，街道层面流转至
住建局、城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当天
下午，住建局干部便前来将塌陷路面
进行围栏并施工。不到五个小时，系统
回复“住建局已处理”，完成了整个处
理流程。

如果遇到诸如水管爆裂、路灯不
亮等烦心事，居民也可以直接通过
APP 上传照片进行报修，很多社区服
务更加精细。

“小区有人丢了张废床垫，把路都
挡了！”近日，家住重庆两江新区翠云
花园小区的居民张先生过路时发现这
一状况，便自己拍了照片并配上文字
说明，上传到两江新区翠云街道社会
治理（综合执法）信息系统。2小时后，
小区网格员便已将挡路的床垫搬走。

对于一些需要特殊关照的群体，
大数据为他们提供了一张“保护网”。
2019 年 1 月，安徽省合肥市公安部门
联合科大讯飞公司研发出“智慧平安
社区管理系统”并在多个小区投入使
用。科大讯飞政法事业群产品总监张
金鹏向本报介绍，该系统在便捷居民
出行和保卫小区安全的同时，还可以
对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的行为进行判
断，便于社区街道的人员为居民提供
精准的关爱服务。

大数据让不少老人受益。贵州省
仁怀市中枢街道茅台路社区工作人员
就曾通过辖区大数据分析，发现一位
空巢老人连续三天没有出门。上门之
后，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位老人
在家生病后怕麻烦，只服用一些普通
药物而不愿意去医院治疗。了解情况
后，社区干部一边做其思想工作，一边
将其送往市医院治疗。

“大数据平台帮助社区实现资源整
合、需求整合和平台整合的同时，还可
以精准地识别居民需求，畅通民情民意
表达渠道。另外，通过反馈与回访机制
的建立，实现社区治理良性循环。”华中
师范大学中国智慧社区研究院副院长
陈荣卓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社区管理
有“智慧”的大数据

“工作效率提高了，相关成本也在
减少。”谈到运用大数据治理社区的改
变时，重庆市渝中区石油街道的工作
人员周桄锐对本报说。

2018 年 3 月，“集景智慧社区”平
台在重庆渝中区石油路街道正式上线
运行，该平台将社区治理多方面信息
整合在一张三维地图里。地图中，网
格、小区、楼栋、特殊人群分布等信息
一目了然。

据了解，“智慧社区”的人员数据
库按季度进行更新，系统运行一段时
间后，还会对动态数据根据需求进行
统计分析。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促进石
油街道的社会治理由“粗放型”向“精
准型”转变。

周桄锐对本报介绍说，通过大
数据的研判分析，社区可以对事件
多发地区有更频繁的巡查，提高信
息和资源的利用率。此外工作人员
的巡查路径清晰明了，巡查时发现
的事件也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上报。

“有了大数据的支持，我们前后内
外、指挥处理统一协调，既方便了研
判 分 析 ，也 方 便 了 具 体 工 作 的 开
展。”周桄锐说。

针对较难管控的群租房，大数据
也给出了解决方法。去年8月，上海市
徐汇区田林街道工作人员在“智慧社
区”平台上发现了一处群租房，因为数
据显示一位居民连续10次刷卡进楼，
显然超出了正常频率范围。田林街道
一度是群租房“重灾区”，使用“智慧社
区”治理后，群租房问题得到缓解，
2018 年 1 月至 8 月，该街道群租同比
下降76%。

社区安防也是管理重点，而大数据

的加入为安防增添助力，社区及相关部

门可以迅速发现并处置突发情况。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
华园社区发生一起车辆刮擦事故，两
位车主发生争执，金华园社区“治汇
数”平台应急指挥系统“捕捉”到这一
信息。接到警报，社区工作人员马上赶
赴事故现场维持交通秩序，整个过程
不超过10分钟。

“大数据技术平台延展了社区数
据采集的广度和深度，其强大的数据
采集和分析能力，将复杂的社区运行
体系映射在多维、动态的数据体系之
中。”陈荣卓认为，大数据的应用与社
区治理的互动必然重塑社区服务和管
理空间。

社区规划
有“远见”的大数据

今年1月，北京市发布的《关于加
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
北京市将通过建设大数据平台、健全
网格化管理体系等一系列举措加强城
市精细化管理。并提出在街区更新提
升、美丽乡村建设中落实责任规划师、
设计师制度和专家团审核制度，提高
设计水平。

猫眼象限、蝠音象限、云雀象限、
蜂巢象限、海豚象限、旱獭象限……
北京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一
系列智能化规划工具像一个个“小动
物”，融入城市的边边角角。

将多源城市大数据以及猫眼象
限、蝠音象限采集的社区观测数据汇
总后，海豚象限可以基于数据输入，快
速进行社区体检评估，一键生成社区
体检报告。配备这样的工具箱，规划师
得以玩转数据，用城市数据科学解决
城市问题。

近日，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朝阳分局的邀请下，大数据平台城市
象限为双井街道进行了健康扫描和精
细体检，并得出一份包含职住通勤、居
住情况、街道活力、环境品质、休闲活
动等多个维度的“体检报告”。据了解，
目前朝阳分局已为每个街区进行了人
居环境大数据体检分析。

大数据的体检分析让社区规划更
为严谨客观。“拿到充分有效的体检报
告，责任规划师才能在解读数据的基
础上，为街区进行科学的诊断。”朝阳
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在 2018 年
发布“美好社区”指数体系，量化、评
定社区发展治理水平。在“美好社
区”指数体系中，有“安全微指数”

“健康微指数”“便利微指数”“舒适
微指数”“活力微指数”“亲和微指
数”等部分。

根据首次测评结果，成华区“美
好社区”指数平均得分 87.07 分，“亲
和微指数”得分最高，折射出成华
区 居 民 社 会 交 往 紧 密 程 度 高 ，但

“便利微指数”相对偏低，表明成华
区在交通规划、基础服务设施等便
民服务方面还需继续加大力度。精
准的“把脉”帮助社区规划师更好
地开展工作。

“通过深入准确的挖掘数据信息
价值，利用沉淀数据，大数据可以助力
对社区进行预判性、前瞻性、精准性的
规划。”陈荣卓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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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智能标准化菜市场——蜀西公
馆菜市场正式投入运营。该菜市场还统一安装经营户电子屏和电子秤，这
些设备可对当天的交易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 陈三虎摄 （人民视觉）

8 月 5 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街道美丽阳光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正在察看大数据统计。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5月28日，参观者在贵阳市举办的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追梦·未来”
数字艺术特展上观看和体验艺术作品《宇宙深空》。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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