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行 5 分钟送孩子到幼儿园、10
分钟送到小学、15 分钟到中学。未来
在新区，日常生活基本需求在 15 分钟
步行范围内都能解决，便利店、卫生服
务站、小型健身场所、幼儿园等步行 5
分钟就能到达。

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建
设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增强新区承载力、集聚力
和吸引力，打造宜居宜业、可持续发展
的现代化新城。

新区规划了“城市-组团-社区”三
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构建社区、邻
里、街坊三级生活圈。在建设之初，公
共服务设施就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将

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医疗和文化等
资源。

而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撑下，雄
安新区的公共服务将朝着均等化、普
惠化、便捷化的方向发展，以触手可及
的智能应用，丰富百姓数字生活，推动
健全城市智能民生服务。

“未来全域部署的多功能信息杆
柱，具有照明路灯、WiFi 设施和 5G
基站、视频监控、充电桩、环境监
测、应急信息发布屏、紧急事件呼叫
按钮等多种用途，人们可以上网、取
电、紧急求助。政府和公共机构可以
利用它发布信息，全面保障人们出行
安全，提供无处不在的信息服务。”
刘多介绍。

雄安新区还将建设以人为本、全
时空服务的智能社区。所有政务服务
将实现足不出户网上办理，医疗、教
育、文化、旅游等服务主动推送、便捷
获取。每个在雄安居住或工作的人都
拥有一个高度安全、强隐私保护、不可
篡改的数据账户，实现记录一生、管理
一生、服务一生。

“雄安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在建
设之初就是高质量、高水平的。我们
在规划时就充分考虑了人们在这里工
作生活产生的各种需求，整个城市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公共服务同步。
新区将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医疗和
文化资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殷会良说。

触手可及的智能公共服务

不久前，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部分项目开始试运
营。这是雄安新区设立以来第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它
是未来雄安缔造智能城市、绿色城市的缩影，具有十分
重要的样板意义。

“智能城市”究竟什么样，记者先到雄安市民服务
中心体验了一把。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是一个成规模大型建筑群，它
由公共服务区、行政服务区、生活服务区、入驻企业办
公区四大区域组成。

俯瞰中心全貌，拔地而起的 8 栋单体建筑多以三
层为主，最高的也不过五层。建筑外形庄重大气、布局
疏朗，注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颇具“中国风”。

更让人心旷神怡的是，钢框架结构的建筑群和绿
色树林相互映衬，让人感觉好像走进了一个生态公园。

再仔细看，这里不仅配备了低碳环保的充电桩和
智慧骑行系统，还有无人超市、智慧邮局等共享商业服
务设施，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绿色健康、智慧共享的生
活模式。

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生活服务区里的无人超市，
记者体验了一回“刷脸购物”。

按照超市门口张贴的指引提示进行注册，然后点
入无人超市，拍张照片进行人脸识别。完成后开通微
信免密功能，就可以形成一个二维码，再扫码进行人脸
识别，只用30秒就可完成整个刷脸过程。

刷脸进店后，记者看到，无人超市的每件商品都有
一个独一无二的“电子身份证”，通过电子身份识别芯
片，顾客只需要拿着商品通过智慧化结算通道，便可以
自动完成商品结算过程。除了刷脸购物，你还可以在
这里刷脸入住酒店、在食堂吃饭。

摇一摇手机，办公室的门开了，在入驻企业办公区
Officezip，记者体验了一番未来办公的场景。Officezip
联合办公区通过“共享办公模式”为企业提供优化、智
能的人性化服务。在这里，企业不仅能够共享 65 个独
立办公室、484 个办公工位和 5 个会议室，而且还能实
现会议无线投屏、一键预定会议室等服务。

在办公休息区，记者看见了一个外形酷似太空舱
的休息舱，休息舱内有遥控器，按下开关，有氧气输送
到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来。入驻办公区的人们，工作累
了，就可以到休息舱来，开启氧吧模式短暂休息。

工作人员介绍说，人们不仅可以共享休息空间，整
栋楼的公共资源都可以实现共享。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初体验，记者最大的感受是“智
能”与“便民”。

“用智能化手段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这是
新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向人民提供优质共享公共服
务理念的一种体现。”中国雄安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面向未来的，新区坚持以人为本，
把打造智能、便捷、宜居环境落在每一寸土地上，落在
城市每一个空间单元。

未来的雄安智能便民新城，正从这里徐徐展开。
文/记者 袁伟华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智能便民”初体验

5 月 28 日，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现场，宣传片中，雄安灵秀自然风光和充满科技感的未来图
景，让人们无限向往。

未来的雄安新区，将是怎样一座智能之城？
——“孪生城市”将同时建造“一实一虚”两个城市，数字雄安将涵盖每一栋楼、每一间房甚至每一棵树的信

息；
——“智能交通”覆盖城市交通和物流体系，将构建实时感知、瞬时响应、智能决策的新型智能交通体系框架；
——“智能公共服务”以触手可及的智能应用，从公共服务到社区管理，这个城市“会学习、能思考”，通过读懂

数据，实现公共资源智能化配置，丰富百姓数字生活。

阅读提示

智能城市 开启新篇
□记者 袁伟华

这将是怎样一座“未来之城”？
雄安新区在规划建设之初，就激

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雄安新区要建
设的，首先是“一实一虚”两座城市。

“雄安新区是数字城市与现实城
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的城市，两座城
市将开展互动，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和
智能城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刘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
坚持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础设
施，推动全域智能化应用服务实时可
控，建立健全大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打
造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全球领先的数
字城市。

什么是数字城市？“数字城市就是
在钢筋水泥的实体城市基础上，形成

‘比特’构建的数字虚拟城市，实现城
市各类要素的数字化、可视化呈现与
调配。”刘多说。

“数字城市”并不是新概念，如今，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进步，城市智能化程度越来
越高。但如雄安一样，在规划建设之初
就全面布局数字化的，在全球都屈指
可数。

建这样一座“数字城市”有什么
用？

“将来一些决策付诸实施前，可先
在虚拟城市模拟运行，根据效果再在现
实城市建造或运行。雄安将成为智能城

市建设的样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杨保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比如，当前不少城市的治理决策
缺乏足够准确的数据支撑，导致城市
问题频现，如城市规划布局不合理，学
校医院分布不均衡，交通信号灯设计
不科学等。

而依托大数据，新区的智能城市
信息管理中枢将成为“城市大脑”，它
具有深度学习、自我决策、自我优化能
力，通过大数据模拟仿真，制定最优方
案，实现科学决策。

“数字城市”不仅可以助力决策，
在城市运营管理方面，雄安新区规划
纲要指出，推动全域智能化应用服务
实时可控；建立企业与个人数据账户，
探索建立全数字化的个人诚信体系；
搭建云计算、边缘计算等多元普惠计
算设施，实现城市数据交换和预警推
演的毫秒级响应⋯⋯

将城市数字化的前提，是要有全
面的信息感知系统。按照要求，雄安新
区将全面部署感知设施系统。未来雄
安新区的建筑、道路、桥梁、停车场、信
号灯乃至灯杆、井盖、垃圾桶都是智能
的，它们有自己的身份证，构建时时处
处能够感知、万物互联、信息相通的智
能城市体系，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得到
快速响应处理。城市统一的物联网平
台将真正实现，整个新区的基础设施
智慧化水平将大于90%。

整座城市将由无线网络“串联”起

来 。雄 安
新区将建设多网
协同的泛在无线网络，
通达地上地下、多网协同，城
市交通、能源、供水等基础设施的

“神经网络”连通到“城市大脑”，让城市
自我调节、与人类良好互动。

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未来
的雄安新区，人、建筑、车辆甚至一花
一木，都将成为“数字城市”中由“神经
网络”连接起来的“神经元”，直通“城
市大脑”，城市与数字的虚实结合，将
在这里成为现实。

“未来，城际站就在市内，火车在
雄安地下穿城而过，市民出行便捷；对
地铁作规划空间预留。地面上窄路密
网，人和车各行其道。这是一座对人
友好的城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总规划师朱子瑜在谈到雄安新区的
交通体系时这样说。

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在出行方面也
作了周密安排。通过轨道交通，雄安
到周边主要城市将实现“半小时通勤
圈”；在市内，人们能享受“公交+自行
车+步行”的出行模式，起步区绿色交
通出行比例达到 90%，公共交通占机
动化出行比例达到80%。

让这些交通基础设施能发挥更大
效率的，是充满科技感的智能交通体
系。

根据雄安新区规划纲要要求，新
区将构建实时感知、瞬时响应、智能决
策的新型智能交通体系框架，建设道
路网、信息网和能源网“三网合一”的
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同时，构建全息
泛在互联的感知系统，重点加强环境
信息、路面状况信息、交通流信息等感
知设施装备的布设，实现道路网中各
要素的全息感知，并依托全覆盖的通
信网络实现泛在互联。

今年3月底，中国移动完成雄安新
区首次 5G－V2X 自动远程驾驶启动
及行驶测试，实现了通过 5G 网络远程
控制 20 公里以外的车辆完成启动加
速、减速、转向等操作，网络时延保持
在6毫秒以内，仅为4G的十分之一。

“智能共享汽车将成为未来雄安

新区智慧出行体系的主导，它能极大
减少交通驾驶事故，提升交通出行效
率，降低车辆排放污染，增加出行便利
条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
分院杜恒介绍，“雄安新区将形成以人
为本的安全、高效、节能、舒适的共享
出行新典范。”

未来，在雄安新区，车很智能，路
更智能，车辆超视距感知、全程绿波通
行、多车协同编队、智能泊车引导、公
共智能驾驶服务、无人化物流配送将
走进人们的生活。

在交通管控上，雄安新区将建立
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协同管控系统，探
索智能驾驶运载工具的联网联控，采
用交叉口通行权智能分配，保障系统
运行安全，提升系统运行效率。

智能高效的交通体系

▲中国银行河北
雄安分行，市民在自
助服务区办理业务。
智能银行让业务办理
效率大大提升。

◀智能共享汽车
停在雄安市民服务中
心停车场。智能共享
汽车将成为未来雄安
新区智能交通体系的
一部分。

▼鸟瞰雄安市民服务
中心。

▼ 一 位 游
客在雄安市民
服务中心自拍
留念。

虚实结合的“孪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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