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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潘文静

打开电脑上的保定智慧政务综合网
格化管理平台，一个三维的立体城市跃然
屏上，画面中的楼宇、马路、树木都按照实
物等比例缩小——日前，保定市韩北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边操作，一边介绍：“以
前查询辖区人口、建筑物等信息只能翻纸
质台账，费时又费力。现在只要点击图
标，就可以快速查询所需的人口、法人、建
筑物等信息。”

保定智慧政务综合网格化管理平台，
是由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参
与建设的，应用了该公司研发的九华三维
地理信息平台技术。这项技术在 2019 中
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获得了 2019 年
度河北省数字经济（大智移云）创新成
果奖。

九华勘测智慧城市中心主任高爱强
告诉记者，九华三维地理信息平台技术
通过整合 GIS 技术，将地图元素和城市空
间信息融入到管理体系中，以三维的形
式展现，实现城市决策信息资源的数字
化和可视化，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

据了解，这项技术可以为城市时空平
台建设、智慧管线、综合网格化建设等提

供平台支撑，现已在数字保定地理空间框
架建设、数字白沟、数字高阳、数字涿州等
多个项目中得到应用。

依托这项技术，九华勘测为保定市国
土资源局建设了数字保定地理空间框架
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地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

保定市国土资源局国土信息处的孙
艳平告诉记者，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管理
平台实现了对基础数据的质量检查、入
库、更新等流程的集中管理，满足了地理
信息数据一体化管理的需求。地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政务版集成了地形图数据、
影像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等，为各部
门提供丰富、权威的地理空间数据和数据
交换平台。

除此之外，九华三维地理信息平台还
有什么实际应用呢？

高爱强介绍，遇到突发应急事件，政
府可以通过平台第一时间了解灾害发生
地周边管线、建筑物、人口等分布情况，高
效调用相关资源，迅速完成应急处置。在
做城市规划时，政府通过平台既可以查阅
局部区域的各种细节，又可以浏览区域的
宏观分布。

近年来，以九华三维地理信息平台为
支撑的多个数字城市项目接连获奖，其

中，数字保定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数
字高阳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绥化市综
合地下管线普查及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
目获得了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
铜奖。

高水平的技术骨干团队是九华三维

地理信息平台不断创新发展的有力支
撑。作为华北地质勘查局五一九大队的
下属企业，九华勘测建立了由高级、中级
工程师组成的技术骨干团队，具有测绘工
程、地质勘查等多项甲级资质，专注于勘
查、测绘、智慧城市领域的技术创新。

经过九天九夜的技术“鏖战”，“河北
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管理信息
平台”终于开发完成。

自平台系统开发以来，省卫健委相关
工作人员与来自阿里巴巴企业的技术团
队一道，不断完善系统功能，反复测试系
统程序。在经过多轮试用后，平台自2月11
日零时起平稳上线。截至 2 月 13 日，平台

累计注册用户近 12000 人，注册用户数
还在持续增长中。
该平台实现了从省市县防控办、疾控

机构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对疫情的
防控信息录入填报，并同步给出统计分析
报表。

疫情之下，省级信息平台迅速搭建。

而在社区，一个个针对疫情管理的线上平
台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成为基层战疫
的“利器”。

家住阜城县东苑小区的郝永军在小区
监测点的“社区大脑”二维码上扫描后，信
息自动进行了登记。在“社区大脑”的后台
可以看到，他自疫情防控排查以来，共外出
5次，家庭消毒8次，家庭人员无发热症状。

“社区大脑”是该县针对新冠肺炎疫
情搭建的排查防控系统，该系统围绕社区
出入人员登记、家庭消毒情况、重点人员
管理、志愿服务需求等内容生成二维码。
此外，社区居民还能在该平台上学习疫情
防控知识，发布购物需求，社区志愿者代
办后，会为居民送到家中。

与2003年抗击“非典”相比，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可谓一场大数据时代的疫情阻
击战。从省级部门到各个社区，得益于互
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一张覆
盖各地的疫情防控网络越织越密。

而在疫情暴发前，“互联网+政务”服
务已经在各地推行，我省多地利用信息化
技术不断进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变革。例
如，廊坊开通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唐山
建设“数字城管”等。疫情暴发后，各地利
用这些平台已有的数据库及基础功能，快
速上线多种为疫情防控定制的新功能，从
而在资源集约的同时实现精准防疫。

“多亏了‘民情通’，社区摸排工作效
率提高了一大截。”陈淑琴边展示着手机

中的软件边说。作为秦皇岛开发区珠江道
街道明日星城社区的一名网格员，陈淑琴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负责330多户居民情况
的排查。而通过“民情通”APP，她可以利用
系统中已采集的人员数据，及时与辖区居
民取得联系。

陈淑琴使用的“民情通”APP是“幸福
秦皇岛”工程的成果之一。2019 年 5 月 20
日，搭载了“民情通”APP、“幸福秦皇岛”
APP、企业服务平台等的“幸福秦皇岛”工
程上线。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民情通”
APP将9万余条人口信息数据共享给网格
员；“幸福秦皇岛”APP 实现了 260 多项政
务在线办理；“幸福城市平台”微信公众号
设置了自主申报、居民登记、防疫调查等
功能，居民和企业可以在线申报疫情防控
相关信息。

九华勘测：让三维城市跃然屏上

九华勘查测绘工作人员根据三维模型制作矢量数据。 河北日报记者 潘文静摄

助力疫情防控 服务复工复产

河北电子政务按下“快进键”
□河北日报记者 冯 阳

从地图大数据预测人流趋势，到同乘
人员查询；从智能平台助力社区摸排，到疫
情自查上报，我省多地采用互联网、大数据
等手段，织就了一张疫情防控的大网。在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的当下，
各职能部门纷纷推出“不见面审批”，加大
对手机客户端、政务服务网站等线上平台
的使用效率，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助力疫情防控，服务复工复产，河北电
子政务按下“快进键”。专家分析，在公共
服务和民生领域，“互联网+政务”正在持
续释放新动能，推动“放管服”改革进一步
深化，以智能化、数据化驱动治理能力转型
升级。

“你好，我想提高公司的发票开票限
额。”

“好的，请提供您的身份证照片。”
2月11日11时，美联盛航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保定分公司财务人员王娴正在通
过“新税在线”服务系统，与保定高新区税
务局第一税务所工作人员进行远程沟
通。上传相关资料几分钟后，这笔业务便
办结了。

“新税在线”通过使用钉钉软件，让纳
税人、缴费人可以直接连线办税服务厅工
作人员，在线传递图片、表格、文档等，实
现“无纸化、无接触”办理涉税缴费业务。
2月3日，“新税在线”正式上线。截至2月
11日，该税务所网上办理业务462笔，邮寄
发票116户次。

疫情期间，我省各地各部门拓展电子
政务服务范围，推行“不见面审批”，为有
序复工复产提供便利。

近日，省发改委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事
项统一网上申报与网上办理。2月3日起，
省政务服务大厅临时实行网上办、电话
办、邮递办、预约办的审批服务方式。

我省统一政务服务移动端“冀时办”
已实现 APP 及支付宝、微信小程序全覆
盖，898 项便民服务、电子卡证应用、办事
预约等事项实现随时查、随时约、随时办。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5G等新技术，为提升电子政务系统整合效
率给予了技术支撑。当前，疫情造成的人
员流动大幅减少的现实情况及复工复产
的迫切需要，正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推动电子政务发展。
在我省一些地方，政府打通部门、层

级、区域间的数据割裂，推动制定数据开
放的规划与规范，同时引入市场主体参与
政务信息化建设，加快推动数字经济扩展
到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

“疫情期间推出各类‘云审批’等服务
不应只是权宜之策，而应成为政府部门进
一步提升电子政务服务效能的契机。”河
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白德全认为，推动电
子政务发展，是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当
前以数据治理为核心的发展阶段，促进政
府数字化转型是电子政务发展的新趋势。

电子政务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是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抓手。电子政务不
是简单地将政务活动数字化，而是要面向
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需求，对跨部门、跨
行业的网络资源、数据资源和系统资源进
行资源整合，推进政府业务协同，政务流
程再造，提高服务能力和业务效能。2020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完善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功能，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
率达到95%以上。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也同时改造了政府部门
的工作方式，倒逼电子政务快速发展。”
在白德全看来，疫情结束后，数字经济将
会深度服务于产业转型、政务服务等领
域，电子政务势将持续扩大服务范围，为
市场主体和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在秦皇岛开发区天成锦江苑小区，居民正
在扫码关注秦皇岛幸福城市公众号。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佳新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
泽）记者近日从省工信厅获
悉，为坚决有力抓好疫情防
控，积极稳妥组织复工复产，
省工信厅向我省企业上云供
给资源池各云服务商发起共
同做好“云服务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的倡议后，共有 23
家企业积极响应。

经服务对象聚焦，链接
地址连通测试，筛选出面向
工业企业的可在疫情防控阶
段免费使用的 122 项云产
品，并列入《河北省云服务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免费产品清
单（第一批）》，助力河北工业
企业复工复产。

122 项云产品主要包括
云视频、云办公、云设计、云
仿真、云管理、云监控等多
种云应用，涵盖企业生产管
理各个方面。产品清单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及
功能简介、链接地址、联系人等，工业企业如有
需要，可按产品清单中的链接地址直接登录或
下载，如遇困难可向清单中的联系人电话
咨询。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从省工信厅获
悉，2019 年，我省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呈现
出较好发展势头，各项经济指标稳中向好。全
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20.1亿元，同比增长
7.5%。其中，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95.1
亿元，同比增长 6.8%；软件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425.0亿元，同比增长10.0%。

去年，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利税168.2亿
元，同比增长 35.2%；利润额 121.2亿元，同比增
长 67.3% ；出 口 创 汇 31.7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6.6%；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3.7亿元，同比增长
11.2%。

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在建投
资 5000 万元以上的电子信息重点项目 67 项，
总投资 1396.44 亿元。其中，投资 280 亿元的
第 6 代 AMOLED 面板模组项目具备全面量产
条件，良品率达 70%；投资 3.7 亿元年产 5000
套高性能溅射靶材项目一期、投资 2.7 亿元
3D 智能手机玻璃盖板和汽车中控生产线项
目建成投产；投资 30 亿元肥乡电子新材料产
业基地二期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已形成年产
三氟化氮 10000 吨、六氟化钨 1000 吨生产能
力，产品规模世界第一；宏启胜精密电子（秦
皇岛）有限公司软性线路板技改项目，达到年
产 960 万平方英尺软性线路板能力，技术水平
国际领先。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日前，“企业数字
化转型与业务增长”——阿里钉钉辛集高峰论
坛在辛集市召开。阿里钉钉带来了自主创新的

“软硬一体”企业数智化解决方案，并与辛集农
商银行、企业代表联合发起“辛集市域数字经济
体联盟”，计划打造内涵丰富的全国首个市域数
字经济体。

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的
淘宝、天猫、支付宝、菜鸟物流、钉钉等产品深受
辛集广大市民的喜爱，同时也为辛集企业经营
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辛集市是中国著名的
皮革皮衣之都、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是全国
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其产业结构与阿里巴
巴的各项业务之间存在很大的交集，双方合作
前景广阔。

在候场展示区，“智能前台”“智能会议”“智
能图文”等一款款数字化产品，让参观者亲身领
略了一番安全、便捷、高效的办公新体验。广大
客户纷纷表示，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发展、业
务增长的必由之路。

“数字时代已经来临，必须要拥抱这个时
代、跟上这个时代，才是未来企业发展的一个
正确方向。钉钉带来的打卡这一款产品，员工
每天上班不用再排队，人脸识别就可以，节省
时间；云打印，远程操作非常方便，节省人
工。”客户代表、辛集市白领服饰店总经理张
佩说。

据介绍，2020年，阿里钉钉将助力500家辛
集企业实现数字化管理协同，降本增效，接轨数
字经济，进一步推进辛集“未来校园”“未来医
院”建设，利用数字化手段为民生建设服务。依
托阿里钉钉平台，协同辛集企业搭建人脉资源、
服务资源、信息资源共享的数字化新生态。此
外，还将助力辛集打造“工农生产、产业发展、企
业金融、民生消费”的全面数字化市域经济体，
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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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最后一公里”，织密疫情防控数据网

大力推行“不见面审批”，拓展电子政务服务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