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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委书记陈伟在中共枣庄市第十

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上要求，加快“数字枣

庄”建设，畅通信息高速公路，发展信息产

业，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推动产业

群发展，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张术平市长在“智慧枣庄”战略合作协

议签字仪式上表示，当前枣庄的转型发展

步入攻坚阶段，推动信息化与城市化的融

合，对加快枣庄转型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

作用。枣庄市委市政府认真履行协议确定

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帮助协调解决“智慧城

市”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如既往地

为中国移动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

枣庄移动总经理李中海介绍说，未来五

年，枣庄移动投入23亿元用于“智慧枣庄”的

发展，具体包括：枣庄基础网络设施、综合信

息服务平台、电子政务、信息产业、“智慧城

市”等方面的建设和开发，打造智慧城市接

入平台，构建2G、3G(TD-SCDMA)、4G(TD-

LTE)和无线宽带(WLAN)四网融合的多层

次、广覆盖、多热点的智慧城市宽带网络，满

足“智慧枣庄”对移动网络的需要，为市民

提供无所不在的无线网络服务，激活人们

对未来之城的想象力。

智慧政务
随着对工作效率和内部管理要求的提

高，传统办公自动化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弊端逐渐显现，现今智慧政务被许多国家
作为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重要标
志，政府机构可运用现代网络技术来实现
其管理和服务职能。智慧政务平台的搭建
可使全市各部门方便快捷地共享非涉密信

息，高效地协同工作；改变了过去复杂、低
效的手工办公方式；实现迅速、全方位的
信息采集、信息处理；工作人员不再受时
空的限制，随时随地可以办公，真正实现
了手机、台式机、无线上网笔记本电脑的
同步办公，进一步延伸了办公触角。

智慧民生
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百姓在日

常的电话费、水电煤气费、供暖费、有线电

视费等费用的缴纳上遇到排队难、缴费难、

耗时多等问题。枣庄移动愿扛起民生建设

的大旗，建设智慧城市门户，服务市民。枣

庄“智慧城市”门户网目前已初具雏形，中

国移动客户用手机或电脑登陆枣庄“智慧

城市”门户网 (www .sd . 1 0086 . cn/ sdwxcs/

zaozhuang)，可以查询水电燃气、个人医保、

公积金、交通出行、健康医疗、消费打折、教

育求职等80多项信息并获得服务。

智慧企业
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打造“智

慧企业”，向信息化要效益，是“智慧枣庄”

建设的重要组成。而对直面市场经营的主

体——— 企业主来说，“智慧企业”意味着更

短的产品研发周期、更低的人力资源成

本、更高的企业运行效率和更广阔的利润

空间。枣庄移动一直在不断探索，为企业

提供量身定制的企业级应用，解决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降低排放的企业当务之急，

推出了智能工业、智慧物流、智慧矿山、智

慧农业、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电网、

智慧校园，逐步形成“智慧枣庄”基本框架

的目标要求，使企业的效益发挥最大化、

实效化。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智慧城市，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目前，世界各国都将打造智慧城市纳入国
家和地区的范畴。2012年8月15日，枣庄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山东公司在开元凤鸣山庄举行“智慧枣庄”战略
合作协议签字仪式。正式拉开“智慧枣庄”建设的序幕。

滴哒，手机来短信了，枣庄滕

州市政府张先生正在家中看电视，

忽然收到一条短信：“张**您好！你

有《关于****的请示》的文件，请及

时处理”张先生看完短信，马上用

手机登录滕州政务办公网进行文件

处理，几秒种就处理完毕。是的，就

这么简单！这是滕州市政府和枣庄

移动合作开展的智能政务其中一项

服务。

手机办公 引领潮流
为满足客户的需求，枣庄移动

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的路子，明

确信息化服务的主攻方向，使政务

移动办公平台达到了手机终端、电

脑终端二合一；手机用户、办公OA

用户二合一；移动网、互联网、政务

网三网合一。由于原滕州政务办公

内网覆盖率低、专机专用、专人值

守、有一定局限性，不能较好地发挥

应有的作用，针对滕州市政府的具

体情况，枣庄移动为其搭建嵌入式

移动办公平台，建设MAS嵌入式移

动办公解决方案，实现了滕州市政

府内部移动办公、公文流转通知、短

信通知、日程安排、会议通知、员工

关怀等功能。该系统的应用，不仅促

进了滕州市政府各项工作的管理科

学化，还使滕州市政府无纸化办公
跳出固化的信息化建设窠臼，真正
实现了手机、台式机、无线上网笔记
本电脑的同步办公。

搭建政府门户网
沟通你我他

未来，枣庄移动可以为各级政
府搭建WAP政府门户网站，该WAP

网站将使政府网站信息通过“固有
模式”转变为“无线模式”，客户通过
手机即可随时了解政府网站信息的
相关信息动态，包括最新动态、综合
新闻、区县动态、部门动态、政府公
告公示、法规文件、政府文件、政府
采购、专题信息、与政府连线、办事
服务、互动交流等。该WAP平台的建
设，可进一步促进和加大政府政务
公开力度，为市民提供了多种信息
沟通途径。

建设应急指挥平台
关系人类的明天

突发事件对于当今社会是目前
最热门，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提前一
分钟，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延迟一
分钟，就增加不可预料的隐患。应急
指挥平台以应急工作抢修、调度指

挥为主，当意外来临时，一道指令通

过丰富的通信手段：手机、可视电

话、会议、短信、彩信、传真、短波集

群、自助语音播报等方式并行通知

现场人员及相关负责人员，有效进

行信息传递，改变以往单一环节的

通知模式，缩短事件传递时间，避免

了人员单一通知而造成信息不对

称，确保故障在最短时间恢复，保障

每一个环节都准确传递，让领导随

时随地掌控整个过程及最新的动

态，让所有环节处在可控状态。

城市环保监测系统
提高幸福指数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中国环

保工作的首要任务，当前，基于无线

网络技术的城市环保远程监控系统

正日益应用于环保领域。透过远程

无线监控系统，可将污水、大气、噪

声、粉尘等众多的排污点的污染情

况进行24小时全天候的实时监控，

通过各种传感器，自动、连续地对

选定地域或水域的关键参数进行

采集、记录，并将监测结果传送到

控制中心，实时检测异常情况，并

及时反馈到各相关单位，为进一步

预防和治理污染提供有力的根据。

智慧政务 打造阳光政务平台

建设无线城市 助推经济发展

张张术术平平市市长长、、李李秀秀川川总总经经理理共共同同启启动动““智智慧慧枣枣庄庄””启启动动台台

山山东东移移动动推推出出无无线线城城市市门门户户网网，，市市民民可可以以通通过过手手机机和和电电脑脑获获
得得8800多多项项便便民民服服务务。。

先进的信息化应用技术
枣庄移动公司凭借其“无线、

实时、便捷、移动化”的优势，成为
城市管理现代化、服务创新型生
态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助力军，而

“城管通”和电力远程抄表系统的
应用便是典型。

城管通即移动城管执法系统，
是帮助城管执法人员通过移动手
机用来执法的高科技移动执法系
统，它包括移动终端、后台处理平
台以及相应的网络安全机制。通
过移动城管通执法系统，城管执
法人员可以对城管重点单位信
息、销售摊点信息、非法建筑信
息、违规人员信息和法律法规等
进行迅速地查询，随时随地获得
城管业务信息的支持，特别是照
片和视频高速无线上传的传输应
用，不但可以解决协查、堵截、搜
查等一线城管人员现场执法问
题，而且通过GIS系统为一线提供
区域向导图，使执法人员可以迅
速地对区域内的现状做出判断、

减少失误，提高工作效率。

城市管理琐事多、任务重，
却事事关系到老百姓的生产生
活，以往“作坊式”的城市管理由
于存在信息滞后、突击管理、粗
放管理等问题，已经不能适应现
代城市管理的需要，而移动城管
通执法系统顺势而生，弥补了城
市管理上的诸多空白，让城市管
理走向“精细化”。

一旦发现问题，只要用城管
通手机拍下照，就能及时通过无
线网络将信息传回指挥大厅的城
管通后台系统，系统根据时间所
在 的 经 纬 度 对 其 定 位 ，不 仅 直
观、及时，而且准确。然后指挥大
厅会根据实际情况立案后安排相
关人员前去处理……

电力远程抄表系统，是枣庄
移动公司和枣庄供电公司合作开
发基于无线网络的电力远程抄表
系统。通过这一系统，管理人员即
使足不出户也能对设备状态进行
管理，了解到每一个变电站的运
行情况，电流、电压、功率等技术
参数一目了然……

信息化应用助推

智慧枣庄建设
近日市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向我们演示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的
工作流程，从发现问题、问题受
理、案卷建立、任务派遣、任务处
理到任务处理反馈、任务处理核
查、结案等 8个工作环节。据他介
绍，以往，即使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也无法保证哪个环节不出纰
漏。而且，将发现的问题层层上报
后，再通过层层批示，等到问题解
决，时间无法保证，效率非常低。
而城管通投入使用后，不管是在
市容管理还是违章建设查处等方
面，这一套系统可以全部纳入管
理，不仅便于调度，每一个案件处
理到什么程度、在哪个环节出现
问题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该系
统的应用，加强了与其他相关部
门的联系，信息共享、协同工作，
效率大为提高。

城管通只是“智慧枣庄”打造
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智慧应用(企业) 让枣庄城市管理聪明起来

想了解您的公积金缴纳情
况？想知道您的水电燃气费使用
情况？想知道您的车辆有没有违
章？这些信息只要动动手指就能
获取！中国移动无线城市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智慧枣庄”城市门
户网，通过移动互联网渠道为市
民个人提供贴身的政务、公共、
民生服务，涵盖公共事业、交通
出行、健康医疗、生活服务、政府
办事、金融税务、教育求职、消费
打折、便民资讯等九大类服务，
基本融合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
面。

该门户网是一站式便民信
息查询及获取的统一门户，中国
移动客户用手机或电脑登陆枣
庄“ 智 慧 城 市 ”门 户 网
( w w w . s d . 1 0 0 8 6 . c n / s d w x c s /
zaozhuang)，可以查询水电燃气、
个人医保、公积金、交通出行、健

康医疗、消费打折、教育求职等
80多项信息并获得服务。您或者
您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
是否曾有过在水电燃气费缴费
截止日排长队缴费的情况；是否
曾经有过因一时忘记缴费而错
过缴费日期被收取滞纳金的情
况；是否因为不熟悉路况而出行
迟到异常尴尬歉疚的情况……
现在，这些难题都迎刃而解了。
中国移动客户通过登录枣庄“智
慧城市”门户网，使用手机号登
录后，点击“公共事业”可以进行
家庭水电燃气以及社保医保等
信息的查询与缴费。省去了排队
的麻烦，也不用考虑缴费地点的
上下班时间，全天24小时都可以
随时查询，还能用手机支付随时
缴费。如果把要查询的户号信息
与手机号码绑定，就会有每月账
单免费发送到指定手机上。

建设智慧城市门户 服务市民

枣庄“智慧城市”门户网
的建设不光是让某一个信息
的渠道来源更顺畅，而是让
大众生活中的每一个信息都
随时可见，根据每个人的心
思主动出现在你的身边。出
门前要知道天气，开车上路
要了解路况，朋友小聚要找
到实惠的餐厅……除民生信
息之外，枣庄“智慧城市”门
户网提供了政府与百姓信息
互动的渠道，是城市开放的
窗口，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
了解市政信息的便捷绿色通
道。 (赵冉)

枣庄移动促建“智慧枣庄”,让枣庄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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