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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数数据据””接接地地气气 社社区区有有了了““新新管管家家””
甸柳街道数字化管理服务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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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的一天早晨，甸
柳一小北墙外的一棵槐树被
刚刚下过的大雪压断，本来就
不宽敞的街道，路面湿滑难
走，又拦路横出这么一个大家
伙，几分钟的工夫路就被堵了
个水泄不通。来学校送孩子的
家长一时之间不知道找谁来
解决，就拿出手机拨打114查
到街道城管科的电话。

甸柳新村街道办城管科
跟指挥中心的同事们联系了
一下，让他们直接派单给责任
人。处理这件事情的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张玉说，她根据所提
供的地理位置，锁定了该事件
的负责人，第一社区城管站的
马玉乐，“在平台上查到后，我
就通过城管通给马玉乐派了
任务单。”

马玉乐收到消息后，马上
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赶往现
场进行处理，“从工作站到现
场，不到3分钟，从锯除树木到
联系车辆、人员清理现场，不
到20分钟。”马玉乐说，随后，
路面就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就是社区“指挥部”一
次派单过程的缩影，其中提到
的“城管通”，是甸柳城管工作
人员手机上都需要安装的一

款软件，全名为“城市管理系
统”。这款软件和指挥平台的
系统直接相连，是运用大数据
处理分析方式，建设“数字城
管”系统的一个表现。

数字城管所要直接面对
的工作，就是利用数据处理分
析群众投诉事件。“像上面那
件事，属于群众报警提供的，
12345热线也可以派到我们这
里处理。”街道指挥中心负责
技术指导的房金民称，处理程
序一般分为七个步骤：事件发
起、派单、接单、到达现场、处
置、结论、评估。

“先是派单，把情况发送
到工作人员的手机上；然后责
任人接单，直接去现场查看。”
房金民说，“比如事情发生在
10点，10：01我派给某个人，然
后就看这个人什么时候接单
并处理完毕。”

如此一来，工作人员可以
将现场的处理情况通过平台
反映给指挥中心，既可以跟踪
工作轨迹，也可以从中得出处
理类似事件需要多长时间，对
该事件进行初步的评估测验，
分 析 哪 类 设 施 容 易 出 现 问
题……从而真正实现了对各
类型事件的有效追诉。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每年四月份，是社会保险缴
纳基数调整的时间。甸柳街道人
社中心称，指挥平台投入使用后，
今年可省了不少事。

甸柳新村五区四号楼的刘女
士称，自己今年收到的医疗保险
缴费通知，是通过手机短信知道
的：“跟小区里其他人聊起来，他
们交社保的也是短信通知，大家
都觉得这样还是挺方便的。”

甸柳人社中心负责社保的
工作人员称：“目前在甸柳人社
中心接续社保的灵活就业人员
有1480人，放在以前，每到这时
候工作人员都得挨个打电话去
通知调整情况，以免居民缴费金
额不足造成社保中断。”

1480个人的电话，工作人员
一打就得用上三四天。而使用指
挥中心建立的居民基础信息平
台，只要在平台中选定“灵活就业
人员”一项条件，就可以全部提取
出人员的联系电话，在通过平台
的“短信发放”功能，不到五分钟，
就可以将消息全部通知给居民
了。刘女士等人正是因此接到了
社保缴费的短信。

社区管理需要大量的基础数
据，对社区的居民信息、楼宇信息
等进行采集与实时更新，汇总成
信息“大数据”，可以使社区服务
更加精确和便捷。据了解，甸柳新
村的居民信息数据库从2008年就
开始建立了，初衷是了解辖区居
民的基本情况，例如居民构成以
及需要援助的人的基本情况。

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称，
“对老年人的管理也非常方便，
例如想看80岁老人的健康情况，
输入条件以后，就能筛选出来，
也会统计辖区里的应届毕业生
信息，掌握他们所考取的大学和
专业，利用寒暑假对他们进行电
话跟踪访问，了解他们的学习情
况和就业观念。”

高雷键表示，整合居民信息
是管理需要：“如果一栋楼着火
了，可以查看这栋楼的居民是否
都安全撤出，在地图上，点击一幢
楼就能看到该楼内所有家庭信
息。”通过这个系统，街道办实现
了“以房找人、查人知住”，比较快
速地查找到所需要的信息，降低
了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甸柳新村街道办公室的刘亚
男告诉记者，他们未来还设想利
用三维地图达到GPS定位功能，
加入到已在济南实施的老年人

“贴心一键通”项目，同时把老人
的医疗信息等纳入系统，方便管
理。

“城管通”及时派单：

大树倒了，马上派人去处置

大数据，是个越炒越热的概念，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一
概念似乎并没有那么接地气。而在甸柳社区，大数据的运
用已经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有这样一个数字化社区“新
管家”，让大数据管理真正服务于居民的生活：不仅对小区
内每个居民的信息都了如指掌，甚至连哪条路上的井盖坏
了，也能第一时间知道……如此神奇的“新管家”，让我们
已经能够感知到未来现代化小区的全新管理模式。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以前三四天的活

现在五分钟搞定
人社中心：有了数据库

工作起来省了很多事

电子巡查显身手：

井盖坏了，不用投诉也知道
今年四月份的一天，甸柳新村吉

祥商街的一家餐馆门前出现了污水
井外溢情况，一时间污水横流、臭气
熏天，不仅餐馆没人进去，路过的行
人和车辆也无法通行。餐馆老板李先
生称，自己也是头一回遇见这种情
况，完全束手无策。

“当时那个状况持续了十几分
钟，旁边做生意的都受到了影响，就
有邻居提醒我打社区城管的电话。”

李先生说，“我还没找到电话号码呢，
他们好几个工作人员就拿着工具过
来了。”

到达现场处理污水外溢的，是
第四社区城管站的工作人员马辉和
刘洋。他们称，自己是接到指挥中心
的“派单”得知这一情况的。“我和那
天值班的同事正在看监控，大概在
下午两点左右，看到了那家餐馆前
面的井盖突然间冒出了水，旁边的

人都纷纷往后躲。”指挥中心的苗威
说。

“然后我立刻进入管理平台，查
找并调取了工作站责任人的联系方
式，派单给他去处理，根据后来的评
估显示，从发现问题到落实责任用了
不到1分钟，整个处理过程仅用时不
到10分钟，基本实现了我们预期达到
的高效率。”

“这次事件的处理运用的是监控

手段，叫做‘电子巡查’。与人工
巡查不同的是，电子巡查可以一
天多次，没有监控到问题可不用
巡查。”甸柳街道办社区服务中
心主任高雷键解释，“主要是为
了提高巡查工作的效率和发现、
处置问题的准确率。”

“过去只靠人工巡查时，一
上午工作人员也就围着辖区转
两圈，现在，随时想看哪很快就
能找得到。比如发现乱停车，环
境脏乱差的情况，就直接锁定相
关部门和责任人，把问题发到他
的手机上。”高雷键说，“这样做
到了城市管理的精细化，工作起

来也比过去方便很多。”
这种智能巡查手段也是大

数据分析所带来的好处，只要登
记这些公共设施的信息，并进行
及时监控和有效分析，貌似空泛
的“大数据”概念就能为城市生
活带来实在的便利。

“现在井盖的权属都不太清
晰，有电信、市政、电力等各部门
的，如果没有这个系统，井盖出
了问题，我们就得派人去现场，
看井盖上写着属于哪里。”高雷
键说，“有时候井盖上什么也没
写，还得扒开井盖看沟里是什
么。现在我们把信息录入的工作

做完了，就可以明确地知道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是谁，再派人去处
理。”

据了解，根据社区自身的情
况，甸柳街道办做了几套预案，
例如防汛预案，在辖区内比较重
要的防汛点，如地下菜市场，都
安装了监控探头，通过探头对重
点部位进行巡查，又如学校周边
预案，目前甸柳新村有4所中小
学，3所幼儿园，如果从实时监
控中看到学校周围出现车辆拥
堵状况，就可以通知相应的协警
到现场疏导交通，保证交通通
畅。

专家解读

指挥平台可实现

居民间的交流

对于甸柳新村设置指挥
中心这一社区管理服务新模
式，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倪万从大数据的
背景下进行了解读。

“大数据包括的层面很
多，有数据收集、处理、分析，
还有数据可视化。这个社区
已经基本有这样一个框架。”
倪万称，“大数据侧重相关
性，像城管通是基于关系型
数据库，体现出的是数据之
间的关联。比如一个井盖坏
了，直接可找联系人是谁，通
过某个渠道通知他。这是一
种网络和移动平台相结合的
方式，三维地图是一种可视
化表达方式，可以提供一种
向导服务功能。因此社区指
挥中心的管理如果及时和到
位，肯定能大幅度提高办事
效率。”

针对这种管理模式未来
值得更新和完善之处，倪万
称，可以在数据“交互性”上
做文章：“数据不能是死的，
应该是实时的，并带有一定
交互性，以后居民之间的交
流也可以在这个指挥平台上
实现。要加强用户之间的沟
通，和每一个居民之间都有
交互性，不能只用反映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应该采
集大家的意见和感兴趣的问
题。但这样用软件进行抓取
来形成数据，管理起来可能
不太容易，对社区的要求太
高。”

“长远来讲，网络化推进
的进程是挡不住的。”倪万说，

“也许现在的社区工作很多还
在用传统方式处理问题，但这
是很正常的，随着未来平台的
应用和推进，社区数据化的作
用会越来越明显。”

甸新北路一区八号楼的居
民李先生称，自己在一个月前的
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自己楼栋
北侧的马路上有盏路灯没有亮
起。“当时已经九点多了，我想社
区站的人肯定已经下班，就打算
第二天再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
情况。”李先生说，“没想到第二
天上午，就有人来修了。”

李先生本以为是有其他人
向社区反映了路灯不亮这一情
况，没想到，这是街道指挥中心
用监控“主动”发现，并用三维地
图“定位”解决的。

指挥中心的苗威说，自己在
那天例常的夜间电子巡查时，发现
甸新北路有一盏路灯没亮。“当时
在指挥中心的三维地图上，我点击
了甸新北路的一处电线杆上的摄

像头，”苗威还原当时的工作情形，
“在屏幕左侧的视频区域，就显示
了这个摄像头所能监控的地方，然
后就发现了路灯的事情。”

“因为当时在监控里看得不
太清楚，而且路灯的位置在两栋
楼之间，不太容易描述，一旦和
地图结合起来，点一下地图上的
路灯，它的编号、责任人等等的
就显示出来了。”苗威称，他就是
通过地图通知相关责任人及时
赶到现场的。

在指挥中心的“社区管控平
台”上，可以查看包括井盖、井
箅、路灯、树木等公共设施的详
细信息，包括它们的编号、名称、
负责单位、联系人等。虽然有对
它们位置的详细描述，但二维数
据有时无法精确描述具体位置，

这就要靠实景拍摄的三维地图
来显身手了。

“传统三维地图只能以东南
视角查看，无法看到建筑物的背
面，这个地图可以拉近、拉远，并
且实现360度的旋转。”房金民
称。记者在指挥中心的三维地图
上找到甸新北路，可以清楚看到
周围门头房、楼房、电线杆、井盖
等公共设施。点击每一个路灯、
井盖、树木，就会显示它的设施
编号、所属居委会、负责单位、联
系电话等条目。

地图大数据系统的应用，为
社区管理创新增添了砝码。通过
采集现实社区中的数据，转化为
虚拟现实中的场景，再以此作为
社区管理工作的窗口，从而实现
了虚拟现实与真正现实的结合。

三维地图做参谋：

路灯不亮，点击地图可解决

在社区“指挥部”，足不出户街道上大事小情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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