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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示范 体现科技引领

成都城市管理版
川剧“变脸”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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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在屏幕的右边可以看到，成华区共有近两万
座窨井，目前已安装监控设备的有3700余座。”二
仙桥东路成华区综合执法局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办
公室里，相关负责人指着墙上一块五六十厘米宽、
近一米长的显示屏介绍说，其中雨水井、污水井差
不多各占一半。

显示屏上的成华区地图遍布蓝色和黄色的色
块。经过不断放大，可以清晰地看见每条街道及建
筑名称，其间的色块为方形、圆形和五角形。根据
屏幕下方的说明，圆形代表雨水井；五角形代表污
水井；方形代表雨水篦子。其中黄色是已安装监控
的，而蓝色则是未安装的。

工作人员点击其中的一个，屏幕的右侧便依
次出现了包括街道名、经纬度等位置信息。同时还
可以看到其材质为三防铸铁，形状为圆形，规格为
70*70，同时还出现四张不同方向的照片、参照物
照片和环形视频。

“一条街上几米之内可能会有三四座井，包括
污水井、雨水井、水篦子等。”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环形视频是在该点位上旋转360度拍摄而成，加上
其他信息，可以帮助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准确
判断是哪座井。

除了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所有井盖的实时情
况。该系统还连接到了相关工作人员的手机上。以
前夜晚叫醒抢修人员的，是发现异常情况的巡逻
人员打来的电话。而现在则可能会变成监控系统
自动预警，预警的声音“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设定
为不同的铃声”。

在部分主井和支井的交汇处，除了监控设备，
还会安装水位监测器。当遇上汛期下大雨或者平
时因堵塞而引起水位上涨时，水位监测器就会自
动报警。区综合执法局的监控人员随即会和水务
部门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着手解决问题。

另外，在整个成华区辖区内有一个四边形的区
域，其中的井盖图标相较于其他区域更加密集。据
悉，该区域是一块“试验田”，由一环路东三段、新华
大道双林路、成华大道新鸿路、猛追湾街所围成。

2017年年底，成都市城管委开始将人民南路
一至四段人行道上的混凝土井盖更换成球墨铸铁
方形井盖。新的井盖具备轻质、防盗、防响动和更
承重的优点。

以前的井盖经常被盗，是因为井和盖是分体
的。而新型的球墨铸铁方形井盖，其井和盖是连体
的。埋在井边的框架和盖子由铰链连在一起，如果
不使用特殊破除工具，很难被破拆偷盗。同时，新
型井盖的框架和盖子之间，每个边上都有3个凸起
的橡胶块，能避免框架和井盖的碰撞，“车辆快速
碾过时，也不会发出大的声响，避免扰民。”成都市
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避免上下起伏响动的
同时，新型井盖还用了弹簧臂咬合技术，一旦井盖
扣上，弹簧臂就会紧密连接框架和盖子，避免水平
移动，造成声响。

新型的球墨铸铁井盖，能承重25吨左右，即便
有小型货车开上人行道，它也不会被压碎。据悉，这
种井盖的技术已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
新型专利，目前该井盖正得到逐步推广使用。

每月15日为全市共享单车集中清理日。今年6
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在成华数字城管监督指挥
中心大屏上，不断跳动着红色、黄色、绿色和蓝色
的小“色点”。红色表示停放点单车超量，需要清
运；黄色表示预警；绿色表示正常；蓝色则表示数
量较少。此时此刻，成华区辖区内共有多少辆共享
单车？都停在什么位置？哪些是闲置车辆、破损车
辆？甚至某一辆单车的行驶轨迹，都能够通过大屏
实时监控。而这一切的实现，得益于560个“共享单
车饱和度监测仪”和背后的“成华区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序化管理系统”。

市民小A骑着一辆共享单车，从锦江区刚刚进
入成华区，“信号”便被捕捉，进入时间、行驶轨迹、
停放位置、使用频率，一览无遗。这要归功于成华
区全区范围内依托天眼监控点位安装的560个“共
享单车饱和度监测仪”。管理平台技术负责人表
示，每一辆共享单车都拥有一个唯一的蓝牙MAC
识别地址，也是一把骑行单车扫码解锁的“钥匙”，

监测仪也正是通过识别蓝牙MAC地址，实现对单
车的精准定位和多维度监测、统计及数据分析。

大屏数据显示，截至11月27日14：20，成华区
辖区内共有92436辆单车，分属于4家车企。从凌
晨5点起，单车数量逐步增加，在9点前的交通早
高峰时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这些数据，每两
分钟刷新一次。“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减量。”成
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介绍说，街面单车
数量超出市民使用实际需要，一方面，无法给车
企带来效益，另一方面，给城市管理出了极大的
难题。在共享单车出现在大街小巷后，城管执法
人员的大量时间和精力需要投入到共享单车停
放点的秩序维护上。

数据后台还能够准确地监测到每辆单车的
活跃度。连续几天未使用，说明该车可能存在故
障无法使用或未被及时清运。这类“僵尸车”被监
测到后会自动进入系统闲置车辆名单，成为清运
对象。

B 看不见的
秘密

井盖地图“会说话”
井盖承压“不出声”

今年7月，经过近3个月的实地勘测以及设
备安装，成都成华区综合执法局正式开始对辖
区内近4000个异常井盖进行“一对一”精确问
诊。而“一对一”的精确程度则是源于井盖内侧
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盒子。而在井盖“黑匣子”的
背后，还有一张会说话的井盖地图。

C 敢为
全国先

智能管理+第三方考评
破解共享单车“困局”

成都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思路创新，在
本市成华区建立全国第一个区级“共享单车
智能管理+第三方考核评价”系统平台，这也
是目前国内唯一能实现“总量管控、需求分
析、考核评价、智能调度”全方位管理的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序化管理系统。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序化管理系统➡“智”管共享单车
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大屏➡不断跳动的“色点”

➡停放点单车数量
“共享单车饱和度监测仪”➡进入时间、行驶轨迹、停

放位置、使用频率

■ 家是最小的城，城是所有人的家。不知不觉间，大
家家里的扫帚变成了扫地机器人，门锁变成了再也不用担
心忘带钥匙的指纹密码锁。与此同时，成都的街头巷尾也
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可快速渗透雨水、减少积水对车辆行
人影响的新路面、更安全的方形井盖、管理共享单车规范
停放的智慧平台等。

■ 如何维护好城市这个家，让她更安全、有序、清洁、
便民，成为更好的家，是城市管理者不懈的追求。追求更好
的过程，如同取经之路，困难重重自不必说。而成都城市管
理在“取经之路”上始终坚持“创新”这一理念，克服创新路
上的各种困难，呈现出了成都城市管理版川剧“变脸”。

■ 其中有的大家看得见，有的大家看不见，却在日常
生活中不经意间让我们成为受益者。让我们跟随这些变
化，一起走进成都城市管理的“取经之路”。

OTC
防腐技术：

4天之内，成都市城管委委属的七个中心挂牌。同时
其中5个为原单位改名，6个的称谓后缀统一为“服务中
心”。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以成都市城市道桥监管服务中心的职能变化为例，
挂牌更名后，其服务职能更加明确和清晰，就是为市民
的“脚下公共安全”服务。这必然涉及道路桥梁的维修、
维护，所以承担市管城市道桥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就
是其关键的公益性服务职能。

据了解，本次改革，从职能上细化了“为谁服务，服
务哪些内容”。“我们有监管的职能，比如对城市道路桥
梁等公益性设施的监督管理，对中小街道黑化的质量文
明施工及占道（挖掘）施工的监管等，这些既是对上级行
政机关管理职能的辅助性延伸，又是为民公益性服务的
体现”。原则上说，行政机关制定规则如何管理，监管服
务中心则需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按规则执行，使管
理落实落地。

同时本次中心新增“承担全市城市道桥设施管理
监督的辅助工作 ”“城市道桥设施应急保障”等职责，进
一步明确和强化全市道桥管理维护职能职责，进一步提
升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对全域成都道桥管理
维护及公共安全保障工作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根据成都市委编办的要求，市属事业单位类
别划分后实施分类改革和创新管理。其中对承担行政职
能的，逐步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
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对事业类公益
服务性质的，继续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公益属性。

成都市城管委人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改名的5个
单位，就属于公益服务性质的，它们将继续保留在事业
单位序列，但不再使用‘委、办、局、处’等称谓。

下雨天，总会让人有点不舒服，而对需要开车出门的
人，更是一种考验：视线受限，路面湿滑。然而今年7月的下
雨天，成都的路面却给人不一样的体验感。

“前几天晚上雨水挺多的，但我发现路面积水的情况
越来越少了。而且雨量较大时，前面的车辆也不会溅起水
花、形成水雾。”家住锦江区的市民李女士表示。

雨水去哪了？原来李女士谈及的这种雨天驾驶出行的
舒适体验感，得益于成都市推广的透水沥青技术——
OGFC。OGFC排水沥青除具有良好的路用性能外，其超
高的结构孔隙率，能快速“吸收”路面降水，在结构内部横
向排出，防止形成路面积水，进而降低行车水雾，减小夜间
眩光，增加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

据悉，2017年起，成都市开始在中心城区城市道路大、
中修及路面黑化维护整治项目中，打造OGFC排水沥青路
面。目前，成都市已铺筑OGFC排水沥青路面的道路27条。
同时，为确保OGFC排水沥青路面质量，成都市市城管委
组织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结合国内经验和我市实际，编
制了成都市OGFC排水沥青路面设计及施工指导意见，对
相关项目的科学有效实施进行指导。

2018年，在实施清水河悬索桥大修加固中，成都市城
管委道桥监管中心首次在内陆城市桥梁中运用OTC防腐
技术。市城管委道桥监管中心表示，之前，该技术多用于海
上钻井平台等海洋工程防腐领域，此次用于内陆城市桥
梁，不仅有效解决悬索桥悬索体系防腐及耐久性问题，而
且对国内桥梁维护具有指导性作用。

维护技术不断革新，管理能力跟得上脚步吗？“现在需
要检测的桥梁更多了，范围更广了，但由于管理理念的升
级，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好了。”23岁与桥梁结缘，今年刚满
80岁、头发花白但走起路来仍是风风火火的成都资深桥梁
专家覃承英，说起成都桥梁的变化来满脸笑容。

从首次运用沥青就地热再生技术，到首次在内陆城市
桥梁中运用OTC防腐技术……城市道桥管理的创新探索之
路，投射出成都持续强化城市道桥维护专业水平的用心。目
前，成都市有城市桥梁1334座，实行市、区分级管理。

新材料运用：
“吸水马路”“防腐桥梁”

之前，该技术多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等海
洋工程防腐领域，此次用于内陆城市桥梁，不
仅有效解决悬索桥悬索体系防腐及耐久性问
题，而且对国内桥梁维护具有指导性作用。

D 机构
之变

4天内7个中心挂牌
谁监管谁服务更明确

今年5月7日，成都市城市道桥监管服务中心（成都
市检查井盖监管服务中心）和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服务中心正式挂牌；5月9日，成都市市容环卫监管服务
中心和成都市车辆和建筑外立面清洗监管服务中心正
式挂牌；5月10日，市城管委委属的其他三个中心——成
都城市管理科学研究院（成都市环境卫生监测中心）、成
都市生活固体废弃物处置监管服务中心、成都市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监管服务中心也正式挂牌。

2018年4月，成都市建成运行“城市道路桥梁智慧监
管云平台”，运用系统集成、大数据、卫星定位、GIS和网
络通讯等技术，通过新建、整合城市道桥相关信息系统，
搭建了数据收集、分析及交换平台；实时监控城市道桥
运行状况，开展科学有效的预警管理和辅助决策，及时
处理网络理政事件、实时监测桥梁、水位等数据，对城市
道桥应急指挥调度、数字化管理桥梁信息资料……

通过监控中心，成都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中心实现
了城市道桥管理“一图总览，清晰可见；资源汇聚，掌握全
貌；一点指挥，全城调度”的功能，对保障城市道路桥梁安
全运行和应急突发事件的科学高效处置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目前，该功能已延伸至全域成都22个区（市）县
道桥管理部门，实现了成都道桥行业智慧化建设从无到
有、从缺到全的转变，管理模式由传统粗放向规范精细的
转变，管理架构从各自独立向集成共享转变的突破。

2019年7月17日，成都市城管委道路桥梁监管服务
中心、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
西部信息中心签署信息化合作协议，发布全国首个

“5G+云+AI”智慧监控商用项目，标志着成都迈入5G行
业商用新时代。

道桥巡检车在成都二环高架上行驶，车上的摄像头
实时监测路面情况，5G技术及AI分析智能判别道路主
要病害，4K超高清视频迅速回传中心立即派遣维修……
这不是未来，而是已来的现在。

上月，成都市城管委道桥监管中心进行了“无人机+
5G”的应急抢险演练，这次尝试是5G技术与城市管理业
务场景的创新融合，也是5G商用落地成都后的首次“试
飞”。无人机在82米的高空中拉近镜头，地面车辆的车牌
清晰可见；现场工作人员手持设备看到的4K现场直播画
面，正通过5G信号传到监控中心，两个画面几乎同步。

市城管委道桥监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城市
某处出现险情，同时交通出现中断，救援车辆人员可能
无法抵达险情最核心区域时，“无人机+5G”的组合就是
打通应急抢险最后一公里的钥匙。通过5G技术实时传
回监控中心的现场画面，可以帮助指挥中心第一时间了
解现场情况，尽快做出判断反应。

就在11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世界5G大
会上，成都市城管委道桥中心与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合
作的“5G+云+AI”智慧监控项目，展示了5G时代道桥智
慧监管与应急保障新模式。

在城市管理者们的努力探索下，成都的城市管理不
仅用开放的姿态拥抱5G，还以积极的实践开辟着更多
的创新。如城市版的“无人扫地机”与大家的日常生活已
经是零距离了。11月初，由成都市城管委举办的环境卫
生设施市民开放日活动现场，目前已经在新都区试点投
运的自动驾驶环卫扫地车，成为了活动的主角。据悉，今
年1月和7月，共计约8辆自动驾驶环卫扫地车，分别在新
都区三河街道和大丰街道投入使用。

据了解，经综合测算，一天下来，一台环卫扫地车的
工作量大约与10位环卫工人的工作量相当。“自动驾驶
环卫扫地车既可以降低环卫工人的疲劳感，同时也可以
增加他们作业时的安全系数”。未来这些环卫扫地车上
还会增加一套名为探路者的系统。有了这套系统，除了
清扫街道，每天行走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环卫扫地车，还
会在第一时间将收集到的路面信息，包括出现损坏的路
基、路灯、护栏、井盖等情况，回传至后台。后台随后会将
这些信息发送至相关部门。

未来，成都城市管理的“取经之路”还将继续，还会
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美好变化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便捷。

E 创新
无止境

千里眼+顺风耳
应急抢险，5G很上“道”

从建成运行“城市道路桥梁智慧监管云平台”，到全国
首例“5G+云+AI”道桥商用项目正式落地……一次次的科
技赋能，让成都道桥管理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叶燕 摄影报道

全国第一个区级“共享单车智能管理+第三方考核评价”系统平台在成华区投用

图为首次在内陆城市桥梁中运用海洋工程防腐领域
OTC防腐技术的清水河悬索桥

OTC
防腐技术

维护
内陆城市桥梁

“会说话”
井盖地图

预警
污水井、雨水井、
水篦子异常

互联网序化
管理系统

监管
共享单车投放、
运行、停放

沥青就地热
再生技术

打造
“吸水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