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建筑管理亦然。注重常态长效，才能长
治久安。为此，市住建局坚持落实数字
化服务，加强长效管理，打造精细管理

“新路子”。
随着“数字化改革”逐渐渗透到更

多的应用场景，当传统的管理方式不再
适应新时代建筑材料管理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今年 10 月，我市在全省率先启
用了预拌混凝土“甬砼码”应用，全流
程、精细化的管控乘势而上，让行业顽
疾有了“破解的药方”。

该应用主要通过采集生产企业 IPC
（工控机） 数据，预拌混凝土出厂使用
电子合格证，对预拌混凝土运输车辆通
过 GPS 定位，并对生产企业、施工现
场划定“电子围栏”，真实反映工程项
目使用的有关建材质量，形成预拌混凝
土生产企业和施工项目现场可比对的工
作核查机制、动态跟踪。

“甬砼码”的应用使得建材产品链
信息公开透明、产品全过程追溯，生
产、销售、运输、使用等实现了全过程
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预拌
混凝土企业 137 家，专用车辆共 4301
辆，累计匹配车辆、发车分别超过 200
万车次。

今年以来，市建材管理中心还探索
推动地方建筑材料行业“数字工厂”建
设，探索运用视觉检测、工业 AR/VR、

物流追踪等信息技术，率先在全省乃至全
国搭建城市级建筑产业互联网运输、使用
智能化；试点在预拌混凝土、预制管桩等
重点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实行驻厂在线监
造，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鼓励建材生产
企业试点应用网上超市，实现与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的互联互通，提高供应链的协同
水平和产能利用率。

秉持着“高效务实，服务社会”的理
念，市建筑市场总站首次将“计价服务”
应用场景融入线上平台，充分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等创新信息技术，打造了宁波
市建设工程数字造价平台。该平台涵盖社
会查询服务、系统管理两大板块，行业信
用、要素价格信息、指数指标、计价服
务、全装修报送、文件汇编六大应用场
景。其中，要素价格采用网上采集审核测
算发布，包含 40 多万条要素价格信息；
全装修报送、市政估算指标、计价服务等
多个内容均是全省首创，通过系统化归
集，智能化分析、智慧化管理，海量的要
素价格数据和造价数据得到了有效利用，
实现了数据共享、模块联动和动态管理，
打破了工程造价过程数据各阶段之间的壁
垒。

据 统 计 ， 该 平 台 自 11 月 试 运 行 以
来，全站累计浏览量高达 5 万余次；平台

计价服务办结量达 118 条，有效提升了服
务企业、服务群众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品
质。

以“档案数字化、数据统一化、资源
整合化、管理系统化、流程标准化、平台
一体化”标准为工作引领，市建设数据和
档案管理中心深化项目城建档案归档“一
件事”集成改革，健全城建档案归档标
准，研究编制 《宁波市建设电子文件编制
与电子档案归档整理规范》。

此外，市建设数据和档案管理中心改
变传统的城建档案工作模式，开发在线报
送系统，真正实现“让群众少跑腿，让数
据多跑路，档案报送零次跑”目标。同
时，积极创建浙江省规范化数字档案馆，
加快城建档案资源存量数字化建设，扩大

“ 一 网 查 档 、 异 地 出 证 ” 服 务 覆 盖 面 ，
2021 年实现市级与江北区“馆际互查”
试点，并将“城建档案查询”接入政务服
务 2.0 体系，实现“网上办”“掌上办”，
提升档案查询惠民便民新高度。

数字化改革让更多人在这座城市感受
到服务的便捷和管理的精细。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2022 年，我市计划围绕“甬
上工程”“甬有安居”“甬房建安”三大业
务板块，打造“数字住建”，实现住建领
域数字化改革大变样的阶段性目标。

■数字赋能，飞向科学管理新蓝海

看“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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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房屋自主交易一站式指引应用、上线住房公积金小程序、运行建设工程数字造
价平台、在全省率先启用预拌混凝土“甬砼码”“阳光征收”深化试点应用、新市民房屋租
赁一键通……

今年以来，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围绕住建领域核心应用，谋划了一批符合“大场
景、小切口”和“高频次、高权重”要求的数字化应用场景，积极利用数字化改革为城市建
设增添动能。

科技添翼，数字赋能
城市建设“更上一层楼”

“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
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和治理者的共同夙
愿。但长期以来，房地产链条存在着一些
信息壁垒，房产监管和房屋交易的便利
度、透明度、公开度亟待提升。为营造稳
定、透明、安全、可预期的房地产市场环
境，向广大市民提供规范、标准、便捷的
服务，市住建局察民之所虑，走出“桃花
源”、打破“旧格局”，用“工作指数”提
升人民群众“满意指数”。

历经数月的走访调研、市场排摸和数
据分析，宁波市房产市场管理中心围绕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于今年 12 月
22 日上线了房屋自主交易一站式指引应
用。这是继今年 9 月 26 日二手房屋房源挂
牌“码上办”上线以来推出的“为群众办实
事”又一重要举措，是市房产市场管理中心
借助信息化手段服务民生又一特色创新。

房屋自主交易一站式指引在政府、房
地产市场主体和百姓之间搭建出了一条透
明、高效、互信的通道，满足了房屋买
卖、房屋租赁等多层次信息获取需求。交
易双方均可在平台便捷查阅、办理，获取
各个交易环节中的办事指引、资讯以及其
他注意点和风险点，也能够直接通过该页
面进入其他部门的网上办事渠道，实现

“掌上办”。此外，“浙里办”认证身份信息
以及多部门数据互联互通还确保了“租售
房源真实、租售双方身份真实、租售行为
真实”。

大数据时代，群众反复跑腿的难题如
何破解？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
对接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探索优化异
地转移接续流程，逐步实现转移业务自动
审批，让“1+1”起到了大于 2 的效果。

今年 5 月 21 日，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正式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
序”。在小程序上，缴存职工可通过小程序
实时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
款信息，掌握住房公积金变化情况。尤其
是小程序上的“转移接续”服务，可实现
住房公积金账户、资金跨城市转移“一键
办”，大大缩短办理时间，进一步方便人力
资源的跨区域流动。缴存职工足不出户即
可将异地已封存的住房公积金转回宁波，
也可以从宁波转到外地，无须再两地跑柜
台办理，做到“账随人走，钱随账走”，实
现全国住房公积金“无感漫游”。

截至 11 月底，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已通过小程序办结转入申请 3608 笔，
转入金额 6045 万元；转出办结 1988 笔，转
出金额 2151 万元，真正实现了“全国转、
网上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除此之外，更有一批项目揭榜挂帅：
“甬砼码”、“阳光征收”、镇海白蚁防治全
生命周期服务、慈溪农房全生命周期综合
管理服务和象山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列入省
建设厅试点；慈溪“易富农”、北仑青年安居
综合服务、鄞州“省心验”交房一件事、镇海
公租房“芯”服务列入市级数改试点。

■科技添翼，答好精细服务金考卷

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专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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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毛
婕 卓琳钧）《中国独立电影访谈
录》《电影与新心理学》《电影素
描》 ⋯⋯昨天上午，1000 余册精
心挑选的图书从宁波图书馆出发，
被送往 100 公里外的中国海影城，
一个全新的“流动图书馆”在中国
海影城内的不二情书店建成。

一批批优质的书籍被搬上书
架，包含了影视专业、休闲散文、
知识教育、艺术文化等多个门类，
让中国海影城影视基地增添了一抹

“书香之气”。
中国海影城位于象山新桥镇，

是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的影视基
地，同时也是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基地。该
基地汇聚了影视拍摄的演职人员、
研学实践的学生教师以及休闲旅游
的往来游客。中国海影城内的不二
情书店，是一家集合了图书、美
学、咖啡、文创的特色书店。

浙江广电象山影视 （基地） 有
限公司总经理施彬歆表示，“流动
图书馆”的建成，大大丰富了书店
内的阅读资源，不仅为员工借阅图
书提供了极大便利，还为游客带来
更多的阅读享受。未来，中国海影

城还将进一步完善“流动图书馆”
的功能，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阅读主题活动，让更多员
工、师生、游客参与其中。

近年来，宁波图书馆致力于拓
展文化服务的范围和影响力，倡导

“走出馆门，服务社会”，通过建立
“流动图书馆”的形式，完善馆外服
务网络，把文化产品送到每一个需
要的读者身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至今已在全市建成“流动图
书馆”200 余家，馆外流通图书 20
万册。

“中国海影城不仅是个旅游景

点，更是文化集合的代表，把‘流
动图书馆’搬进中国海影城，具有
深刻的文化传播意义。”宁波图书
馆 馆 长 徐 益 波 表 示 ，“ 流 动 图 书
馆”建成后，宁波图书馆将根据不
同的服务对象、不同读者的阅读习
惯和要求，配备有实用性和针对性
的流动图书，工作人员也会定期与
各“流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联
系，跟踪“流动图书馆”的各项情
况，询问读者的最新需求，确保每
个“流动图书馆”能长期健康有序
发展，为读者提供最新最好的文化
资源和文化服务。

中国海影城出现“流动图书馆”
宁波图书馆已在全市建成200余家“流动图书馆”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张晶） 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中心
获悉，省住建厅日前对 2021 年度
浙江省园林城镇评审结果予以公
示，海曙区古林镇、鄞州区东吴镇
和余姚市梁弄镇 3 个镇榜上有名。

根据 《浙江省园林城市系列申
报与评审办法》，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组织园林、市政、环卫等方面专

家，对三镇园林城镇建设情况进行
现场考评。今年 11 月，省住建厅
组织专家对园林城镇建设工作进行
了现场检查。

据了解，我市借省级园林城市
创建契机，高质量推动我省美丽城
镇建设。目前，我市已建成国家级
园林镇 1 个、省级园林镇 9 个。这
标志着我市城镇园林绿化水平实现

新提升。
古 林 镇 建 成 区 绿 地 面 积 达

210.57 公顷，绿地率 35.04%；绿化
覆盖面积为 240.13 公顷，绿化覆盖
率 39.96%；公园绿地面积 26.38 公
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9.07 平方
米。近年来，古林镇不断加大绿化
建设的投入，建成古林绿苑、鹅颈
公园、西洋港滨河公园等多个公园

绿地。同时，积极推进古树名木保
护，在绿化苗木选择上坚持以香
樟、水杉、茶花等乡土树种为主，
积极建立乔、灌、草多层次的复合
结构模式。注重对山林河田、饮用
水源保护区的保护，着力对西洋港
河等重要生态环境风貌区进行保护
与管控，积极优化全镇的景观风貌
体系。

东吴镇地处宁波市东郊。近年
来，东吴镇始终围绕“五韵十佳，
品质东吴”的建设目标，将自然景
观改造与历史文化传承相融合，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通过采取
规划建绿、拆违还绿、见缝插绿、
借景扩绿、以水补绿等措施，主动
补齐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短板，构
建以水为脉络、以路为骨架、纵横
交错的生态绿地系统，打造宁波城
东璀璨的旅游名镇。

位于浙东四明山麓的梁弄镇有
湿地公园总面积约 500 亩，以四明
湖水库水资源保护为核心，以秀美
的水上森林和丰富的地域文化为特
色，建设集湿地保护、生态修复、
文化展示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湿地
公园。近年来，建成红色主题公
园、滨溪公园等多个公园绿地及多
条特色绿道。截至今年 7 月，该镇
建成区绿地面积达 162.69 公顷，绿
地率为 32.93%；绿化覆盖面积为
184.25 公 顷 ， 绿 化 覆 盖 率 为
37.30% ；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18.78 公
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7.07 平
方米。

20212021年度浙江省园林城镇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年度浙江省园林城镇评审结果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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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弄镇一景。 （资料图片，城管部门提供）

记者 苟 雯
通讯员 唐瑾瑾 钟丽丹

不久前，镇海区蓝色东方小区
的微信群里加入了一名新成员，不
过这名群成员打招呼的方式有点特
别。“大家好，我是‘甬电小云’，是您
的专属用电管家！”原来，这个新朋
友是名为“甬电小云”的 AI 智能应
答机器人。

“我以前都是去营业厅交费，疫
情期间没法出门，交电费怎么办？”
在群里，一位业主提问，“甬电小云”
则迅速回答，不仅用文字说明，还直
接附上了国网 APP 注册链接。

据了解，为了满足居民足不出
户获取电力服务的需求，国网宁波
供电公司于 11 月中旬在鄞州、余
姚、海曙等区域上线 AI 智能应答机
器人“甬电小云”，推出基于社区微
信群的客户用能智慧“云服务”模
式，为居民提供 24 小时在线快速响
应服务。

目前，该项服务正在镇海区、海

曙区、鄞州区以及余姚市的部分区
域持续推进，预计明年一季度实现
宁波地区全覆盖，为居民织就一张

“不打烊”的电力服务网络。
在宁波城市大脑，基于电力数

据的服务网络也正在构建中。在大
屏幕上，显示着今年累计光伏发电
量 28.2 亿千瓦时、全市充电桩数量
44526 个⋯⋯各项数据“一屏通览”，
还有“碳锁”“环保鹰眼”等近 10 款
电力大数据产品“加码”，进一步挖
掘电力数据共享的潜在价值。

数据导航，“夜鹰”出动，供电公
司创新研发的“环保鹰眼”电力数据
产品让针对夜间疑似偷排企业的筛
查范围大幅缩小，降至原来企业数
量的 10%，相关部门还实现对 24 家
偷排企业的精准执法。

据了解，相比传统模式，电力数
据实时、精准而可靠，再加上在数据
基础上开发的电力大数据应用如专
供电费码等，电力大数据价值得到
了更有效的体现。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深入挖掘
电力大数据价值，协助政府部门开
展社会综合治理，这是我们一直在
努力的方向。”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

社区微信群来了新成员
电力“数智”有了新发现

本报讯（记者成良田 象山县委
报道组陈光曙）“不出家门，只要打开
手机，开办民宿的证照轻轻松松就搞
定了。”象山县高塘岛乡居民谢女士
怎么也没想到，开办民宿这么顺利。

“以前办证得去县城，往返一趟
要4小时，现在不用跑了。”谢女士说。

这是象山县政务办“象政务·心
服务”党建品牌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该县政务办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
开发了“民宿开办全流程智慧办平
台”，贯通县级部门、乡镇（街道）、村

（社区），联通相关中介机构，整合民
宿核定、房屋安全质量鉴定、消防安
全检查等 8 个事项，助力民宿开办
跑出“加速度”。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
业务、抓好业务强服务”。今年以来，
象山县直机关工委印发《关于加强
机关党建品牌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探索制定“有形象标识、有
个性内涵、有制度推进、有特色载
体、有明显成效”的“五有”标准，紧
贴象山特色、行业特点，着力培育、
认定和推广 20 个符合新时代特征
的优秀机关党建品牌。

“‘五有’标准就像是引线，让机
关党建品牌建设更有条理可循。”该
县县直机关工委负责人说。

象山县税务局通过孕育“税海
红帆”机关党建品牌，激发组织活
力，推进“一次不用跑、税事全办好”
纳税服务品牌建设，推行预约办、错
峰办、容缺办，强化导税服务、开展
延 时 服 务 ，政 务 服 务 好 评 率 达
99.99% ，12366 热 线 满 意 率 超 过
95%；大力推进“银税互动”，拓宽优
惠覆盖面，截至今年三季度，已累计
有 7.7 亿元资金惠及象山 2060 家小
微企业。

象山打造20个优秀机关党建品牌

甬电照亮共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