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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北京市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依托 GBCP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采用 “1+8+N”的系统架构 ,符合 “一个目

标 ”“两条主线”“三个主体” “四个和谐 ”的城市管理和谐模式要求 ,在信息化城市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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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u ided by new pa tte rn o fGBCP city management, the Be ijing Info rmationalC ityM anagement Sy stem (B IC-

MS) has been imp lemented unde r the framew ork o f“ 1+8+N”. Th is sy stem is implemen ted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 f

the harmonious pattern, which can be summed up as “ one goal”, “ tw omaster lines”, “ threem ain bodies”, “ four har-

mon ies”. BICM S play an important ro le in the informa tion based soci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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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城市管理信息化工作实践为基础 ,笔者已围绕

城市管理 GBCP、电子公务理论从定义 、内涵 、系统结

构 、系统功能 、建设方针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北京市

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建设 ,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 ,

以电子公务理论为指导 ,围绕提供优质城市公共管理

与服务 ,通过区域管理网格化 、专业管理网络化初步实

现条块信息资源整合与联动 ,建立政府监督协调 、企业

规范运作 、市民广泛参与的雏形 ,为依托信息通讯技术

创新城市管理模式进行了很好的注解 。

1　GBCP理论的落地

笔者在文献 [ 1]中 ,对电子公务 eGBCP理论 ,包括

eGBCP模型及框架体系 、在市政的应用案例 、发展前

景等作了论述 ,政府 (G)、企业 (B)、公众 (C)、公共设

施与公共环境(P)构成了涵盖城市公共管理服务四个

方面的完整动态循环系统 ,并构成以 P为内点核心 ,

G、B、C为外点的和谐三角 。

GBCP反映社会复杂的动态和谐 ,结合现有的两

级政府 、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 ,政府 、企业和公众

相对应地形成三个层次的城市管理运转结构 ,为公众

服务的全部公共设施与公共环境都接受政府的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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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运营 。如图 1所示。

图 1　城市管理运行层级模型

　　在市 、区级管理层 ,政府及各专业委办局对各行业

公司 、企业进行监管 ,同时接受人大 、政协以及媒体的

监督。在街道 、社区级管理层 ,公共基础设施接受城管

员的监管 ,企业负责城市管理事件的处置 ,共同为公众

提供服务。

在城市和谐运行状态下 ,政府 、企业 、公众三个主

体都围绕着公共设施自动稳定运行 ,三个管理层次之

间维持和谐和统一。当城市运转中某一主体发生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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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则同一层面上的三者能够互相约束 、彼此推动。

下一层次运行不正常 ,信息会自动报到上一级 ,由上一

级管理层下达命令 ,直接推动。由此形成了和谐稳定

的多层次 、多级别城市管理运行体制 。

图 3　“ 1+8+N”系统架构图

2　北京市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功能及

　标准

为保证城市和谐稳定运转 ,需构建城市管

理信息系统 ,并制定一系列系统建设技术标准 。

北京市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建成和投入运

行 ,成为了电子公务 eGBCP理论在城市管理信

息化领域落地的应用案例 ,也为后续出台电子

公务相关的标准提供了借鉴。现就该系统的功

能及标准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

2. 1　服务对象及服务内容

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建成后的服务对象与

服务内容如表 1。

表 1　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服务对象及内容

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市领导与市级

决策部门
提供城市管理的辅助决策支持

市政管委业务

部门

采集市属城市市政管理信息 ,进行任务分派 、协调督
办;对重大问题 、突发公共事件实施专项指挥

城市管理相关

委办局

从市级平台获取与其业务归口的城市管理信息 ,对
下属责任单位的办事情况进行监控;向市级平台提
出城市管理的协同处置申请等

公共服务企业

获取与其专业相关的城市管理信息 ,接受城市管理
处置任务 ,负责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处理 、反馈;向市
级平台提出城市管理协同处置申请等

区级城市管理

部门

转发属区级处理的管理任务 , 接受区级上报的城市
管理任务 ,与区级平台协同处理 、应急联动 ,区级平
台办理情况的反馈信息获取等

监察局 监督城市管理问题的处理情况 ,并进行评价考核

公众 投诉、举报 、意见 、建议的受理 ,办事反馈

2. 2　“ 1+8+N”系统架构

图 2　管理体制与信息化的结合关系

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架构与现有城市管理体制

的结合关系如图 2所示 ,划分为市 、区两级的管理层

次 ,分别简称为 “市级平台 ”与 “区级平台 ”,各专业委

办局各司其职 ,从不同侧面参与城市管理中 ,并对具体

职能进行了分割 。

　　市级平台连接到城八区的区级城市管理平台 ,同

时连接到市属的行业集团以及相关的各专业委办局 ,

即形成了 “1+8+N”的城市管理总体架构。如图 3所

示 。

“ 1”即北京市市级城市管理信息平台 ,负责全市

范围的城市管理呼叫 、传递 、协调处置和监督的统一信

息接入 ,是联系 “条”与 “块”的枢纽和桥梁 。

“ 8”即城市各区的区级城市管理信息平台 ,即所

谓 “块”的信息系统 ,负责属地区域内城市管理问题的

采集 、核实 、分派 、处置 、反馈 、核查和评价 ,并实现与市

级平台的对接。

“N”即指各行业公司业务信息系统及城市管理相

关委办局的业务系统 ,即 “条 ”的信息系统 ,实现与市

级平台的对接 ,负责及时处置从市级平台获得的责任

范围内的城市管理问题 ,并反馈办理情况 。

2. 3　系统功能

2. 3. 1　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主要功能

1)通过划分网格 ,对网格内部件进行普查 ,并登

记造册建库整合 ,实现了对城市建成区的网格化 、编码

化 、数字化动态管理。

　　2)市属各相关委办局和行业单位接入平台后 ,消

除了专业管理孤岛现象 ,梳理了市级与城市管理有关

的各部门及公共服务企业的职责权限和职能分工。

3)在系统建设过程中对条块结合的工作流程进

行了规范 ,体现了市区联动 、政民互动 、政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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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共享 ,资源整合 ,加强日常和应急指挥能力 。

5)依托信息化系统的建设 ,通过梳理城市管理业

务流程 ,从评价对象 、评价主体和方法 、评价内容 、评价

指标等方面较全面加强了监督评价体系。

　　6)建立了与社会公众的多种沟通手段 ,拓展了服

图 4　系统功能层次图

务渠道 ,加强了城市管理

的透明化和公众参与 ,强

化了政府的服务效率和

服务质量。

信息化城市管理系

统功能层次如图 4所示。

2. 3. 2　基础支撑系统

基础支撑系统体系

如下:

1)呼叫系统 。呼叫系统采用统一的呼叫电话号

码和统一的门户网站 ,为公众的服务请求提供业务咨

询 、业务查询 、投诉建议以及业务受理等各项服务。

2)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通过城管通的

定位功能能够实时了解各城管员 、巡查员的动向。各

城管员 、巡查员可通过城管通直接向系统上报采集到

的各类数据信息 。

3)表单系统 。表单系统包括事件处置过程中的

各类业务流转表单。表单的规范化实现了数据的一致

性 、有效性 ,保证了市 、区两级平台以及各委办局专业

业务系统的对接 。

　　4)数据交换平台。数据交换平台通过对不同数

据格式的统一转换实现不同单位之间的对接 ,市 、区两

极平台 、各权属单位以及各委办局之间的数据传输和

数据共享。

5)信息资源数据库。通过固定检测设备 、移动检测

设备 、周期检测设备等不同方式采集得到的信息存入信

息资源数据库 ,经过加工处理为不同的用户提供服务。

图 5　安全体系架构图

　　6)地理信息系统 G IS。基础支撑系统搭建 G IS系

统 ,能够在电子地图上实时查看各事件发生的地理位

置 、分布情况 、周边环境 、地形地貌等空间地理信息 ,也

可以查看城市部件的各类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 。

7)安全保障体系 。安全保障系统的建立是基础

支撑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包括 “保密 ”和 “保护 ”。信

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安全体系架构如图 5所示 。

2. 3. 3　市政业务管理系统

城市运行的综合监管系统针对八个大类的业务建

立专门的子系统 。

1)基础设施资源台帐管理。基础设施资源台帐

对城市运行基础设施进行统一的登记 、维护 、统计和管

理 ,包括基础数据和运营数据。基础设施的生命周期

管理流程如图 6所示 。

图 6　基础设施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图

2)市政综合地下管网管理。市政综合地下管网

的管理主要涉及城市地下管线整体规划 、专项规划 、设

计审批 ,输油气地下管线工程管理 ,重大市政工程管理

三类业务。

3)道路桥梁 。城市道路桥梁管理包含以下功能:

城市道路桥梁报修管理 、维护养护管理 、建设审批管
理 、临时占道(掘路占道 )审批 、附属设施管理 。

4)公用事业行业监管 。以燃气的监管为

例 ,市政综合监管对各公用事业行业的管理包

含的主要功能如图 7所示 。

5)环卫作业。环卫作业管理 ,包括:专业规划

和分期计划 ,卫生检查管理;环卫设施建设管理;

清扫设备管理;道路清扫管理;垃圾渣土处理;尾

气排放、道路降尘。

　　6)扫雪铲冰 。扫雪铲冰管理主要包括责任

区分配 、责任人管理 、机动车管理以及机动车

GPS监控调配 。

—101—

城市管理与科技　2006年　第 8卷　第 3期　　　　　　　　　　　　　　　　　 　　　　　　　　　　　　管理与法制



7)户外广告 。户外广告管理主要包括户外广告

规划 、审批 、监督 、抢险调度 。

图 7　燃气管理系统结构图

图 9　市政指挥中心系统总体架构

　　8)综合整治。城市综合整治包括垃圾分类 、减量 、

无害化处理管理指导;综合整治项目管理;洗车点审批;

小区物业管理监督;小广告处理;脏乱差地点

管理 。

2. 3. 4　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综合管理与服务主要受理公众和城管员

上报的城市管理事件 ,包括以下七大类功能。

1)信息发布。通过网上公布 、短信广播

等方式 ,将城市管理相关政策 、新闻 、城市管

理事件处置情况等各类信息向公众公布。

2)综合查询 。通过地图化的方式查询

地下管线 、地上部件 、城市管理正在发生的动

态事件 、城管员和车辆的巡查情况 、道路视频

监控情况等各类信息 。

3)综合值班。市级平台值班人员进行事件

的受理 、登记、分派等一系列事件处置流程。

图 8　事件协调处置过程图

　　4)协调调度。城市管理协调调度事件处置过程

如图 8所示 。在数据采集阶段 ,系统通过多种手段将

采集到的数据汇总到城市综合监控值班室 。在事件分

派阶段 ,值班室工作人员将事件信息入库 ,并对事件进

行分派 。在事件处置阶段 ,接到事件处置任务的各专

业部门对事件进行处理。在检查反馈阶段 ,各专业部

门将事件处理结果反馈到值班室 ,监管部门对事件处

置过程进行实时监督 ,并由专业巡查对事件的处置结

果进行核查 ,同时将事件处置相关情况在外网门户上

公布。

　　5)监督评价。监督评价系统提供案件办理的结

案率 、警告率 、办理时效等评价指标的配置管理 、打分 、

得分对比等功能 。

6)信息报送 。将市领导较为关心的问题报送给

市领导 ,领导对事件进行批示 ,或对事件的处置过程进

行指示 。

2. 3. 5　指挥中心系统

指挥中心系统总体架构如图 9所示。包括五个部

分:(1)大屏幕显示系统 ,用于在同一窗口综合展示各

类信息 。 (2)视频会议系统 ,用于市领导与各委办局

及权属单位的视频联系 。 (3)视频监控系统 ,用于道

路的监控和巡查车的视频监控。 (4)集成控制台系

统 ,集成各类通讯设备 ,实现一键式呼叫 、信息群发等。

(5)决策会商系统 ,为综合指挥调度提供信息支持。

2. 3. 6　领导决策系统

领导决策系统向市领导展示本单位工作情况 、业

务数据等重要信息 ,为市领导决策提供服务和支持 。

2. 3. 7　应急联动系统

应急联动系统分为六个级别:一级为指挥决策中

心 (市委市政府 );二级为应急指挥分部 (市政管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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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指挥中心 );三级为业务调度中心 (市政管委业务系

统 );四级为分支机构 (各区县市政管理部门 );五级为

处置力量部门(燃气集团 、热力集团 、环卫集团等 );六

级为处置力量编组(业务人员 、配套设备 、车辆等)。

应急联动所需管理的数据包括:基础地形图 、基础

设施分布图 、隐患分布图 、事故分布图 、抢修力量分布

图 、危险源分布图 、权属信息 、预案。

2. 4　系统建设技术标准

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建设需要遵循一定的技术

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 C J /T

213— 2005《城市市政监管信息化单元网格划分与编

码》。定义城市城区 、社区 、网格等地域名称 ,针对单

元网格的划分与编码规则制定标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 C J /T

214— 2005《城市市政监管信息化部件和事件分类与编

码》。定义城市管理部件 、事件 ,确定部件与事件的关

系 ,并针对部件与事件的分类及编码规则制定标准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 C J /T

215— 2005《城市市政监管信息化地理编码》。定义地

理编码 ,明确地点空间数据的基本要求 ,并针对地理编

码规则指定标准 。

4)北京市地方标准 DB 11 /T 310— 2005《城市市

政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要求》。从系统框架 、业务流程 、

数据内容 、数据接口 、数据更新 、网络安全 、系统建设与

验收七个方面对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建设从技术层

面上提出要求。

3　北京市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特点
北京市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建设具备以下特点。

图 10　城市管理模式图

　　1)创新全要素 、全时

段 、全覆盖的和谐城市管

理新模式 。如图 10所示 。

系统围绕提供优质的

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

务 ,通过市区两级政府 、企

业 、公众间的和谐互动开

展城市管理 ,建立以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为依托 ,围绕

“一个目标 ”,抓好 “两条主线” ,调动 “三个主体 ”,实

现 “四个和谐 ”的城市管理和谐模式。一个目标:即全

天候 、全方位 、高效率地提供优质城市公共管理与服

务 。两条主线:即以区域的网格化管理与行业的网络

化管理推动信息化城市管理体系的建立 ,抓好两条主

线的结合 ,加强条块协调与联动。三个主体:即政府 、

公共服务企业 、市民三个主体 , “政府监督协调 、企业

规范运作 、市民广泛参与 ”,以民为本 ,三者和谐互动

开展城市管理。四个和谐:即通过政民和谐 、政企和

谐 、企业与市民和谐这三个和谐 ,达到社会全面和谐 。

2)整合资源 ,建立数字化城市公共设施台帐。以

实现 “职责清 、数据准 、情况明 ”为目标 ,以新颁布的地

方标准为依据 ,对各类公共设施部件进行普查 ,统一录

入数据库 ,并通过市级平台进行整合 。

3)区域管理网格化 、专业管理网络化 ,建立了信

息整合 、条块联动的雏形 ,推动建立长效机制。信息化

城市管理系统与北京市八个区级平台 、相关的委办局 、

公共服务企业实现对接 ,围绕城市管理公共部件 、事件

处置的完整闭环 ,实现专业管理的网络化 。

4)充分利用现代信息 、通讯技术建设高效政府。

信息化城市管理广泛应用网络技术 、3S(G IS、GPS、

RS)技术 、移动技术等先进技术 ,第一时间现场发现并

高效处理问题 、敏捷反应。信息 、通讯技术进一步推动

流程规范和再造 ,信息畅达 、流程公开 、多元信息良性

互动。

5)系统建设重塑城市管理机制。系统理顺条块

关系 、提高政府综合协调与管理能力及运行效率 ,建立

公开 、透明 、充分回应公众需求 、全面接受市民监督的

城市管理新机制 。

4　下一步构想
北京市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初步建成 ,在北京

市初步形成了一个区域管理网格化 、专业管理网络化 、

管理台帐数字化 、管理流程规范化 、数据动态整合化 、

决策透明科学化 、公众参与监督制度化的信息化城市

管理体系 ,为推动城市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以及从粗

放管制型政府向科学 、高效 、透明 、责任 、充分回应公众

需求 、全面接受公众监督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创造了

良好条件 ,但系统仍需在运行中持续改进和完善。

将电子公务 eGBCP模式真正落到实处绝不仅仅

是一个信息系统的建设就可以完成的 ,因为信息化只

是一个手段 ,管理才是落脚点。城市管理的信息化工

作通过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 ,最终还是要推动城市管

理的变革 ,推动城市管理模式的创新。下一步工作拟

从深化业务梳理 ,完善现有系统功能;解决条块结合 ,调

动规范企业行为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建设城市管理数

据库和相关应用 ,服务奥运;加强精确采集移动终端应

用 ,满足业务移动处理需要;深化行业管理市区两级一

体化 ,促进管理重心向下延伸到街道 、社区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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