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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政府间合作建设新城和示范区是响应国家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重要措施之一，中新济南生态智慧城项目即是这一模式下
的重要成果。借鉴新加坡城市建设的先进理念与技术，结合我
国城市发展实际情况和经验，研究形成一套综合的、可操作的、
因地制宜的城市建设方案，值得国内其他城市参考。

（一）构建生态技术指标体系
      指导城市规划建设实施

1.背景介绍
中新济南生态智慧城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在新型城镇

化建设领域的又一重大合作项目。智慧城将致力于建设成为“环
境友好、产居融合”的生态、智慧社区，为新常态下中国其他同类
地区的城镇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项目总占地约 8000 亩，总建
筑面积约 860 万平方米，其中智慧园区规划建筑面积约 120 万
平方米，智慧社区居住规划建筑面积约 740 万平方米。

2. 解决方案
中新济南生态智慧城认真总结国内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的经

验和不足，借鉴新加坡、韩国等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因地
制宜，以注重人的体验、兼顾多方利益、市场机制可行为主要亮点，
围绕“生态环境、绿色体验、生态设施、智慧环境、智慧体验、智慧
联动”六个方面，对生态和智慧技术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梳理，确
定了 68 项生态、智慧技术指标，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技术应用导

一、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与功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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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指标体系和导则将作为智慧城规划建设的依据性文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生态环境

植物选择 1 本地植物指数 ≥ 0.7

水域环境
2 地表水Ⅳ类水体水质达标率 100%

3 生态堤岸及水系面积占规划区总面积的比例 8%

山体修复 4 山体生态修复面积比例 7年内 80%

绿色体验

紧凑混合
5 拥有混合使用功能的街坊比例 ≥ 50%

6
450 米范围内可达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小学、幼
托、社区公园等）的比例

≥ 80%

安全舒适

7 直饮水系统覆盖率 100%

8 龙头水达标率 100%

9 噪声达标率 100%

10 户式新风净化系统普及率 100%

绿色视野

11 绿地率 ≥ 30%

12 绿化覆盖率 ≥ 50%

13 植物群落垂直层次 ≥ 5

14 建筑物或构筑物项目特色绿化覆盖率 30%

15 二级地块景观系统与生态廊道的连接点 ≥ 1

绿色建筑

16 一星级及以上 100%

17 二星级及以上 ≥ 30%

18 2 年内绿色建筑开工规模 ≥ 100 万平米

绿色交通

19 社区绿色出行比例 ≥ 65%

20 三块板以上主干道 100%

21 自行车道、步行道连通性 100%

22 社区公共充电站 1

23 公共停车场预留充电桩设施的车位比例 ≥ 10%

24 小区预留充电桩设施的车位比例 ≥ 20%

25 小区自行车租赁站点 1

生态设施

产业生态 26 高耗能、高排放工业项目 0

资源利用

27 社区供热结构优化 有

28 应用可再生能源建筑比例 ≥ 60%

29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建筑比例 100%

30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 20%

31 景观环境用水采用非传统水源的比例 100%

32 社区绿化杂用水采用非传统水源的比例 100%

33 雨水径流综合控制率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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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生态设施 固废管理

34 生活垃圾规范收集率 100%

35 社区生活垃圾资源化服务中心 有

36 生活垃圾密闭式运输率 100%

3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100%

智慧环境

宽带网路

38 光纤入户率 100%

39 互联网平均速率
入楼≥ 1万 Mbps
入户≥ 1千 Mbps

40 公共区域无线局域网覆盖率 100%

41 社区数据中心 IDC 有

数据接口

42 公建公共区域每 100 平米 TD 接口 ≥ 1

43 设备机房 TD 接口 ≥ 1

44 住宅智能家居控制箱 TD 接口 ≥ 1

45 慢行系统 TD 接口 1/km

多网融合 46 各功能合并为社区物业网 100%

智慧体验

智慧功能

47 住宅智能家居功能覆盖率 100%

48 紧急呼救 有

49 直饮水水质监测 有

50 家居空气质量监测 有

51 智能手机专用支持 ≥ 60%

52 智能停车 有

53 一卡通服务 有

54 信息发布与信息查询 有

55 安防 有

56 建筑设备智能监控 有

57
社区热环境、噪声环境、光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

有

58 固体废弃物监测 有

智慧保障

59 信息共享协议签订率 100%

60 设备产品与 TCP/IP 通讯协议的兼容率 100%

61 完善的运营管理制度 有

62 唯一的运营管理平台 有

智慧联动

城市感知

63 消防、安防与城市的接口 有

64 社区能耗计量与城市的接口 有

65 城市环境与社区环境数据的接口 有

公共服务
66

医疗、社保、教育、就业、交通、租售房产、
人口等与城市的接口

有

67 便民、利民网点 O2O 支持率 ≥ 95%

智慧产业 68 智慧产业规划与创新投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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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情况

生态城建设过程突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突出人的主观感
受和体验，并以此为特色，打造社区魅力，从而吸引商业投资，激
发社区经济活力，实现利益相关方、社区、经济等综合效益的最大
化。

(1) 关注多方利益

通过选择适度的生态技术和相对领先的智慧技术，构建中新
济南智慧城完整的生态智慧指标体系，并按此指标体系约束和引
导一、二级开发行为，使建成后的社区生态宜居、高效便捷，能获
得各级政府、社区居民、入驻企业的广泛认同。

(2) 关注公众体验

以社区的建设者、使用者和管理者的体验为核心，将绿色视
野、安全舒适、智慧功能等亮点技术融入到项目中去，并不断发展
为以人为本的社区。

(3) 关注经济效益

以良好的社区生态环境和高品质体验吸引人气和人才，以高
效便捷的智慧基础设施和系统吸引产业投资，使投资者、运营方
都能取得良好的收益，社区经济蓬勃，促进社区进入良性和可持
续发展的轨道。

3. 项目实施及成效
项目从 2015 年开展规划设计，2016 年开始一期建设，整体

建设按照规划导则的指标体系进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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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智慧系统建设方面，社区开发建设特点鲜明：
(1) 硬件少，建立社区 IDC（数据中心），消除以建筑为单位的

控制机房，建立社区物业服务网，消除大量的智能化子系统，一方
面减少初期建设投资，另一方面能兼容未来功能的发展需求；

(2) 强调互动，人和建筑都成为社区的传感器，有序数据信息
比例极大增加，大数据的价值能够深度挖掘，为运营获利打下基
础；

(3) 使用相对成熟的运营手段（政务、广告等信息发布），融入
社区综合运营管理平台，创造直接的价值点。

目前，互联网企业和创新企业积极与开发企业协作，形成了
较好的良性互动，深入推进智慧社区的建设和运营。

4. 总结与思考
我国智慧城市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优异的成绩。中新

济南生态智慧城结合自身特点，借鉴国际经验，因地制宜建立了
一套完整的生态智慧指标体系，推动低碳生态智慧城市各项工作
全方位开展。未来智慧城市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开启城市智慧道
路，还需要根据当地资源环境、人文生态、基础设施特点，有引导，
有约束，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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