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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社会治理

现代化改革稳步迈进 

 

随着世界步入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显著

特点的发展新时期， “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

物智能”已成为网络空间乃至现实领域社会发展的重

要趋势，社会治理也迎来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革创

新的发展浪潮。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智慧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各地广泛运用创新技术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社会治理

过程中基层负担重、程序繁琐、流程时间长等问题得

到明显改善。转型后的社会治理体系不仅是对传统治

理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更是从底层逻

辑对社会治理提供了“智慧化”全新赋能。社会治理

智慧化改革体现了我国“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

人民”的体制机制优势，也将是我国城乡社会治理步

入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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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化转型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趋势

二、中国智慧化社会治理改革的创新成果丰富

（1）创新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2）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

（3）建设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三、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仍有广阔空间

（1）实际需求出发，搭建更加

（2）消弭数字鸿沟，搭建协同高效的智慧治理体系

（3）统一数据标准，搭建安全可靠的智慧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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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稳步迈进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数字化、智能化

迅速发展，“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已成为网络空间乃至现实领域社会发展的重要

趋势，社会治理也迎来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革创新的发展浪潮。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智慧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各地广泛运用创新技术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负担重、程序繁琐、流程时间长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转型后的社会治理体系

不仅仅是对传统治理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更是从底层逻辑对社会治理提供了“智慧

化”全新赋能。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体现了我国“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体制机制优

势，也将是我国城乡社会治理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趋势。

一、智慧化转型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趋势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是数字化改革探索落地的首要方向之

字化转型，与促进数字产业化创新发展和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经济社会建设的

主线任务。 

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我国社会治理开始向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的方向稳步推进。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

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出了要在社会治理改革过程中加强运用“智能”手段。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首次将科技支撑列为完善

念。随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确立为“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指向之一，意味着在接下来很长一

段时期内数字化智能化社会治理将步入改革“深水区”。

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内涵丰富。根据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

研究中心主任文宏教授的定义，中国治理体系下的智慧治理，是依托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协同，共同降低公共事务成

本、提高公共事务效率、优化公共事务体验的持续状态和过程。

随着ICT（信息与通信技术）、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手段日益成熟，互联

网络、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广泛落地，社会治理的手段与疆界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政府

部门在线上就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服务，实现更加智慧、高效治理水平。国家信

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就提出

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稳步迈进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显著特点的发展新时期，随着新技术革命的

迅速发展，“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已成为网络空间乃至现实领域社会发展的重要

趋势，社会治理也迎来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革创新的发展浪潮。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智慧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各地广泛运用创新技术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负担重、程序繁琐、流程时间长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转型后的社会治理体系

不仅仅是对传统治理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更是从底层逻辑对社会治理提供了“智慧

化”全新赋能。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体现了我国“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体制机制优

势，也将是我国城乡社会治理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趋势。 

智慧化转型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趋势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是数字化改革探索落地的首要方向之

字化转型，与促进数字产业化创新发展和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经济社会建设的

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我国社会治理开始向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的方向稳步推进。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

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出了要在社会治理改革过程中加强运用“智能”手段。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首次将科技支撑列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理

念。随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确立为“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指向之一，意味着在接下来很长一

段时期内数字化智能化社会治理将步入改革“深水区”。 

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内涵丰富。根据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

研究中心主任文宏教授的定义，中国治理体系下的智慧治理，是依托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协同，共同降低公共事务成

提高公共事务效率、优化公共事务体验的持续状态和过程。 

（信息与通信技术）、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手段日益成熟，互联

基站、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广泛落地，社会治理的手段与疆界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政府

部门在线上就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服务，实现更加智慧、高效治理水平。国家信

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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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为显著特点的发展新时期，随着新技术革命的

迅速发展，“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已成为网络空间乃至现实领域社会发展的重要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智慧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各地广泛运用创新技术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负担重、程序繁琐、流程时间长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转型后的社会治理体系

不仅仅是对传统治理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更是从底层逻辑对社会治理提供了“智慧

化”全新赋能。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体现了我国“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体制机制优

智慧化转型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趋势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是数字化改革探索落地的首要方向之一。推动社会治理数

字化转型，与促进数字产业化创新发展和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经济社会建设的

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我国社会治理开始向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的方向稳步推进。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

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出了要在社会治理改革过程中加强运用“智能”手段。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理

念。随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确立为“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指向之一，意味着在接下来很长一

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内涵丰富。根据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

研究中心主任文宏教授的定义，中国治理体系下的智慧治理，是依托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协同，共同降低公共事务成

（信息与通信技术）、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手段日益成熟，互联

基站、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广泛落地，社会治理的手段与疆界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政府

部门在线上就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服务，实现更加智慧、高效治理水平。国家信

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就提出,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



 

对城市演变的影响，本质上就是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重塑、再造。随

着智慧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线下的物理社会和线上的网络社会高度地交织在一起。

社会治理技术赋能的体现可以归纳为“五个

数据+、人工智能+（AI+）、移动通信

将形成一个对各领域，全民性、全时段、全要素和全流程的覆盖，驱动智慧城市和社会变得更加人

性化、智能化、便捷化。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社会面人口流动更加活跃，人际社会经济关系愈发复杂，民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标准也越来越高，社会治理体系更需要通过“智慧化”的科技手段为基层治理赋

能，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提高治理效率，畅通居民办事、交流、反映的渠道，保障社会机制

高效有序运行。近年来，我们看到“一码通办”让城市居民办事更加便捷，“健康码”让疫情流调

管理更加高效，“智慧交通”支持居民出行更加智能，社会治理转型正在平稳深入推进，有序实现

更高层面的“智慧化”水平成为全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二、中国智慧化社会治理改革的创新成果丰富

2018年以来，《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印发，国家级政务

全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初步实现，当下我国社会治理

2022年4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的指导意见》，特别指出数字政府建设关键不在

是目的，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本源。数字政府建设，不是简单将原有政府业务

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应用，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促进政府决

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指导意见》的落

字化”向“智慧化”改革进一步深入。

社会治理智慧化，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中国之治”引入新范式、创造新工具、构建新

模式，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服务体系。从全国各地开展的智慧化社会治理创新领

域来看，主要包括创新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建设立体化

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各个方面。在这些领域，各地地方政府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形

成了初步的创新建设成果。 

（1）创新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对城市演变的影响，本质上就是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重塑、再造。随

，线下的物理社会和线上的网络社会高度地交织在一起。

社会治理技术赋能的体现可以归纳为“五个+”和“五个驱动”。“五个

）、移动通信+（现在是5G+），以及区块链+。单志广强调，这

将形成一个对各领域，全民性、全时段、全要素和全流程的覆盖，驱动智慧城市和社会变得更加人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社会面人口流动更加活跃，人际社会经济关系愈发复杂，民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标准也越来越高，社会治理体系更需要通过“智慧化”的科技手段为基层治理赋

，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提高治理效率，畅通居民办事、交流、反映的渠道，保障社会机制

高效有序运行。近年来，我们看到“一码通办”让城市居民办事更加便捷，“健康码”让疫情流调

管理更加高效，“智慧交通”支持居民出行更加智能，社会治理转型正在平稳深入推进，有序实现

更高层面的“智慧化”水平成为全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中国智慧化社会治理改革的创新成果丰富 

年以来，《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

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印发，国家级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上线运行，

初步实现，当下我国社会治理“数字化”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的指导意见》，特别指出数字政府建设关键不在“数字”，而在于“治理

是目的，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本源。数字政府建设，不是简单将原有政府业务

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应用，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促进政府决

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指导意见》的落地，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由

改革进一步深入。 

社会治理智慧化，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中国之治”引入新范式、创造新工具、构建新

模式，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服务体系。从全国各地开展的智慧化社会治理创新领

域来看，主要包括创新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建设立体化

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各个方面。在这些领域，各地地方政府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形

）创新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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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演变的影响，本质上就是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重塑、再造。随

，线下的物理社会和线上的网络社会高度地交织在一起。 

五个+”就是互联网+、大

。单志广强调，这“五个+”

将形成一个对各领域，全民性、全时段、全要素和全流程的覆盖，驱动智慧城市和社会变得更加人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社会面人口流动更加活跃，人际社会经济关系愈发复杂，民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标准也越来越高，社会治理体系更需要通过“智慧化”的科技手段为基层治理赋

，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提高治理效率，畅通居民办事、交流、反映的渠道，保障社会机制

高效有序运行。近年来，我们看到“一码通办”让城市居民办事更加便捷，“健康码”让疫情流调

管理更加高效，“智慧交通”支持居民出行更加智能，社会治理转型正在平稳深入推进，有序实现

年以来，《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

服务平台实现上线运行，

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

治理”，数字是手段，治理

是目的，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本源。数字政府建设，不是简单将原有政府业务“上网”，

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应用，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促进政府决

地，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由“数

社会治理智慧化，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中国之治”引入新范式、创造新工具、构建新

模式，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服务体系。从全国各地开展的智慧化社会治理创新领

域来看，主要包括创新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建设立体化

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各个方面。在这些领域，各地地方政府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形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特色制度安排，也是基层社会治理高效、有序、

和谐的优势所在。随着新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基层社

区管理、城乡社会服务中开始广泛应用，与基层群众自治的现有资源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独具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近年来，全国各地政府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具体包括加快打造

智慧社区，整合民政、卫健、住建、应急、综治、执法等部门系统基层入口，构建网格化管理、精

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治理平台等等

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帮助市民在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实现了社会治理与居民自

治良性的互动。 

2021年9月29日，中央网信办等八部门联合公布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名单，确定了

综合基地和82家特色基地，其中就包括

理试验基地（社区治理）之一。 

长期以来，禅城在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化领域开展了较多的创新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社会治理改

革经验，具有较高的示范性意义。围绕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难点，禅城区创新推出了“智慧

网格”治理方法，实现“多格合一、多事合一、多员合一、多

分的业务网格整合成一个生态网格，依法依规开展

系统，社区专职网格员只需将相关情况上传平台，区智慧社会治理中心就可以利用城市大脑融合通

信的功能，迅速协调相应资源，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基于禅城在智慧社会治理领域探索的优秀实践，禅城区被国家信息中心评为“

慧城区”，相关案例被工信部评为

（2）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

近年来，政府部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在社会治理

层面，各地政府也积极探索，搭建“一网通办”“跨省通办”“一网统管”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

促进政务服务更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2015年，《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拉开了全国数字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广泛推进的序

幕。2018年，《进一步深化“互联网

案的通知》和《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初步确定了全国政务服

务的数字化平台建设标准。2020年，《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特色制度安排，也是基层社会治理高效、有序、

和谐的优势所在。随着新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基层社

区管理、城乡社会服务中开始广泛应用，与基层群众自治的现有资源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独具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近年来，全国各地政府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具体包括加快打造

智慧社区，整合民政、卫健、住建、应急、综治、执法等部门系统基层入口，构建网格化管理、精

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治理平台等等。基层治理平台大多广泛整合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帮助市民在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实现了社会治理与居民自

日，中央网信办等八部门联合公布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名单，确定了

家特色基地，其中就包括10家社区治理基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是国家智能社会治

 

长期以来，禅城在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化领域开展了较多的创新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社会治理改

革经验，具有较高的示范性意义。围绕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难点，禅城区创新推出了“智慧

网格”治理方法，实现“多格合一、多事合一、多员合一、多APP合一”，把原来

分的业务网格整合成一个生态网格，依法依规开展“一机一表一次”综合巡查。基于智慧化的平台

系统，社区专职网格员只需将相关情况上传平台，区智慧社会治理中心就可以利用城市大脑融合通

信的功能，迅速协调相应资源，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基于禅城在智慧社会治理领域探索的优秀实践，禅城区被国家信息中心评为“

，相关案例被工信部评为“2021年数字政府全国二十佳优秀案例”

）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 

近年来，政府部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在社会治理

层面，各地政府也积极探索，搭建“一网通办”“跨省通办”“一网统管”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

促进政务服务更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拉开了全国数字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广泛推进的序

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

案的通知》和《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初步确定了全国政务服

年，《国家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正式出台，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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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特色制度安排，也是基层社会治理高效、有序、

和谐的优势所在。随着新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基层社

区管理、城乡社会服务中开始广泛应用，与基层群众自治的现有资源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独具中

近年来，全国各地政府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具体包括加快打造

智慧社区，整合民政、卫健、住建、应急、综治、执法等部门系统基层入口，构建网格化管理、精

。基层治理平台大多广泛整合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帮助市民在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实现了社会治理与居民自

日，中央网信办等八部门联合公布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名单，确定了10家

家社区治理基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是国家智能社会治

长期以来，禅城在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化领域开展了较多的创新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社会治理改

革经验，具有较高的示范性意义。围绕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难点，禅城区创新推出了“智慧化生态

，把原来13个执法部门划

综合巡查。基于智慧化的平台

系统，社区专职网格员只需将相关情况上传平台，区智慧社会治理中心就可以利用城市大脑融合通

基于禅城在智慧社会治理领域探索的优秀实践，禅城区被国家信息中心评为“2021中国领军智

”。 

近年来，政府部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在社会治理

层面，各地政府也积极探索，搭建“一网通办”“跨省通办”“一网统管”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拉开了全国数字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广泛推进的序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和《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初步确定了全国政务服

国家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正式出台，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标准进一步细化，全国各地也基本完成了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的初步建设。

在浙江省，跨部门协同闭环管理平台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落地，“浙里办”

线为群众提供更广泛的办事咨询投诉的渠道；在上海，政务服务的

事项，“一网统管”实现对城市防汛、交通、防疫等治理工作全面智慧化管理；广东推出

汇聚1500多项高频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拓商机、招人才和粤商码等综合功能体系

务的全面转型，为群众办事、城市管理、政府办公构建起了一个个协同高效的数

实现了公共服务与行政审批的广泛“智慧化”与“高效化”。

（3）建设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2021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

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其中建设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首要内容。《规划》

提出，要深化公共安全视频图像建设联网，加快图像识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在圈层查控、单元防控、要素管控等治安防控领域中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

协同性、精准性。 

随着人工智能算法走向成熟，机器视觉等新兴技术迅速在智能治安防控领域广泛应用，视频监

控、防盗报警、人脸识别等细分领域步入智能化时代。早在

体系建设的意见》就提出，将社会治安防控信息化纳入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各地社会治安治理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快速推进。

近年来，在新技术快速更迭的大背景下，智慧化成为社会治安防控发展的主流变革方向，平安

城市、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也显示出社会治安防控智慧化转型的重要趋势。根据

公安部行业主管机构支持，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编制的《中国安全防范行业年鉴》，

年中国安防行业总产值为8510亿元，同比增长

额持续攀升，而安防摄像头等硬件产品市场增速放缓，显示我国社会安全治理体系正在由前期硬件

体系的搭建向运用人工智能、数据运维、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新型社会安全治理体系

了初步的创新建设成果。 

三、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仍有广阔空间

近年来，全国各地智慧化社会治理已经产生了显著积极的社会效益，可以预见，未来社会治理

智慧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推动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随着前期各地社会

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建设

标准进一步细化，全国各地也基本完成了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的初步建设。

在浙江省，跨部门协同闭环管理平台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落地，“浙里办”

线为群众提供更广泛的办事咨询投诉的渠道；在上海，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

实现对城市防汛、交通、防疫等治理工作全面智慧化管理；广东推出

一网通办”，“粤商通”构建涵盖办业务、找政策、提诉求、筹资金、

拓商机、招人才和粤商码等综合功能体系……各地运用数字化智慧化的创新手段，推动政府公共服

务的全面转型，为群众办事、城市管理、政府办公构建起了一个个协同高效的数

实现了公共服务与行政审批的广泛“智慧化”与“高效化”。 

）建设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要构筑

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其中建设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首要内容。《规划》

全视频图像建设联网，加快图像识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在圈层查控、单元防控、要素管控等治安防控领域中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

随着人工智能算法走向成熟，机器视觉等新兴技术迅速在智能治安防控领域广泛应用，视频监

控、防盗报警、人脸识别等细分领域步入智能化时代。早在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的意见》就提出，将社会治安防控信息化纳入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各地社会治安治理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快速推进。 

近年来，在新技术快速更迭的大背景下，智慧化成为社会治安防控发展的主流变革方向，平安

城市、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也显示出社会治安防控智慧化转型的重要趋势。根据

公安部行业主管机构支持，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编制的《中国安全防范行业年鉴》，

亿元，同比增长2.9%。与2019年相比，安防运维服务和工程市场的份

额持续攀升，而安防摄像头等硬件产品市场增速放缓，显示我国社会安全治理体系正在由前期硬件

体系的搭建向运用人工智能、数据运维、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新型社会安全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仍有广阔空间 

近年来，全国各地智慧化社会治理已经产生了显著积极的社会效益，可以预见，未来社会治理

智慧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推动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随着前期各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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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见》，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建设

标准进一步细化，全国各地也基本完成了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的初步建设。 

在浙江省，跨部门协同闭环管理平台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落地，“浙里办”APP上

一网通办”接入2340多个服务

实现对城市防汛、交通、防疫等治理工作全面智慧化管理；广东推出“粤省事”，

构建涵盖办业务、找政策、提诉求、筹资金、

各地运用数字化智慧化的创新手段，推动政府公共服

务的全面转型，为群众办事、城市管理、政府办公构建起了一个个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

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要构筑

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其中建设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首要内容。《规划》

全视频图像建设联网，加快图像识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在圈层查控、单元防控、要素管控等治安防控领域中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

随着人工智能算法走向成熟，机器视觉等新兴技术迅速在智能治安防控领域广泛应用，视频监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的意见》就提出，将社会治安防控信息化纳入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各地社会治安治理

近年来，在新技术快速更迭的大背景下，智慧化成为社会治安防控发展的主流变革方向，平安

城市、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也显示出社会治安防控智慧化转型的重要趋势。根据

公安部行业主管机构支持，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编制的《中国安全防范行业年鉴》，2020

年相比，安防运维服务和工程市场的份

额持续攀升，而安防摄像头等硬件产品市场增速放缓，显示我国社会安全治理体系正在由前期硬件

体系的搭建向运用人工智能、数据运维、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新型社会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升级。形成

近年来，全国各地智慧化社会治理已经产生了显著积极的社会效益，可以预见，未来社会治理

智慧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推动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随着前期各地社会



 

治理创新实践广泛推进，不少先进经验及成果值得进一步推广，相关的问题和不足也应当予以规避

和完善。 

（1）实际需求出发，搭建更加

智能化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促进了信息的互通共享

步扩大社会的数字鸿沟，成为部分社会人群获

不仅仅是运用技术手段，把现有流程“硬搬”到线上，而是要从社会居民的实际需求与实际困难出

发，真正解决民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通现有社会治理的“难点”“堵点”，让智慧化社会治

理体系不仅仅实现“能用、可用”，更要“好用、易用”，从而大众“多用、勤用”。

针对智慧治理、智慧城市改革建设的下一步方向，单志广表示，智慧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到要以

效益和效果为导向的深水区，需要重新思考智慧城市和智慧治理到底是为了谁，到底应该怎么做。

智慧城市在未来要更加尊重治理对象，包括治理载体

体和智能体来看待。 

（2）消弭数字鸿沟，搭建协同高效的智慧治理体系

智慧化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化过程，离不开社会治理各部门、各区域、各层级的广泛配合。当

下各地存在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度不高、数据采集覆盖面有限、各部门间数据沟通程度不足等

问题，特别是城乡地区数据仍未打通，乡镇地区社会治理智慧化程度不高，还未能形成城乡一体化

协同治理的全面体系。 

推动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向农村乡镇地区渗透，将有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更好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在搭建农村地区的数字治理体系方面，欧美

AURORAL（面向智慧社区与农村地区规模化应用的统一区域与开放数字生态架构）项目，聚焦于促

进数据互联互通，克服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支撑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以互联互通与

数字化转型手段为农村地区发展带去更多潜力。

我国社会治理智慧化的下一步改革可围绕农村、乡镇地区等地区的数字化改革开展策划研究，

加快各部门、各地区、城乡间的数据整理、数据共享、数据应用工作，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

流通、交易相关制度，构建社会治理数据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体化智慧化基础设施。

（3）统一数据标准，搭建安全可靠的智慧治理体系

治理创新实践广泛推进，不少先进经验及成果值得进一步推广，相关的问题和不足也应当予以规避

）实际需求出发，搭建更加“智慧”的社会治理体系 

智能化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促进了信息的互通共享

步扩大社会的数字鸿沟，成为部分社会人群获得社会服务的阻碍。社会治理的改革强调“智慧化”，

不仅仅是运用技术手段，把现有流程“硬搬”到线上，而是要从社会居民的实际需求与实际困难出

发，真正解决民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通现有社会治理的“难点”“堵点”，让智慧化社会治

理体系不仅仅实现“能用、可用”，更要“好用、易用”，从而大众“多用、勤用”。

针对智慧治理、智慧城市改革建设的下一步方向，单志广表示，智慧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到要以

效益和效果为导向的深水区，需要重新思考智慧城市和智慧治理到底是为了谁，到底应该怎么做。

智慧城市在未来要更加尊重治理对象，包括治理载体的发展规律，即需要把城市当作生命体、有机

）消弭数字鸿沟，搭建协同高效的智慧治理体系 

智慧化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化过程，离不开社会治理各部门、各区域、各层级的广泛配合。当

下各地存在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度不高、数据采集覆盖面有限、各部门间数据沟通程度不足等

问题，特别是城乡地区数据仍未打通，乡镇地区社会治理智慧化程度不高，还未能形成城乡一体化

推动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向农村乡镇地区渗透，将有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更好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在搭建农村地区的数字治理体系方面，欧美国家实践较为靠前，欧盟于

（面向智慧社区与农村地区规模化应用的统一区域与开放数字生态架构）项目，聚焦于促

进数据互联互通，克服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支撑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以互联互通与

数字化转型手段为农村地区发展带去更多潜力。 

我国社会治理智慧化的下一步改革可围绕农村、乡镇地区等地区的数字化改革开展策划研究，

加快各部门、各地区、城乡间的数据整理、数据共享、数据应用工作，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

流通、交易相关制度，构建社会治理数据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体化智慧化基础设施。

）统一数据标准，搭建安全可靠的智慧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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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创新实践广泛推进，不少先进经验及成果值得进一步推广，相关的问题和不足也应当予以规避

智能化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促进了信息的互通共享；另一方面也可能进一

得社会服务的阻碍。社会治理的改革强调“智慧化”，

不仅仅是运用技术手段，把现有流程“硬搬”到线上，而是要从社会居民的实际需求与实际困难出

发，真正解决民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通现有社会治理的“难点”“堵点”，让智慧化社会治

理体系不仅仅实现“能用、可用”，更要“好用、易用”，从而大众“多用、勤用”。 

针对智慧治理、智慧城市改革建设的下一步方向，单志广表示，智慧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到要以

效益和效果为导向的深水区，需要重新思考智慧城市和智慧治理到底是为了谁，到底应该怎么做。

的发展规律，即需要把城市当作生命体、有机

智慧化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化过程，离不开社会治理各部门、各区域、各层级的广泛配合。当

下各地存在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度不高、数据采集覆盖面有限、各部门间数据沟通程度不足等

问题，特别是城乡地区数据仍未打通，乡镇地区社会治理智慧化程度不高，还未能形成城乡一体化

推动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向农村乡镇地区渗透，将有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更好推动城乡融

国家实践较为靠前，欧盟于2021年1月启动了

（面向智慧社区与农村地区规模化应用的统一区域与开放数字生态架构）项目，聚焦于促

进数据互联互通，克服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支撑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以互联互通与

我国社会治理智慧化的下一步改革可围绕农村、乡镇地区等地区的数字化改革开展策划研究，

加快各部门、各地区、城乡间的数据整理、数据共享、数据应用工作，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

流通、交易相关制度，构建社会治理数据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体化智慧化基础设施。 



 

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依赖数据开放共享，这一过程中涉及部门多、应用范围广、协调难度大、

相关事务杂，不少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建设标准不统一、数据存储格式不规范、系统接口制式不一，

造成危害公民隐私、数据安全的隐患。在数据安全管理机制方面，应紧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

据安全法》的规定要求，进一步明确相关数据的提供、使用、管理、监管等各方的职责权限，实现

社会治理数据共用、功能共享、系统共建的同时，共同保障数据安全，维护系统稳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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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务杂，不少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建设标准不统一、数据存储格式不规范、系统接口制式不一，

造成危害公民隐私、数据安全的隐患。在数据安全管理机制方面，应紧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

据安全法》的规定要求，进一步明确相关数据的提供、使用、管理、监管等各方的职责权限，实现

社会治理数据共用、功能共享、系统共建的同时，共同保障数据安全，维护系统稳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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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智慧化改革依赖数据开放共享，这一过程中涉及部门多、应用范围广、协调难度大、

相关事务杂，不少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建设标准不统一、数据存储格式不规范、系统接口制式不一，

造成危害公民隐私、数据安全的隐患。在数据安全管理机制方面，应紧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

据安全法》的规定要求，进一步明确相关数据的提供、使用、管理、监管等各方的职责权限，实现

社会治理数据共用、功能共享、系统共建的同时，共同保障数据安全，维护系统稳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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