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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

沪建交[2012]1204号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关于批准《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

技术规范》为上海市工程

建设规范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上海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主编的《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

系统技术规范》,经市建设交通委科技委技术审查和我委审核,现
批准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统一编号为 DG/TJ08-2115-
2012,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负责管理、上海市数

字化城市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二曫一二年十一月五日



前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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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参考相关行业和国家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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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时,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给上海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地址:上海市宛平南路 75 号;邮编:

200032),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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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编 单 位: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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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人员:刘贤明暋黄韶晔暋唐定富暋袁暋钢暋张暋民

白燕峰暋易志华暋王律恒暋刘行国暋周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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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总暋则

1灡0灡1暋为促进本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提高城市管理和公共

服务水平,实现资源的整合和共享,规范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制定本规范。

1灡0灡2暋本规范适用于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实
施、运行、维护和管理。

1灡0灡3暋本市各专业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在技术条件相同时也可

按本规范执行。

1灡0灡4暋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

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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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术暋语

2灡0灡1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 citygridmanagementinfor灢
mationsystem

以现有的管理体制机制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基

于计算机软件硬件、网络环境,集成基础地理空间、网格和部件等

多种数据资源,通过多部门信息共享、协同工作,实现对城市管理

部件和事件的动态监管、处置、统计和分析等功能的一种计算机

应用系统。

2灡0灡2暋单元网格basicmanagementgrid
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基本管理单元,是基于城市大比例尺地形

数据,按照一定原则划分的、边界清晰的多边形实地区域(面积约

为10000平方米)。

2灡0灡3暋责任网格dutygrid
每个监督员负责巡查的单元网格的集合。

2灡0灡4暋城市管理部件 managementcomponent
城市管理公共区域范围内的各类城市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市

政工程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简称部件。

2灡0灡5暋城市管理事件 managementevent
人为或自然因素导致市容环境和管理秩序受到影响或破坏

的现象和行为,简称事件。

2灡0灡6暋城市管理问题 managementproblem
由监督员上报或公众反映的城市管理部件丢失、损坏问题和

城市管理事件问题的统称。

2灡0灡7暋城市管理案件 management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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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处置的城市管理问题,简称案件。

2灡0灡8暋监督员supervisingperson
在责任范围内巡查、上报案件,以及对案件状况进行核实、核

查的专门人员。

2灡0灡9暋手持无线终端 mobiledevice
供监督员使用,具有照相、录音、通话和数据通信等功能,安

装有网格化管理专用软件,实现城市管理问题信息上报、核实核

查任务接收的手持无线通信设备。

2灡0灡10暋市级监管中心city灢levelsupervisionandmanagementcen灢
ter

承担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统一规划、技术规范的

统一编制、编码体系的统一制定和基础数据的统一管理的工作

部门。

2灡0灡11暋监督中心supervisioncenter
承担城市网格化管理中问题信息收集、问题立案和案件结案

等职能的工作部门。

2灡0灡12暋指挥中心directioncenter
承担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处置单位协调、处置任务派遣、处置

过程监督等职能的工作部门。

2灡0灡13暋处置单位responsibilitydepartment
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的主管部门、部件的权属单位和养护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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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基本规定

3灡1暋系统建设与运行模式

3灡1灡1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应采用市、区(县)一体化的建

设方式,实现资源共享、管理协同。

3灡1灡2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应在建立独立的监督制度、规
范的处置制度和量化的长效考核制度等基础上运行。

3灡1灡3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应根据各区(县)城市管理现

状,从下列两种管理模式中选择:

1暋市级监管,区(县)一级监督,区(县)一级指挥;

2暋市级监管,区(县)、街道(镇)两级监督,区(县)、街道(镇)

两级指挥。

3灡1灡4暋系统的绩效评价考核结果应纳入城市管理相关行政效能

考核体系。

3灡2暋系统建设与运行基本要求

3灡2灡1暋市级监管中心应负责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的统

一规划和管理,统一编制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统
一制定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的编码体系,统一建设城市网格

化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数据。

3灡2灡2暋区(县)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监督中心应构建以问题发现、立案、核查、结案为核心内

容的城市管理问题监督体系;

2暋指挥中心应构建以处置职责清晰、处置时限明确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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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规范为核心内容的城市管理问题指挥体系;

3暋应以系统中相关数据分析的评价结果为依据,建立量化

的长效考核体系。

3灡2灡3暋街道(镇)分中心应具备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的职能,并
应符合本规范第3灡2灡2条的规定。

3灡3暋系统业务流程

3灡3灡1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基本业务流程应包括发现、立
案、派遣、处置、核查、结案6个环节。基本业务流程如图3灡3灡1
所示。

图3灡3灡1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基本业务流程

3灡3灡2暋发现环节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监督员发现城市管理问题后,应通过手持无线终端将问

题信息上报至监督中心;

2暋公众发现城市管理问题后,可通过热线电话将问题信息

反映至监督中心。

3灡3灡3暋立案环节,监督中心应对接收的城市管理问题信息进行

审核,准予立案后批转到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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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灡3灡4暋派遣环节,指挥中心应接收监督中心批转来的案件,并派

遣至处置单位进行处置。

3灡3灡5暋处置环节,处置单位应按指挥中心指令完成案件处置,并
将处置结果反馈至指挥中心。

3灡3灡6暋核查环节,指挥中心应将处置结果反馈至监督中心。监

督中心接收处置结果反馈信息后,应通知监督员进行现场核查,

监督员进行现场核查后将核查结果反馈至监督中心。

3灡3灡7暋结案环节,监督中心根据监督员反馈的核查结果确认问

题是否处置完成,确认完成的应予以结案,否则应批转至指挥中

心重新派遣处置。

3灡3灡8暋街道(镇)分中心的业务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街道(镇)分中心应具有独立完整的城市网格化管理业务

流程,流程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3灡3灡1~3灡3灡7条的规定;

2暋街道(镇)分中心应接收区(县)指挥中心派遣的案件,并
由其继续派遣至相关处置单位进行处置。处置结果由街道(镇)

分中心反馈至区(县)指挥中心;

3暋街道(镇)分中心立案的案件,由市或区(县)相关处置单

位进行处置的,可派遣至区(县)指挥中心,并由其继续派遣至相

关处置单位进行处置。处置结果由区(县)指挥中心反馈至街道

(镇)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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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系统基本功能与性能

4灡1暋一般规定

4灡1灡1暋系统基本功能框架(图4灡1灡1)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应包括数据无线采集、数据分发汇总、综合评价、运行监

控、受理监督、指挥处置、综合展示、应用维护、基础数据管理、数
据交换等子系统;

2暋可根据用户需求扩展其它子系统。

图4灡1灡1暋系统基本功能框架

4灡1灡2暋系统的主要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数据分发汇总子系统与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之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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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时间不宜超过60s;

2暋数据分发汇总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时间

不应超过30s;

3暋业务数据查询的系统处理时间不应超过30s,业务数据统

计的系统处理时间不应超过60s;

4暋地图初始加载的系统处理时间不应超过20s,地图操作的

系统处理时间不应超过10s。

4灡1灡3暋系统数据库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系统地理空间数据库应包含基础地理空间数据、网格数

据和部件数据等;

2暋系统业务数据库应包含案件属性数据、业务流转数据和

评价管理数据等;

3暋系统运行支撑数据库应包含人员角色配置数据、业务功

能配置数据、统计查询配置数据、地图图层配置数据等。

4灡1灡4暋系统应具有完备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4灡2暋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

4灡2灡1暋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应包括信息上报、信息查询、工作管

理、同步更新等模块。

4灡2灡2暋信息上报模块应具有问题上报、核实核查结果回复和专

项普查上报等功能。

4灡2灡3暋信息查询模块应具有任务查询、部件查询、位置查询和地

图定位等功能。

4灡2灡4暋工作管理模块应具有监督员上下岗、实时位置和工作轨

迹等信息的记录上传功能。

4灡2灡5暋同步更新模块应具有基础地形数据、网格数据、部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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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用软件等的同步更新功能。

4灡3暋数据分发汇总子系统

4灡3灡1暋数据分发汇总子系统应包括数据分发、信息汇总等模块。

4灡3灡2暋数据分发模块应具有以下功能:

1暋接收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的问题上报、核实核查结果回

复、专项普查上报和工作管理等信息,并分发至对应的受理监督

子系统;

2暋接收受理监督子系统的核实核查任务等信息,并分发至

对应的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

4灡3灡3暋信息汇总模块应具有自动汇总各区(县)发现、立案、派
遣、处置、核查、结案等环节相关数据的功能。

4灡4暋综合评价子系统

4灡4灡1暋综合评价子系统应基于系统数据,具有对区域、行业、部

门、岗位等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和评价等功能。

4灡4灡2暋综合评价子系统的绩效评价方法宜按国家现行标准《城

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 绩效评价》CJ/T292的规定执行。

4灡5暋运行监控子系统

4灡5灡1暋运行监控子系统应包括设备状态监测、软件运行监测、数

据流转监测和监控报警等模块。

4灡5灡2暋设备状态监测模块应具有对市级监管中心的服务器、网
络、供电和空调等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显示的功能。

4灡5灡3暋软件运行监测模块应具有对市级监管中心的数据分发汇

总和数据交换子系统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显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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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灡5灡4暋数据流转监测模块应具有对业务数据发送、转发、接收等

节点间的传输时间进行监测和显示的功能。

4灡5灡5暋监控报警模块应具有对监测数据的报警阀值管理功能,

并具有自动将报警信息通过电话、短信、网页和邮件等方式通知

系统管理员的功能。

4灡6暋受理监督子系统

4灡6灡1暋受理监督子系统应包括受理立案、核查结案、专项普查和

信息查询等模块。

4灡6灡2暋受理立案模块应具有以下功能:

1暋提供对监督员上报或公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受理和核实的

功能;

2暋提供问题立案,并自动转至指挥处置子系统的功能。

4灡6灡3暋核查结案模块应具有以下功能:

1暋提供对指挥处置子系统回复的案件处置结果进行核查的

功能;

2暋提供案件结案的功能。

4灡6灡4暋专项普查模块应具有配置专项普查模板,并对监督员上

报的专项普查信息进行审核备案、汇总统计和批转立案等功能。

4灡6灡5暋信息查询模块应具有问题查询、案件查询、部件查询和地

图查询等功能。

4灡7暋指挥处置子系统

4灡7灡1暋指挥处置子系统应包括派遣督办、处置反馈和信息查询

等模块。

4灡7灡2暋派遣督办模块应具有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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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提供案件派遣的功能;

2暋提供审批延期、缓办和退单申请的功能;

3暋提供批转处置结果至受理监督子系统的功能。

4灡7灡3暋处置反馈模块应具有以下功能:

1暋提供接受案件派遣、回复处置结果的功能;

2暋提供申请延期、缓办和退单的功能。

4灡7灡4暋信息查询模块的功能应符合本规范第4灡6灡5条的规定。

4灡8暋综合展示子系统

4灡8灡1暋综合展示子系统应具有基于地理空间数据和业务数据信

息,综合展示部件、问题和案件的空间分布和属性信息,监督员的

在岗位置和工作轨迹等信息的功能。

4灡8灡2暋综合展示子系统宜结合外部视频信息共同展示。

4灡9暋应用维护子系统

4灡9灡1暋应用维护子系统应具有对人员角色、用户权限和业务功

能等相关信息进行查询和配置的功能。

4灡9灡2暋应用维护子系统应具有对不同管理模式进行功能模块配

置的功能,管理模式应符合本规范第3灡1灡3条的规定。

4灡10暋基础数据管理子系统

4灡10灡1暋基础数据管理子系统应具有对部件、单元网格、责任网

格、行政边界等数据进行编码的功能。

4灡10灡2暋基础数据管理子系统应具有对地理空间数据进行增加、

删除、修改等维护功能。

4灡10灡3暋基础数据管理子系统应具有对地理空间数据的查询、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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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和统计配置进行调整的功能。

4灡11暋数据交换子系统

4灡11灡1暋数据交换子系统应包括业务数据交换和地理空间数据

交换的功能。

4灡11灡2暋业务数据交换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提供数据共享接口,供其它系统调用;

2暋提供对其它系统用户的数据访问权限进行配置的功能;

3暋 支持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和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SOAP)。

4灡11灡3暋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宜采用制作独立文件的形式进行,数
据使用安全和保密要求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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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暋系统基础数据

5灡1暋一般规定

5灡1灡1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基础数据应包括基础地理

空间数据、网格数据、部件数据和业务数据。

5灡1灡2暋系统基础数据的地理空间参照系应与本市城市基础测绘

所用空间参照系一致。

5灡1灡3暋系统基础数据存储与使用的安全、保密要求应符合国家

相关标准的规定。

5灡2暋基础地理空间数据

5灡2灡1暋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应包括基础地形数据和遥感影像数

据,为网格划分、部件采集和问题定位等提供统一的空间位置

参照。

5灡2灡2暋基础地形数据应包括行政区划、道路、铁路、建筑物、绿地

和河流等内容。

5灡2灡3暋基础地形数据应基于1暶500~1暶2000比例尺城市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必要时应进行实地调查和修测。

5灡2灡4暋基础地形数据应采用矢量数据,并应符合表5灡2灡4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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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灡2灡4暋基础地形数据要求

数据种类 位 置 信 息 基 本 属 性 信 息 矢量形式

行政区划 本市行政区划边界 本市行政区划名称、等级 面

道路 道路边界、道路中心线 道路名称、类别、等级 面或线

铁路 铁路边界、铁路中心线 铁路名称、类别 面或线

建筑物 建筑物边界、注记 建筑物名称、门牌号码 面或点

绿地 绿地边界、注记 绿地名称、类别 面或点

河流 河流边界、河流中心线 河流名称、类别 面或线

5灡2灡5暋遥感影像数据空间分辨率宜为0灡1m~0灡5m,平面位置中

误差不宜大于1灡5m。

5灡3暋网格数据

5灡3灡1暋网格数据应包括单元网格数据和责任网格数据。

5灡3灡2暋网格数据的划分原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市政综

合监管信息系统 单元网格划分与编码规则》CJ/T213的规定。

5灡3灡3暋单元网格编码应由8位数字组成,依次是2位区(县)代
码、2位街道(镇)代码、2位居委代码和2位单元网格顺序码。编

码结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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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灡3灡4暋责任网格编码应由5位数字组成,依次是2位区(县)代
码、3位责任网格顺序码。编码结构如下所示。

5灡4暋部件数据

5灡4灡1暋部件应划分为大类和小类,具体分类和代码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5灡4灡2暋部件数据采集应基于基础地形数据进行实地普查和测

绘,对记录图表进行录入和处理,分类建立部件数据文件。

5灡4灡3暋应对部件数据进行质量检查,检查内容应包括部件数量

的完整性、属性信息的准确性和空间位置的精确性等。

5灡4灡4暋部件数据编码应具有唯一性,由12位数字组成,依次是2
位区(县)代码、2位部件大类代码,2位部件小类代码,6位顺序

码。编码结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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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灡5暋业务数据

5灡5灡1暋业务数据应包含发现、立案、派遣、处置、核查、结案等环

节数据。

5灡5灡2暋业务数据中的时间信息应采用与授时服务器同步的服务

器时间,以 YYYY灢MM灢DDhh暶mm暶ss的格式进行记录。

5灡5灡3暋发现环节数据应包含发现来源、案件编码、案件类别、发
生位置、发现时间和描述信息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案件编码应具有唯一性,由11位数字组成,依次是2位

年份代码、2位月份代码、7位顺序码。编码结构如下所示;

2暋案件类别应划分为部件类案件和事件类案件。部件类案

件类别应符合本规范第5灡4灡1条的规定。事件类案件类别应划

分为大类和小类,具体分类和代码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3暋发生位置应包含案件发生所在区(县)、街道(镇)、居委、

责任网格、单元网格、地理位置坐标和地址描述等;

4暋发现时间应采用监督员上报操作时间或热线电话受理

时间;

5暋描述信息应包含文字信息,并宜包含图片和声音等多媒

体信息。

5灡5灡4暋立案环节数据应包含立案时间、立案人员,由系统自动进

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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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灡5灡5暋派遣环节数据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包含派遣时间、派遣人员,由系统自动进行记录;

2暋包含到场时间要求、处置时间要求;

3暋包含案件处置的主责部门信息。

5灡5灡6暋处置环节数据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包含处置反馈时间、处置反馈人员,由系统自动进行

记录;

2暋包含处置时间、处置过程备注等相关数据。

5灡5灡7暋核查环节数据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包含核查时间、核查人员,由系统自动进行记录;

2暋包含处置后现场图片或回访电话录音。

5灡5灡8暋结案环节数据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包含结案时间、结案人员,由系统自动进行记录;

2暋包含结案结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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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暋系统运行环境

6灡1暋机暋房

6灡1灡1暋机房的设计和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信息

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T

2887的规定。

6灡1灡2暋机房的供电系统应能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宜采用双路

供电。服务器、存储设备和网络设备应配备不间断电源设备,电
力中断时不间断电源设备维持时间不应低于2h。

6灡1灡3暋市级监管中心应配备异地机房。异地机房应提供数据分

发汇总子系统的备用运行环境。

6灡2暋网暋络

6灡2灡1暋市级监管中心应实现与无线通信网络的互联。

6灡2灡2暋市级监管中心与各区(县)监督中心之间网络带宽不应低

于10Mbps,并应配备备用网络链路。

6灡2灡3暋区(县)指挥中心与处置单位之间网络带宽不宜低于

2Mbps。

6灡2灡4暋市级监管中心应为异地机房配置备用网络环境。

6灡3暋软件硬件

6灡3灡1暋系统软件应包括操作系统软件、数据库软件和地理信息

系统软件等,其主要功能和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

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CJJ/T106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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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灡3灡2暋系统硬件应包括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设备、备份设备

和手持无线终端等,其主要功能和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CJJ/T106和《城市市政

综合监管信息系统 监管数据无线采集设备》CJ/T293的相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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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暋系统维护

7灡1暋日常管理

7灡1灡1暋应制定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制度,

落实专项维护资金,配备专职系统管理人员。

7灡1灡2暋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22239的规定制定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管理

制度。

7灡1灡3暋应监控系统运行环境和系统功能的实时状态,及时分析

报警信息,处置相关故障,系统运行日志保存时间不应低于1年。

7灡1灡4暋应制定巡检计划,对系统运行环境进行检查保养,做好巡

检记录,巡检频率不应低于每周1次。

7灡1灡5暋应对日常维护文档进行分析,定期形成维护工作报告。

7灡2暋数据维护

7灡2灡1暋基础地理空间数据、网格数据和部件数据应由市级监管

中心统一维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基础地理空间数据更新周期不应超过1年;

2暋网格数据应根据管理要求及时更新;

3暋部件数据更新周期不应超过6个月,如空间位置不变仅

有属性信息变动时应及时更新;

4暋应制定数据更新流程、质量检查和版本管理制度。

7灡2灡2暋业务数据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各区(县)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的业务数据应每日进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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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据备份,每周进行全数据备份;

2暋市级监管中心应对汇总的各区(县)业务数据每日进行增

量数据备份,每月进行全数据备份;

3暋市级监管中心应对汇总的各区(县)业务数据进行完整性

和一致性检查;

4暋业务数据在数据库中的存储时间不应低于5年,超出时

限后可导入外部存储介质另行保存。

7灡3暋应急管理

7灡3灡1暋应制定系统运行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括系统运行环

境和系统功能异常情况的应对方案。

7灡3灡2暋系统管理人员应根据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其中异地

机房启用和备用网络切换的演练次数不应少于每年两次。

7灡3灡3暋异地机房启用和备用网络切换从下达启用指令至进入运

行状态应在30min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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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暋城市网格化管理部件分类和代码

表A灡0灡1暋城市网格化管理部件分类和代码

部件大类名称 大 类 代 码 部 件 小 类 名 称 小 类 代 码

公共设施 01

上水井盖 0101

污水井盖 0102

雨水井盖 0103

雨水篦子 0104

电力井盖 0105

路灯井盖 0106

电信井盖 0107

有线电视井盖 0108

网络井盖 0109

热力井盖 0110

燃气井盖 0111

公安井盖 0112

消防井盖 0113

其它井盖 0114

信息交接箱 0115

电力设施 0116

电力杆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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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灡0灡1

部件大类名称 大 类 代 码 部 件 小 类 名 称 小 类 代 码

公共设施 01

路灯 0118

消火栓 0119

消防龙头 0120

书报亭 0121

电话亭 0122

邮筒 0123

信息亭 0124

自动售货亭站 0125

健身设施 0126

环卫井盖 0127

移动井盖 0128

信息井盖 0129

联通井盖 0130

铁通井盖 0131

网通井盖 0132

电信立杆 0133

市政立杆 0134

有线电视立杆 0135

其他立杆 0136

福利彩票亭 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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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灡0灡1

部件大类名称 大 类 代 码 部 件 小 类 名 称 小 类 代 码

公共设施 01

体育彩票亭 0138

牛奶亭 0139

治安亭 0140

景观灯光设施 0141

防汛墙 0142

晒衣架 0143

民用水井 0144

燃气调压站 0145

宣传栏 0146

道路交通 02

公共交通站牌 0201

道路停车场计费表 0202

公共交通站亭 0203

出租车扬招牌 0204

人行天桥 0205

交通信息亭 0206

门牌 0207

桥梁 0208

交通指示牌 0209

交通控制箱 0210

交通立杆 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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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灡0灡1

部件大类名称 大 类 代 码 部 件 小 类 名 称 小 类 代 码

道路交通 02

非机动车停放点(亭) 0212

路名牌 0213

公交拉杆 0214

人行分隔设施 0215

机非分隔设施 0216

路中分隔设施 0217

河道设施 0218

绿地护栏 0219

交通信号灯 0220

无障碍标牌 0221

无障碍设施 0222

桥孔道班房 0223

桥孔停车场 0224

禁入栅 0225

检查井 0226

环卫环保 03

公共厕所 0301

倒粪站(小便池) 0302

公厕导向牌 0303

垃圾箱房 0304

废物箱(桶) 0305

交通噪声指示牌 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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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灡0灡1

部件大类名称 大 类 代 码 部 件 小 类 名 称 小 类 代 码

园林绿化 04

古树 0401

行道树 0402

单位绿化 0403

花架花钵 0404

小区绿化 0405

雕塑 0406

街头座椅 0407

公共绿地 0408

河道绿化 0409

其它设施 05 重大危险源 0501

62



附录B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事件分类和代码

表B灡0灡1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事件分类和代码

事件大类名称 大类代码 事 件 小 类 名 称 小 类 代 码

市容环卫 01

沿街商铺(含各类亭)跨门营业 0101

暴露垃圾 0102

无证处置渣土 0103

道路保洁 0104

乱设或损坏户外设施 0105

墙面污损破旧 0106

废弃车辆 0107

主要景观道路乱晾晒 0108

乱涂写、乱张贴、乱刻画 0109

毁绿占绿 0110

文明施工措施不落实 0111

道路遗撒 0112

街头散发小广告 0113

设施管理 02
道路破损 0201

市政公共设施偷盗破坏或占用 0202

综合管理 03
违章搭建 0301

公交车冒黑烟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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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灡0灡1

事件大类名称 大类代码 事 件 小 类 名 称 小 类 代 码

综合管理 03

车容车貌脏乱差 0303

河道污染 0304

油烟气污染 0305

突发事件 04

路面塌陷 0401

自来水管破裂 0402

燃气管破裂 0403

路面积水、污水冒溢、粪便冒溢 0404

架空线坠落 0405

街面秩序 05

露天焚烧 0501

流浪乞讨 0502

擅自占用道路堆物、施工 0503

占道无照经营 0504

机动车乱停放、非机动车乱停放 0505

机动车非法营运 0506

无证掘路 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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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暋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暋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暠;反面词采用“严禁暠。

暋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暠;反面词采用“不应暠或“不得暠。

暋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暠;反面词采用“不宜暠。

暋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暠。

2暋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暠或“应按……执行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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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暋《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
2暋《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T2887
3暋《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22239
4暋《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CJJ/T106
5暋《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 管理部件和事件分类、编

码及数据要求》CJ/T214
6暋《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 绩效评价》CJ/T292
7暋《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 监管数据无线采集设备》

CJ/T293
8暋《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 单元网格划分与编码规

则》CJ/T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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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总暋则

1灡0灡1暋为促进本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探索建立长效常态的

城市管理模式,提高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实现资源的整合

和共享,经过对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多年运行经验的总

结和分析,在遵循国家相关法规、标准的基础上,编制本规范。

1灡0灡2暋本规范作为指导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技

术标准,规定了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规划、实施、运行、维护和管

理的基本要求。

1灡0灡3暋本市其它有关管理应用系统的建设,如果可以按照网格

化管理模式和流程重新梳理其现有的业务工作,也可以借鉴本

规范。

1灡0灡4暋本规范是以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为基础而制定的,因此在

建设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时,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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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术暋语

本章对规范中使用的术语和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特别是城

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运行模式中涉及的新概念作出定义,以便

于对条文的理解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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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基本规定

3灡1暋系统建设与运行模式

3灡1灡1暋本市采用市、区(县)一体化建设方式,可以节约投资,有

利于实现系统与数据标准的统一,有利于管理资源和系统资源的

充分共享,特别是系统效能的发挥。这里的一体化主要是指系统

应自上而下统一建设,市、区(县)使用统一的网络系统。

3灡1灡2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基础是城市网格化管理

模式,此模式的核心就是通过建立独立的监督制度、规范的处置

制度和量化的长效考核制度,保证城市管理问题及时发现和处

置。独立的监督制度需要保证监督和管理处置的两轴分离;规范

的处置制度需要保证案件分类明确、处置主体责任明确;量化的

长效考核制度需要保证考核评价信息来自系统实际运行数据。

基于三个管理制度运行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才能保证城市

管理的长效常态化。

3灡1灡3暋这里列举的2种管理模式,是在总结本市实施城市网格

化管理的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各区(县)可根据自身的规模和

管理现状选用。

3灡1灡4暋绩效评价考核结果纳入城市管理相关行政效能监察考核

体系,是系统能够持续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

3灡2暋系统建设与运行基本要求

3灡2灡1暋对于市、区(县)一体化建设方式,市级监管中心需承担相

关的组织牵头工作。为保证一体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市级监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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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必须要承担如下职责: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统一规

划、技术规范的统一编制、编码体系的统一制定、基础数据的统一

建设和更新维护。

3灡2灡2~3灡2灡3暋描述了区(县)、街道(镇)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应

该具有的主要工作职能。

3灡3暋系统业务流程

3灡3灡1暋本条说明了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业务流程中的6个环

节,也说明了模式中涉及的监督员和公众、监督中心、指挥中心和

处置单位等4个角色。业务流程的特别之处是一个闭环管理流

程,能够监督每个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本规范描述的流程是网格

化管理中的基本流程环节。

3灡3灡2~3灡3灡7暋具体说明监督中心、指挥中心和处置单位在各个

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灡3灡8暋本市各区(县)可建立街道(镇)分中心,自行发现并及时

解决城市管理问题,其业务流程也应符合网格化管理基本流程要

求,明确各环节责任,形成闭环流程。街道(镇)分中心需接受区

(县)指挥中心的案件派遣,同时也可将归属于市和区(县)处置单

位的案件或需要区(县)协调的案件派遣至区(县)指挥中心,由其

进行继续派遣。对于无法确定处置单位的案件,各区(县)可根据

实际情况,建立托底处置单位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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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系统基本功能与性能

4灡1暋一般规定

4灡1灡1暋为满足城市网格化管理的需要,系统建设应包括10大基

本子系统,这里以图的形式表示出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及使用

者。各区(县)进行系统建设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扩展其它子系

统,如专项普查子系统、视频监控子系统等。

4灡1灡2暋这里的性能指标是根据系统需求及当前软硬件、网络环

境实际性能状况制定的,能保证信息传输及时、位置定位快速。

4灡1灡3暋系统数据库应包含地理空间数据、业务数据和运行支撑

数据,这里对其内容作了说明。

4灡1灡4暋系统在设计时就要考虑信息安全保障方案。

4灡2暋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

4灡2灡1~4灡2灡5暋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由监督员使用,信息上报模

块是问题发现的主要来源。这里对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包括的

各模块具体内容进行了说明。

4灡3暋数据分发汇总子系统

4灡3灡1~4灡3灡3暋数据分发汇总子系统是整个系统业务数据交换

中枢。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和受理监督子系统通过它进行数据

交换。市级监管中心通过它进行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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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灡4暋综合评价子系统

4灡4灡1~4灡4灡2暋综合评价子系统是实现对城市数字化管理工作

中所涉及的监管区域、相关政府部门、岗位等实时的量化管理和

绩效评价。具体的绩效评价体系及评价结果表达在现行行业标

准《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 绩效评价》CJ/T292中有明确

规定。

4灡5暋运行监控子系统

4灡5灡1~4灡5灡5暋运行监控子系统是市级监管中心对整个系统进

行日常管理和维护的基础,这里对需进行监控的系统关键设备、

软件功能和数据流转节点等进行了明确。

4灡6暋受理监督子系统

4灡6灡1~4灡6灡5暋受理监督子系统主要由监督中心工作人员使用,

提供了与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问题受理立案、核查结

案模块和其它相关功能模块,包括专项普查和信息查询。这里对

子系统的基本功能进行了说明,各区(县)可根据实际管理情况和

工作职能对子系统进行拓展,以满足跟其它社会管理联动的

需求。

4灡7暋指挥处置子系统

4灡7灡1~4灡7灡4暋指挥处置子系统主要由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使用,

提供了与处置单位进行案件派遣督办、处置反馈等主要功能和信

息查询等辅助功能模块。需要说明的是有条件的处置单位也可

以进行二次派遣,指挥处置子系统可按照实际处置流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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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展。

4灡8暋综合展示子系统

4灡8灡1~4灡8灡2暋综合展示子系统是信息实时监控和直观展示的

可视化平台,提供给各级领导和业务人员进行现场监督指挥。系

统的显示设备可以选择不同尺寸的大屏幕、投影仪或大画面平板

电视,也可以使用一般计算机的显示器,各区(县)应根据实际应

用情况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显示设备。

4灡9暋应用维护子系统

4灡9灡1~4灡9灡2暋由于系统运行模式可能发生变化,相关机构、人
员、管理范畴、管理方式、业务流程在系统应用过程中可能逐步调

整变化,因此,要求系统必须具有充分的适应能力,可以快速通过

应用维护子系统及时调整,满足系统发展的需要。

4灡10暋基础数据管理子系统

4灡10灡1~4灡10灡3暋系统建设包含各类地理空间数据的建设,这些

数据在应用过程中需要不断更新和扩展,基础数据资源管理子系

统可以适应空间数据管理和数据变化要求,通过配置完成地理空

间数据库维护和管理工作。

4灡11暋数据交换子系统

4灡11灡1~4灡11灡3暋通过数据交换子系统,可以实现其它信息系统

和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中业务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等信息

的数据交换。在与其它系统进行数据交换时,应提供标准化的接

口方案,并对数据使用安全和保密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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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暋系统基础数据

5灡1暋一般规定

5灡1灡1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是一种城市空间信息管理系

统。因此,系统的运行必须要有基础地理空间数据、网格数据、部

件数据的支撑。在系统的使用过程中,在各个环节产生了业务数

据。本规范第5灡2节至5灡5节对这些数据做了具体规定。

5灡1灡2暋城市地理空间数据与空间参照系密切相关。为了保证城

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中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更新、维护和应

用,应该使用本市基础测绘所用的空间参照系。

5灡2暋基础地理空间数据

5灡2灡1暋基础地理空间数据是城市的基本地理数据集,这里的基

础地理空间数据主要包括地形数据和遥感影像数据。它们为描

述城市状况提供最基本的信息,为应用系统提供公用数据,并为

业务数据提供空间定位基准。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可以通过对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进行加工和扩展来获得。

5灡2灡2暋行政区划、道路、铁路、建筑物、绿地和河流数据是最基本

的城市基础地形数据,也是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运行中必不

可少的信息内容。

5灡2灡3暋目前本市可利用较高现势性的1暶500~1暶2000比例尺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来提取行政区划、道路、铁路、建筑物、绿地和

河流等数据。当数据的现势性较差或内容不足时,应通过实地调

查测量的方式予以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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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灡2灡5暋0灡1m~0灡5m 分辨率的数字正射影像数据对应于l暶
1000~1暶5000比例尺地形图,分辨率过低将影响城市网格化管

理信息系统运行和城市管理问题定位的效果。平面位置中误差

1灡5m 优于城市1暶5000比例尺地形图的平面精度要求。

5灡3暋网格数据

5灡3灡2~5灡3灡4暋明确了单元网格和责任网格数据的技术要求及

划分与编码规则,建设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时应严格执行。

5灡4暋部件数据

5灡4灡1~5灡4灡4暋明确了部件数据的技术要求及分类与编码规则,

对于部件类大类和小类及其编码,应由市级监管中心进行统一制

定,并可根据本市网格化管理要求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拓展。数据

的质量检查与验收等可以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数字测绘产品检查

验收规定和质量评定》GB/T18316的相关规定结合系统建设技

术方案的要求来进行。

5灡5暋业务数据

5灡5灡1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在发现、立案、

派遣、处置、核查、结案等环节产生相应业务数据。本规范第

5灡5灡3条至5灡5灡8条对这些数据做了具体规定。

5灡5灡3~5灡5灡8暋业务数据是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数

据之一,应对其进行完整的记录。相关内容应与本市网格化管理

流程相对应。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事件类大类和小类及其编码,

应由市级监管中心进行统一制定,并可根据本市网格化管理要求

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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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暋系统运行环境

6灡1暋机暋房

6灡1灡1暋关于信息系统建设中机房的技术指标规定,我国已制定

了一系列技术标准。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机房建设应遵守

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6灡1灡2暋由于机房的供电系统直接关系到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

统的稳定性,且对系统运行、数据安全和完整性等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要求机房应采用可靠的电力保障措施并配备较高性能的不

间断电源设备,以确保系统在非正常运行条件或故障突发情况

下,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系统运行的维护工作。

6灡1灡3暋市级监管中心的数据分发汇总子系统是整个城市网格化

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交换中枢,为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避免

单点故障应建设异地机房。

6灡2暋网暋络

6灡2灡1~6灡2灡4暋应在已有或新建的网络基础上,建立一个覆盖所

有涉及城市网格化管理的相关部门并满足数据传输要求的网络

环境,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应遵守国家现行标

准的规定,有条件的区(县)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采用更高的配置。

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与数据分发汇总子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主

要依靠无线通信网络,因此需要建立与无线通信网络的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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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灡3暋软件硬件

6灡3灡1~6灡3灡2暋系统软件硬件的主要功能和指标应符合《城市市

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CJJ/T106的相关规定。各区

(县)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能满足系统性能要求的当前市场主流

的软件硬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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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暋系统维护

7灡1暋日常管理

7灡1灡1暋通过执行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制度,落实运行维护经费的

出资渠道,明确系统管理人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使系统维

护工作日常化、制度化。

7灡1灡2暋《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22239为信息

系统的建设单位和运营、使用单位如何对特定等级的信息系统进

行保护提供技术指导,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制度应

以该要求为基本依据,参考建立并优化提高。

7灡1灡3暋系统包含了复杂的运行环境和众多的功能模块,应运用

技术手段对主要环境指标和功能模块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做到尽

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系统运行日志应保留适当期限,以便追溯

分析问题。

7灡1灡4暋应对系统运行环境中长期不间断运转的设备进行主动巡

检和定期保养,通过检查和保养,可以提高系统安全可靠性、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降低运行维护成本,在成本可控前提下,应尽可能

缩短巡检保养周期。

7灡1灡5暋应定期对运行维护工作做阶段性的分析总结,有利于调

整和优化后期维护策略。

7灡2暋数据维护

7灡2灡1暋基础数据的更新保证了数据的现势性和系统的可用性,

不同类型的基础数据更新方式和更新周期不同,应根据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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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更新。

7灡2灡2暋应建立严格的业务数据备份机制,并根据各层级用户对

数据的不同用途,制定合适的数据备份策略,对各区(县)监督中

心和指挥中心业务数据的备份周期要短,对市级监管中心业务数

据的备份周期可以长一些,对一些重要的数据要采取异地备份的

策略,多个备份之间要确保数据一致性。

7灡3暋应急管理

7灡3灡1~7灡3灡3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是政府管理实行主动

管理模式的基本工具,需要保证系统的持续稳定可靠运行,但仍

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一些问题。为将因系统异常对城市管

理工作的影响降至最低,必须制定周全的应急预案,使得系统出

现异常后能在规定时间内恢复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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