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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郑州市智慧城市建设的
不断完善，郑州市各个社区也都
开始进行了相应的智慧社区建
设，哪怕是记者所居住的小区，前
不久也安装了禁止电动车上楼的
监控系统。

在走访中，记者在几个社区
内看到，各智慧社区建设采用的
系统，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
存在多处不同，甚至有的智慧功
能在其他智慧社区却没有。比
如：一个简单的门禁系统，有的仍
是门禁卡，只要有卡就能开门；有
的换成了“刷脸”门禁，通过刷脸
记录数据。

郑州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郑州市的

智慧社区建设是郑州市智慧城市
建设第三批项目的子项目，现在
还没有正式启动。目前，郑州市
的智慧社区是各区、各街道自行
打造、谋划的试点项目。

未来，这些智慧社区系统与
郑州市智慧城市建设，在兼容上
是否畅通？

郑州市大数据局相关人士分
析说，系统技术方面的兼容应该
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如果是物联
网传感器存在不同的话，就可能
在采集数据方面存在出入，导致
兼容不畅。但是，这些在技术层
面也是有办法解决的。比如：摄
像头采集的画面分辨率不同，就
能通过技术转换分辨率。

智能化社区建设，需要不少
资金，钱从哪来？

记者了解到，目前，郑州市的
智慧社区建设项目还没有正式启
动，因此相关政策补助还没有具
体明确，智慧社区建设试点的主
要资金是各区或各街道谋划。比
如：荆胡社区是由该社区下属的
集体企业投资；开元社区一部分
投资来自郑州市委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委员会，另一部分是街道出
资；其他一些社区的智慧社区有
的是企业投资，有的是物业投资。

“打造智慧社区是一件好事，
让智能化为居民们更好地服务。
但是，现在一些在微信群里发的
通知，改在了智慧社区的小程序

上，其实换汤不换药。”家住郑州
某智慧社区的张女士说，智慧社
区的建设，很多是在管理上帮助
社区、物业，“社区、物业使用确实
很方便，但是对于居民来说，却是
复杂化了。”

对此，郑州市大数据局相关专
业人士分析表示，虽然现在的智慧
社区建设，是由各区、各街道打造
试点，但对于未来的智慧社区项目
建设，他们还会通过大量数据调
研，对智慧设计项目建设进行完
善，已达到更好的服务目标。

另外，未来智慧社区也会与
智慧城市兼容，他们的目标也是，
一个APP兼容所有的智慧项目，
让市民使用更加方便。

二七区人和路街道荆胡社区
中原区绿东村街道电缆社区

管城区陇海马路街道北三街社区
惠济区新城街道开元社区

金水区丰庆路街道普罗旺世社区
管城区西大街街道平等街社区

郑东新区祭城办事处永威翡翠城小区
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天河社区
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花庄社区
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军区社区

小区的“健康小屋”，老人身体有啥不舒服可随时报警

19日上午，记者在天河社区
发现，与其他社区不同，天河社区
打造了一个“健康小屋”，为居民
居家养老提供健康数据。通过数
据分析预防老年疾病，在老人身
体有不舒服时可随时报警。在该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电子屏幕
上，显示慢性病等相关数据情况。

该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他
们是通过智慧化健康系统，结合
5G网络，利用老人穿戴的传感设
备，记录老人身体健康数据，再通

过数据分析，为老人及其子女给
老人养老提供健康生活方案，预
防疾病。智能化健康系统及老人
穿戴设备都是采用医疗芯片，结
合现代医学数据，对老人养老的
健康数据进行分析。

该社区从去年开始智慧社区
建设，由于系统研发等都较为耗
时，所以该智慧化系统建设还在采
集数据中。未来，他们还会不断完
善，通过智慧社区建设，为老年人
健康养老提供更多智慧服务。

2021年 10月 15日上午，伴
随着一场精彩武术表演，“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信阳市光山县文殊
乡李扶小学的捐赠仪式拉开了序
幕。各类体育器材和2名体育支
教老师随着“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来到了孩子们中间。 捐 赠
仪式上，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主任王海新向文殊乡李扶小学
校长吕鹏赠送了“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捐赠牌匾。捐赠仪式之后，
几个男孩子冲向“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带来的崭新的乒乓球台
前，打起乒乓球，黄色小球旋转着
飞来飞去；呼啦圈在孩子们的腰
间有节奏地转动，快乐操场变成
了欢快的海洋。

据河南省体彩中心主任王海
新介绍，“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是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自2012年起推出的一项公益品
牌推广活动。这个活动为乡村体
育器材和体育教育资源匮乏的学
校送去体育器材以及公益体育
课，培养孩子们的健康理念和健
身意识。2013年开始，活动在河

南落地，累计为全省18个省辖市
216所乡村学校送去了价值336
万多元的体育器材和设施，受益
师生达到6.5万多人。

仪式后，孩子们在体育支教
老师仙梦龙的带领下，开始了健
美操课。欢快激情的音乐，舒展
有力的动作，活跃的课堂气氛，使
孩子们在开心的运动中像朵朵鲜
花，笑容在稚嫩的脸上绽放。吕
校长表示：“‘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为学校送来了这么多的体育
器材，还给我们送来了体育支教
老师，我相信学校的体育课一定
会上得有声有色，感谢河南省体
彩中心。”

今年，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将向省内的25所乡村小学
校捐赠体育器材，同时还对其中
10所乡村小学进行体育深度支教
活动，来自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
院的20名大学生将在这些学校，
进行为期3个月的体育支教。目
前，捐赠活动已经在8个省辖市
12所学校开展，其余13所学校的
捐赠活动也将陆续进行。

郑州的智慧社区该如何更好地服务居民？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河体

注：以上数据由郑州相关职能部门提供。
排名不分先后。

郑州智能小区有多“聪明”
摄像头、喷灌装置、门禁都会“思考”啦

的小区郑州最智能

□策划 社区互动运营中心 执行 大河报记者 李帅 文图

有些人会问，人脸识别开门、楼宇通话，小区有了这些便民的功能，是否就算“智能”了？那你可能就OUT了，还有更高级、更智能的呢……
10月18日，本报推出了社会治理的数据化产品“郑州小区TOP榜”，引发各界关注，第一期推出的排行榜“郑州最大的小区是哪个”成为今

日头条郑州十大热议话题第一名，网友评论数百条。
今天，“郑州小区TOP榜”带您看一看郑州有哪些“智能”小区，快来看看榜单上有没有你家的小区。

10月 18日傍晚，郑州市二
七区人和路街道荆胡社区荆胡村
八号院门口。

此时，正是晚高峰下班时间，
院门前，是一个个接着孩子回家
的家长，或一位位买菜回来的老
人，打招呼声、孩子笑声、家长的
教导声，以及电动闸门的开关声，
让整个院门前生活味儿十足。

院内，绿化的草坪和绿植像
是喝足了水分，不少枝叶上还挂

着水珠，每隔不远的喷灌装置周
围，还会感觉到淡淡的水汽。居
民楼下的绿化带中，一个个举着
7个摄像头的铁杆，就像坚守的
卫兵，盯着居民楼上的“一举一
动”。

“我们院里的智能喷淋自动
浇水，不用人来浇，树和草都长得
特别好。”一位提着菜袋子回家的
老人如是说。据了解，荆胡社区
共有 8 个小区楼院、45 栋楼，

8413户、13000名居民。该小区
为河南省省级智慧社区试点小
区，小区内仅安装的物联网传感
器，就多达16类11786个。

小区除了装有根据天气情
况、温度湿度可自动喷灌的装置，
以及能及时抓拍高空抛物的监控
设施外，该社区内还有禁止电动
车上楼、共享小区车位等智慧功
能，以及物业管理、社区治理、智
慧党建等智慧系统模块。

这个小区可随时监控“高空抛物”，看“老天爷”脸色自动给绿植浇水

5G+融合，让社区管理一目了然

10月 19日上午，郑州市开
元社区天伦庄园小区外，一位居
民站在小区大门口，对着门旁的
电子屏幕，拉下口罩，待机的屏幕
上就立即显示出该居民的面貌和
体温，旁边的铁门发出咔的一声，
门就打开了。

记者进入小区发现，道路两
边是四季常青的绿化植物，每隔
不远就能看到一个个摄像头，路
边绿化带边上，还有物业工作人
员在修整绿化。广场上，有居民
跳绳、活动身体，干净的道路几乎
没有落叶。

在开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内，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整个社
区的3D模型，上边不仅显示有
各个居民楼的相关信息，还有一
些居民的信息统计，甚至外省人

员户籍比例也有显示。随着工作
人员的操作，各个大门的门禁画
面，防止高空抛物监控画面，以及
各个居民楼楼长、分包人员等相
关信息一一显示。

现场负责技术的工作人员
王枫介绍，开元社区的智慧化建
设是 5G+融合模式，通过移动
5G、物联网、区块链、3D数据可
视化等高新技术为社区赋能。
其中，主要亮点就是3D建模，以
无人机高空拍摄整个社区画面，
建造3D数据可视化立体模型，
对整个社区的物联网设备进行
控制。

目前，开元社区智慧平台已
连通有“刷脸”门禁、高空抛物监
控，以及老年活动中心烟感等相
关设备。

开元社区书记毛瑞贞介绍，
开元社区有2500余户居民，常住
人口1万余人，而他们社区人员
只有9人。在智慧平台建设后，
给他们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比
如，智慧平台有一个“一触达”的
信息发布，社区只要有什么活动，
或者工作，不再需要他们楼上楼
下、挨家挨户地通知，只需通过平
台就能及时传达给居民。另外，
在疫情防控期间，“刷脸”门禁对
疫情防控帮助也很大，只要有居
民进出，智慧平台就能及时记录
居民“刷脸”进出信息。

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开元
社区志愿者李先生说，社区有了
智慧平台后，参加志愿活动更方
便了，只要平台上发布志愿活动
信息，他们就能及时看到。

开元社区的3D建模

荆胡社区的智慧喷灌装置

开元社区的防高空抛物摄像头监控画面

天河社区的智慧化数字平台

郑州
最智能小区
TOP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