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果园消防控制室

出门时忘了关火导致锅被烧干

引燃灶台怎么办？ 火情一旦发生，厨

房里的温感报警器会立即将报警信

号发送给消防监控室， 消防员仅用 3

分钟就能赶到现场将初期火情处置

完毕。

为不断夯实花果园片区的智慧

消防工作，在省、市、区各级消防部门

的领导下， 宏立城集团于 2015年启

动智慧消防建设，建成花果园专职消

防队，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

技术，将花果园所有消控室管辖楼栋

的消防信息汇聚至指挥中心平台统

一调度。 目前,花果园区域内有 19个

微型消防站， 总面积 3447.41 平方

米。 每一个微型消防站对应所辖栋

楼，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实现“分钟

级” 到达，实现“打早打小灭初期”

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 当报警探头报警

后，“智慧消防” 系统首先确认是否

发生火警， 确认后将向调度终端和

公安消防指挥中心推送信息； 通过

手机 APP和调度装置发送指令调集

在场工作人员扑救初期火灾， 就近

调度消防力量赶赴现场处置； 系统

还将通过社区公共服务 APP， 向着

火建筑内群众发送火警信息， 提示

疏散事项， 通知物管赶赴现场引导

疏散，确认是否有人员被困等。

此外， 为确保每次消防救援时

室外消防栓都能 100%供水，2018

年， 宏立城集团在花果园的室外消

火栓装上 “消火栓数据采集终端”

———水灵通设备， 实时监测消火栓

是否存在漏水、开水、撞倒、温度过

低等情况。 2019年，宏立城集团在消

防安全保障方面进行创新尝试，在

原先的消防管网基础上陆续为花果

园内超高层建筑加装泡沫立管，水

从一层打到顶层， 出水灭火只需 75

秒， 为社区的消防安全又上了一道

“双保险” 。

花果园的智慧消防建设， 实现

了火灾防控“自动化” 、灭火救援指

挥“智能化” 、日常工作“系统化” 、

队伍管理“精细化” ，提供了高效、

实时、准确的智慧消防联动体系。

在整体提升花果园消防安全防

范能力的同时， 花果园社区专职消

防队连创佳绩。 2019 年 8 月底，“全

省专职消防队实战化岗位练兵比武

竞赛活动” 中，来自全省的 19 支专

职消防队参与角逐， 花果园专职消

防队代表贵阳市获得两项班组科目

第一，一项单兵科目第三名，总积分

位列团体第一名。

“继续全面落实消防安全工作

各项制度，保持‘初心’ ，让群众的

消防安全感更强。 ” 今年 9 月，国家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人

在调研花果园消防安全时， 对花果

园消防安全工作表示肯定。

夯实智慧消防

确保“打早打小灭初期”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深入，

2018 年，宏立城集团和中国建设银

行贵州省分行签署智慧社区合作协

议，共建花果园智慧社区项目。今年

3 月，“建融慧家” APP 在花果园成

功上线运行，实现无感支付、APP 开

门、 物业线上通知等物业服务和金

融功能的深度融合，截止到 2019 年

9 月底， 注册人数已超 10 万人，为

市民带来“一部手机乐安居” 的全

新体验。

为进一步推动智慧社区建设，

今年 8 月， 宏立城集团与千丁互

联智慧物业合作正式启动， 全面

拉开智慧物业升级的新篇章。 通

过统一的主数据平台， 形成业主

端、员工端、设备端一体化，不仅

实现“线上一键报事报修” ，还将

提升物业服务专业水平 （例如日

常品质巡检、 设施设备巡检也将

实现线上操作）， 保证服务闭环，

进一步提高业主满意度。 该项目

预计将于今年 11 月底前完成的

软、硬件的搭建、调试，并在今年

12 月正式投入运行。

“千丁派出最强团队，与花果园

共同进行智慧社区建设。” 千丁互联

高级副总裁王建辉说， 本次合作特

别邀请了多名资深专家加盟， 组建

了“千丁最强战队” ，双方将全力以

赴， 把花果园打造成为智慧物业标

杆项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慧超

花果园的客流量、 车流量密集，

如何提升提车服务体验？花果园区域

内各停车场通过科技植入，实现无感

支付，为推进停车场智能化建设奠定

了基础。

记者了解到， 所谓 “无感支

付” ，是指车牌识别系统中的高清摄

像头可自动进行车辆识别， 进而连

接系统自动扣费， 闸机自动抬杆放

行，全程智能化服务无需人工参与。

在无感支付场景下， 停车场通行效

率大幅提高， 车主停车体验进一步

得到提升。

无感支付不仅不需要现金，车

主连掏手机的动作都可以省去 。

为进一步提升通行效率， 提升车

主驾车出入的体验， 宏立城集团

宜行科技公司对购物中心、M 区

等停车场进行“无感支付 ” 升级

改造，支持建行、微信、支付宝及

银联等多种支付方式， 省去了找

零和扫码的环节。

同时，为避免停车场内信号弱无

法扫码付款的情况，花果园陆续在各

停车场出口处安装路由器。车主在通

过停车场闸口时，只要手机无线功能

处于开启状态，便可自动链接 WIFI，

有效提升付款速度。

“只要往门前一站， 门锁就开

了。 ” 10月 5日下午，家住花果园M

区的李女士提着菜一边走进单元入

户大厅，一边高兴地说。 为了让更多

人享受到智能化信息化系统带来的

便利和安全，2018 年开始， 公安、社

区、居委会、物业等部门联动，在花

果园多个区域安装的刷脸门禁智慧

安防系统相继启用。

据了解， 新门禁不仅灵敏可

靠、视角广，且支持刷脸开门、按

键呼叫开门、 远程 APP 开门等多

种开门方式。 为方便老年人开门，

人脸识别系统要求操作按钮要足

够大，且支持老年人专用手机。 由

于系统视角类似“广角镜” ，除成

年人外，对身高“不够” 的小朋友

也能准确识别。

在智慧门禁面前， 想用静态照

片把门“骗”开是不可能的。 智慧门

禁系统使用了活体检测技术， 对照

片会自动加以识别， 以防不法分子

用照片开门的情况出现。

另外， 刷脸门禁系统还具备尾

随进门认别功能， 对非正常渠道进

入单元门的人能够自动认别并发出

警示。 同时，门禁系统数据将汇入公

安系统， 为区域提供智能化安全保

障。 截至 2019 年 9 月底，花果园片

区已有约 8万人录入了信息。

除单元门入口外， 不少区域的

负层地下车库也正在施工安装刷脸

门禁，并将陆续投入使用，以便无死

角地把好“出入关” ，持续推进智慧

安防建设， 让智慧城市建设成果惠

及花果园更多人群。

核心提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这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按照贵州省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的部署，贵阳市聚力“四个强化” 、“四个融合”不断推动大数据发展

迈上新台阶，全力建设“中国数谷” 。

打造“数智花果园”大型智慧社区，是大数据时代南明区探索城

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结合花果园社区实际，通过搭建一个应急指挥

调度中心，完善小脑中心平台（公安、物业、环境等），充分发挥线下

多维度服务，探索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智慧模式。

如何开展花果园的“数智” 建设？ 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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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花果园 探索新模式：

植入大数据“基因”

打造智慧社区新样板

被困在电梯里不用担心，可通过

电梯在线监测系统， 获得故障信息，

并同步推送给物业，相关人员将第一

时间前往事故电梯处…… 近日，

“大数据融合发展看贵州”主题采访

团走进南明区花果园社区治理大数

据中心，实地探访南明区是如何借助

大数据打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的“数智花果园” 。

据了解，花果园作为全省城市综

合体建设的重点项目， 占地面积 10

平方公里， 总建筑面积为 1830 余万

平米，总人口峰值上百万，目前已聚

集了 22000余家工商注册户。贵阳市

政府、 南明区政府提出服务城市、服

务市民的建设理念，决心用数字化治

理手段将花果园社区打造为超一流

的城市综合体，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 的社区治理新格局，进一步提升

社区管理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

今年 5 月， 南明区花果园社区

大脑暨城市治理运营平台全面启

动， 该平台以建设 “花果园社区大

脑” 为核心，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

计算等先进科技手段， 监测花果园

社区各种管理情况，实现从政府、到

物业管理、到社区商户、到居民的全

方位智慧化管理。

对政府而言，将通过公安、政务、

工商、城管等“小脑” 实现科学化管

理，群众家门口办事，改善政务服务

水平。 对物业而言，通过物业小脑实

现楼宇智能化管理、智慧停车、电梯

监测与运维、 社区消防等精细化管

理。对商户而言，通过环境“小脑” 提

高对分散型企业及餐饮店面的集中

管理，落实环保责任制。 对老百姓而

言，将通过微信端、服务小程序、社区

APP 等，实现在衣、食、住、行、用、医

等全面的智慧化生活。

建设“社区大脑”

打造南明区社会治理样板工程

开启智慧停车

无感支付提高通行效率

助力智慧安防

约8万用户实现“刷脸” 开门

升级智慧社区

成效初显 前景令人期待

花果园智慧门禁

花果园社区治理大数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