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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玉祁园区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和入驻项目、企业的不断增多,园区在企业精细化管理、园区规划、土地利用、项

目建设、安全监管等方面对信息化应用具有迫切需求。笔者根据玉祁街道现有工业经济信息化现状,结合
《玉祁街道 2015-2030
规划》与玉祁产业经济发展趋势,融合各时期先进的技术手段与产业经济园区管理理念,构建了玉祁园区工业经济运行监管平
台。通过创新应用 GIS、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形成对玉祁各个园区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为玉祁街道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
持,为园区企业提供智能化服务。
[关键词] 工业经济运行监管平台；大数据；云计算；统筹利用；智能化服务
引言

2 建设内容

随着玉祁园区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和入驻项目、企业的不

2.1 数据收集与整合,形成覆盖整个玉祁的全面数据库

断增多,对镇内各园区企业进行精细化管理,统筹园区规划

以玉祁街道现有二、三维基础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通

建设和园区产业经济,对现有的管理手段提出了挑战。园区

过扫描、数字化、投影转换、格式转换等多种手段整合地理

在企业精细化管理、园区规划、土地利用、项目建设、安全

空间数据,并将其与各类工业经济专题数据关联,形成玉祁

监管等方面对信息化应用具有迫切需求。

街道工业经济信息“一张图”的数据资源整合数据库,直观、

目前,玉祁街道已对城镇范围内核心建成区、工业集中
区进行三维航飞测量建模,获取了地表的真实地理空间环
境；此外,江苏省统一的工业企业用地调查已经完成,内容包
括详细的工业用地分布、经济、强度、违法等数据,以及工

真实和全面地反映玉祁工业经济、产业发展状况,为玉祁各
业务应用提供数据基础。
2.2 开发玉祁工业经济运行监管平台,服务于企业土地
管理决策和产业经济分析

业用地上各类企业的详尽数据；但数据目前仅停留在展示、

基于玉祁工业经济综合数据库,结合企业与土地经济运

备档应用水平,为充分发挥数据应用价值,解决玉祁工业经

行分析业务需要,开发玉祁工业经济运行监管凭条,涉及城

济管理分析问题,需要搭建玉祁工业经济运行监管平台,通

市运行监管、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项目管理、产业经

过创新应用 GIS、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形成对玉祁各个

济等,实现工业资源数据的快速查询与综合分析,以满足园

园区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为玉祁街道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

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在招商引资、规划建设、项目选址和产业

持,为园区企业提供智能化服务。

布局等方面的智慧化管理和服务需求。

1 建设目标

2.3 搭建系统运行支撑环境,为业务平台提供平台支撑

按照国家、省、市信息化建设、工业园区管理、产业经

搭建系统运行必要的支撑环境,为玉祁工业经济运行监

济转型发展相关要求,结合玉祁街道实际情况,利用物联网、

管平台运行提供基础信息支撑,包括基础软件环境与硬件资

云计算、大数据、地理信息(GIS)等 IT 技术,梳理整合玉祁

源,软件平台包括地理信息平台、数据库、中间件等,硬件资

空间信息资源与工业经济相关专题数据,结合土地、企业、

源包括服务器、网络、工作计算机等。

产业经济发展等实际工作需要,基于“一张图”模式贯穿园

3 工业经济运行监管平台展示

区规划、项目建设、产业布局、运行监管等业务应用,实现

3.1 园区一张图(基础数据展示)

如下建设目标。

基础地图浏览：提供玉祁街道二维矢量数据、影像数据、

为解决玉祁工业用地效益提升、企业用地监管、产业

三维模型数据、倾斜摄影测量数据在内的基础地理空间数据

经济分析等问题,充分利用现有的无人机航飞三维数据,以

的在线查询、浏览,提供地图缩放、导航、定位、视角调整

及工业用地数据、企业位置数据,国土规划数据等,基于地

等多种交互浏览操作工具。

理信息空间可视化展示分析手段,整合二三维空间数据与

3.1.1 国土专题展示：将国土各类专题数据资源以图层

工业经济数据,实现可视化化、智能化、人性化信息平台,

方式展示在基础地图上,用户可勾选相应的国土数据资源图

提供园区二三维一体化展示查询、园区土地管理、一企一

层,实现国土专题数据与地图的叠加显示、浏览,提供各类国

档精细化管理、工业经济管理分析功能,从而为玉祁工业企

土数据的在线调取、查看。

业管理部门提供直观、高效的工业经济管理、分析、服务
信息化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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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规划专题展示：将规划各类专题数据资源以图层
方式展示在基础地图上,用户可勾选相应的规划数据资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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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实现规划专题数据与地图的叠加显示、浏览,提供各类规
划数据的在线调取、查看。
3.1.3 房产专题查询：房产专题空间数据多为工业企业
用地上的地表建筑物,系统可将企业厂房、建筑叠加在基础
地图上,实现各类房屋、建筑在工业用地上的分布展示。
3.1.4 配套基础设施：配套基础设施主要将工业企业用
地上各类道路、供水、供电、排上下水、通讯、排污管网等
设施资源以地图可视化方式展示于地图上,用户可查看各类
配套设施的覆盖情况。

建筑三维环境。
基本属性：在地图中点选企业,查看企业的基本信息,
主要为工商注册信息(企业名称、地址、行业类型,规模、法
人代表、注册资金、经营范围…)。
3.3.2 企业规划信息：企业的总体规划图,计划经营内
容,建设效果图。
详细规划：用于展示企业详细的厂房、配套设施、生产
线等内容的规划图件。
指标：用地面积、建筑占地面积、建筑密度、总建筑面

3.2 土地资源管理(工业用地数据分析)

积、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容积率、道路及铺砌面积、道路

3.2.1 工业用地查询：全面展示玉祁街道各园区的土地

系数、绿地面积、绿地率、出入口、停车位。

规划情况、使用情况、工业用地情况、存量情况。
3.2.2 用地经济分析：对玉祁街道各区域的用地经济效

3.3.3 企业用地信息：将企业与所在地块关联,用于查
询占用地块的详细信息,以及土地占用的合法性。

益进行分析,对工业聚集区内的低效用地和存量土地的空间

3.3.4 企业房产信息：二、三维地图上展示企业厂房建

分布、面积进行统计和展示,按区域展示工业用地最高年期

设范围,建筑物在地块上的分布情况,同时结合建筑发证数

出让基准价格。用地经济效益指标：园区产值,销售收入,

据,对比发证登记面积与实际面积。

税收；亩均投入、亩均产值、亩均产值。
3.2.3 用地强度分析：对玉祁街道各园区的建设容积率、
建筑系数、绿地率进行空间分布展示和查询。
3.2.4 用地能耗分析：查询、分析、统计、展示玉祁街
道各园区各企业,整合单位销售收入用电量、用水量、燃气
用量、污染物排放量等,对各企业进行综合考评。
3.2.5 土地违法监察：识别镇内各园区用途不符、面积
不符、历史遗留问题、用地类型不符的土地空间位置、分布、
面积,并关联到相关企业。
用途不符指标：批准用途、实际用途、规划用途；面积
不符指标包括：土地面积、批准面积、登记面积、已建成面

选用指标：是否租用厂房；建筑面积；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基地面积。
3.3.5 企业经济查询；查询企业的关联经济指标,了解
企业的经济运行情况,现有企业经济指标如下：固定资产投
资、总产值、销售收入、应征税费、上缴税费。
3.3.6 亩均投入产出：将企业的占用资源(用地面积)、
产出效益(上缴税费)综合,计算企业的投入产出比。选用指
标：分摊土地面积；上缴税费；亩均投入产出。
3.3.7 企业能耗统计：查询企业用电量、用水量、燃气
用量及主要污染物排放当量,用于了解企业的能源消耗,以
及污染物排放量。

积；历史遗留问题指标：历史遗留问题涉及面积；用地类型

3.4 工业经济分析(宏观经济分析)

不符指标：合法审批、少批多用、未批先用、闲置土地

汇总玉祁街道所有工业用地数据、企业经济、产业结构

3.2.6 建筑厂房监察:对镇内各园区厂房的建设状况、

数据,提供玉祁街道、工业集中区的整体多维度经济统计分

整体的租用/购买情况、各园区内工业用地容积率和标准厂

析,并综合各类经济指标形成企业排名,从而为政府管理部

房容积率的空间位置与分布进行展示、统计与分析。建设状

门提供准确的土地、企业宏观经济分析数据,为工业企业高

况指标：未建、在建、建成状况；租用购买情况指标：租用、

效稳定服务,经济增速发展提供辅助决策依据。

购买厂房；容积率情况指标：工业用地容积率、标准厂房容

3.4.1 整体经济分析

积率；建筑面积指标：建筑面积、建筑基底面积。

基于不同的查询条件和经济统计指标,对玉祁街道内的

3.2.7 基础设施配套：展示地块的配套设施完善情况,

企业经济状况进行统计分析,通过专题图、统计图表等方式,

查看“七通一平” (通道路、自来水通、电通、排水通、排

直观展示玉祁街道内企业经济发展趋势,帮助管理者宏观把

洪通、电讯通、煤气管通及平整土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控区内产业经济现状和趋势,及时作出宏观调控。

3.3 一企一档(企业数据分析)
3.3.1 企业基本信息：实现玉祁街道范围内的企业空间
布局的展示,详细信息的查询,直观反映出企业空间聚集特
征,分析企业聚集度和布局趋势,宏观把控玉祁街道企业整
体情况,并通过查询微观掌握每个企业的基本信息,进行详
细信息的查询浏览。
企业查询定位：按照企业名称、类型进行企业搜索定位、
类型筛选。
三维环境展示：关联企业三维实景地图,浏览企业土地、

汇总企业、用地的各项指标,得到整个玉祁街道宏观经
济统计数据,并结合统计图表进行展示。
①用地经济指标：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地均产值、地均
销售收入、应征税费、上缴税费。
②用地面积指标：土地面积、批准面积、登记面积、已
建成面积。
3.4.2 产业结构
对于玉祁街道所有企业的行业类型进行统计分析,通过
统计不同行业领域的产值及所占的比例来分析产业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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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行业结构,三产结构类型、分片区产业结构统计。指标：

图、市政工程设施规划图、道路系统规划、交通设施规划、

行业类型(行业代码)；主行业；行业细分。

市政管线设施规划等。

3.4.3 企业统计

4.1.4 房产专题数据

可以对整个玉祁街道不同园区按照归上企业、按工商注
册类型、按所属行业进行分类查询；也可以先按照专业园区

包括地表房屋、厂房、建筑空间图形,不动产登记数据、
房产登记面积、租赁房产数据等。

再按照规上企业、按工商注册类型、按所属行业进行分类查

4.1.5 工业用地数据

询统计企业数量。

工业用地数据主要来源于无锡经信部门统计的工业用

企业经济指标统计(汇总后)：固定资产投资、总产值、
销售收入、应征税费、上缴税费。

4.1.6 企业信息数据

企业类型指标：规上企业、重点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战略新兴企业分布。

企业信息数据主要包括企业基本工商注册信息、土地占
用、厂房建筑、能耗以及各项经济指标数据。

企业行业统计：按照所属行业统计(主行业、细分行业)。
3.4.4 企业排名

4.1.7 配套基础设施
各类园区道路、供水、供电、排上下水、通讯、排污、

对于企业各项的排名分析综合考虑企业的工业总产值、
总收入、实缴税费、进出口总额、利润总额等经济指标与占
用土地、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各项指标,进行分项指标计
算后,得出企业的综合指标结果,最终按照投入产出比(即经
济贡献度)高低进行排名。

网络、地块平整等施工 CAD 电子数据、图件等。
4.2 基础硬件资源
基础硬件资源主要提供系统运行必须的计算、存储、网
络等硬件设备,如服务器、交换机、磁盘等。
4.3 基础软件平台

产出分析排名：总产值、销售收入、上缴税费。
投入分析排名：占用土地面积、能源消耗量、污染排放量。

基础软件平台提供系统运行所需的基础软件平台支撑,
包括基础地理信息平台、数据库管理软件、中间件等。

综合排名分析：投入产出比。

5 结束语

4 辅助资源建设

以上是笔者根据玉祁街道现有工业经济信息化现状,结

4.1 数据库

合《玉祁街道 2015-2030 规划》与玉祁产业经济发展趋势,

4.1.1 基础地图数据

融合各时期先进的技术手段与产业经济园区管理理念,对玉

将玉祁街道二维矢量数据、影像数据、3D 模型数据、倾

祁街道智慧园区信息化建设做的总体框架规划,分步骤逐步

斜摄影测量数据在内的基础地理框架数据等进行整理入库。

建设完善,使其既满足当下工业产业经济发展需要,同时也

4.1.2 国土专题数据

为后期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土地开发、企业管理等玉祁工

主要是玉祁街道各类土地资源数据资料,如土地利用现

业园区经济一体化管理服务体系奠定基础。

状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控制规划、城镇地籍、
供地红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调查图、土地储备数据图、
报批数据图、村界图、拆迁范围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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