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C公布2020年亚太区智慧城市大奖“最佳数字化政府项目”

IDC今日公布了2020年IDC亚太区智慧城市大奖（SCAPA）。
亚太区（不含日本）19个杰出智慧城市项目隶属于14个功能型
智慧城市奖项类别获得此项殊荣。
2020年5月29日，北京——IDC亚太今日公布了本年度IDC亚太
区智慧城市大奖(SCAPA)的19个获奖项目。SCAPA至今已举
办六届，在2020年SCAPA评选中，东亚地区成最大赢家，19
个获奖项目中共占10席——台湾地区4项，中国内地和新加坡
各3项，韩国和澳大利亚各2项，印度、香港、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和新西兰各1项。
其中，中国内地的获奖项目为：海口城市大脑获得行政管理类
最佳智慧城市项目，深圳交警轻微事故远程处理平台获得交通
运输——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类最佳智慧城市项目，文昌智慧教
育解决方案获得教育类最佳智慧城市项目。
Figure 1

IDC亚太区公共部门主管Gerald Wang表示：“进一步实现城市
运营自动化，让数字生态系统和数字工具更易为广大居民所得
所用，改进完善政府服务体验——这三大主线贯穿了2020年
SCAPA智慧城市项目的转型主题。今年，很多亚太区智慧城
市项目都聚焦于以下方面：以实现社会包容性为目的的敏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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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和公共计划、直观便捷的创
新型城市服务、关键基础设施可持
续革新以及全球参与。”
当前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坚
定了各个城市创建“生活、学习、
工作、娱乐”前沿数字化生态系统的
决心。Gerald Wang补充道：“新冠
疫情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日常
活动陷于停摆，只有最基本的必需
服务还维持着运转。因此，通过加
速推进数字化来增强社会经济韧性
和生存能力变得空前急迫和紧要。
城市政府部门应当加快实施其数字
化计划，并从2020年SCAPA获奖
者的投资和创新项目中迅速汲取经
验。”
以下为2020年IDC亚太区智慧城市
大奖的亚太优胜城市或组织及其杰
出智慧城市项目：
•
•
•
•
•
•
•
•

海南省海口市“海口城市大脑”（中国内地）被评
为“行政管理”类“最佳智慧城市项目”。
新北市“智慧社区App 2.0”（台湾地区）和西澳大利
亚州珀斯市“珀斯智慧城市协作项目”（澳大利亚）
被评为“公民参与”类“最佳智慧城市项目”。
西爪哇省政府“数字村镇”（印度尼西亚）被评为“数
字互联普惠”类“最佳智慧城市项目”
马六甲州“以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支持智能旅
游”（马来西亚）被评为“经济开发、旅游、艺术、
图书馆、文化及公共空间”类“最佳智慧城市项目”。
台北市“台北全方位智慧教育”（台湾地区）和海南
省文昌市“文昌智慧教育解决方案”（中国内地）被
评为“教育”类“最佳智慧城市项目”。
高雄市、屏东和澎湖县“参与式护理和远程医
疗”（台湾地区）被评为“公共健康与社会服务”类“最
佳智慧城市项目”。
基督城“EQRNet——地震响应管理”（新西兰）被评
为“公共安全——灾害应对/应急管理”类“最佳智慧城
市项目”。
世宗特別自治市“无犯罪城市服务平台”（韩国）被
评为“公共安全——智慧警务”类“最佳智慧城市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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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加坡“公共房屋智慧照明”被评为“智慧建筑/智慧科
技园区”类“最佳智慧城市项目”。
台南市“台南智慧防洪网络建设计划”（台湾地区）
和韩国区域暖房株式会社“地下天线与挖掘传感装
置”（韩国）被评为“智慧水务”类“最佳智慧城市项
目”。
新南威尔士州“能源数据支持智慧决策”（澳大利
亚）和新德里“智慧路灯塑造可持续与可扩展智慧城
市”（印度）被评为“可持续基础设施”类“最佳智慧城
市项目”。
圣淘沙“按需自动驾驶巴士”（新加坡）被评为“交通
运输——无人驾驶互联汽车、公共交通、打车/拼
车”类“最佳智慧城市项目”。
深圳市“深圳交警轻微事故远程处理平台”（中国内
地）被评为“交通运输——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类“最
佳智慧城市项目”。
香港“共同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开发”（中国香港）和
新加坡“智慧无人机辅助”即“SUAVE”（新加坡）被
评为“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类“最佳智慧城市项目”。
IDC中国智慧城市高级分析师祖碧
遥表示：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智慧
城市建设带来巨大考验。城市管
理和公共服务类应用亟需线上化
部署，面临迅速落地和高并发等
各方面压力。然而，危机也同时促
进了新的发展契机，疫情加速了政
府和民众对数字化转型意识的增强
和需求的提升，IDC认为诸如智慧
社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场景
将加速发展，并趋向于线上线下深
度融合的模式。同时，随着 “新基
建”对疫后经济的拉动，将进一步促
进新兴技术在智慧城市场景中的应
用与创新。
在此背景下，2020年SCAPA获奖
项目意义空前，IDC希望能够在14
个智慧城市领域为城市规划、决
策、建设、管理的参与者提供参考
和借鉴，共同促进智慧城市市场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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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获奖项目都是依据IDC分析师
的 基准评估、公众投票和国际咨
询委员会的评议选出。咨询智慧
发展指数采用的计算方法，请联系
Gerald Wang（gwang@idc.com
）或祖碧遥（jzu@idc.com）。媒
体咨询请联系IDC中国市场部谢静
(mxie@idc.com)。
其他相关内容：
IDC亚太Government Insights已于
本日线上虚拟活动中公布了19个获
奖项目，亚太地区公共部门首席分
析师Gerald Wang介绍了新冠疫情
影响的最新情况，并就当前不明朗
时期应对危机和恢复经济的IT优先
事项提供了重要指引。请点击此处
回顾此次线上会议。
欲了解有关本年度优胜组织和IDC
亚太区智慧城市大奖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idc.com/ap/smartcities
。IDC Government Insights为政府
提供有关技术利用的咨询建议，以
帮助它们调整政府服务，从而满足
市民的需求和期望、推动新的收入
流并刺激经济发展。
欲了解有关IDC智慧城市研究与咨
询能力的更多信息，请访问IDC
Government Insights：全球智慧城
市与社区战略 。IDC Government
Insights不久前发布了系列网络研讨
会“新冠疫情——措施效用”：智慧
城市与政府 |教育 |医疗卫生 。如需
进一步了解IDC亚太的新冠疫情最
新数据，请点击此处 。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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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IDC报告的更多信息，请访
问www.idc.com.cn。欲购买报告，
请致电+86-10-5889 1666与IDC
中国销售部联系，或发 email 至
frankwang@idc.com 。
关于IDC Government Insights
IDC Government Insights 通过提
供准确、及时、富有洞察力和基于
事实的研究与咨询服务，帮助政府
的政策、计划与IT领导者以及为其
服务的供应商做出更有效的技术决
策。IDC 拥有一批在政府与IT行业
有着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分析
师，因而能够通过全球研究来分析
中央和地方/省级政府面临的商业及
技术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于 IDC
国际数据公司（IDC ）是全球著名
的信息技术、电信行业和消费科
技咨询、顾问和活动服务专业提供
商。IDC在全球拥有超过 1100名
分析师，为110多个国家的技术和
行业发展机遇提供全球化、区域化
和本地化的专业视角及服务。IDC
的分析和洞察助力IT专业人士、业
务主管和投资机构制定基于事实
的技术决策，以实现关键业务目
标。成立于1964 年，IDC 是IDG
旗下子公司。IDG是全球领先的
媒体出版、研究咨询、及会展服
务公司。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
录www.idc.com.cn 。
-相关咨询，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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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IDC中国 助理副总裁
电话：(+86-10) 5889 1588
电邮：frankwang@idc.com
谢静，IDC中国 市场部 高级市场专
员
电话：(+86-10) 5889 1558
邮箱：mxie@idc.com
扫描微信二维码，关注IDC 研究成
果，掌握ICT市场脉搏
Figure 2

IDC is a subsidiary of IDG, the world’s leading technology
media, research, and events compan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www.idc.com. All product and company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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