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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的城市物联网密钥管
理系统规划方案》评审会在京召开

本刊记者:卢希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

就没有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

战略思想指引下，商用密码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金融和教育、社保、交通、通信、能源、税

收、公共安全、国防工业等重要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作为信息安全的基础，密码算法和密码产品

的安全、可信是确保我国信息安全的重中之重，

国产密码算法的推广和应用已经成为我国快速应

对信息安全威胁的首选措施之一，也是我国从根

本上实现信息化产业完全自主可控的安全基础。

2018年，基于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住

房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组织开展了基于国产密码

算法的城市物联网密钥管理系统的升级工作，进

一步推动城市物联网安全体系应用到智能门锁、

民用三表管理等领域。

1月14日，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组织

的《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的城市物联网密钥管理系

统规划方案》评审会在京召开，该方案由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IC卡中心和全国智标委共同组织编

制，会议由全国智标委副主任委员张永刚主持。

（住房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处长 谢跃文）

住房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处长谢跃文表示：

城市物联网基础设施是城市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城市物联网基础设施安全关系到整个城市的

安全,是城市安全发展、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作为住建领域信息化建

设的主要部门，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城市物联网基

础设施安全工作，在积极响应国家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可控的要求下，通过前期对全国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走访调研，可以明显看到城市物联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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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中所暴露的安全问题。此次开展基于国产

密码算法的城市物联网密钥管理系统规划符合国

家政策要求，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有利于智慧城

市安全体系建设，对于智慧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沈昌祥）

与会专家、领导经过讨论，提出：方案编制

要从系统整体安全体系架构出发，包含感知域、

通信域、计算域，一体化设计，同时符合国家等

宝要求，保障城市物联网基础设施安全；规划方

案要站在国家的角度，要有明确的政策法规、相

关标准作为编制依据，使方案具备更好地可实施

性、可操作性，例如规划方案中给出密管系统在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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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锁、水表、社区等领域的方案。

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的指导

下，全国智标委将推进《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的城

市物联网密钥管理系统》在智能门锁、民用三表

管理、智能家居、智能建筑等领域的应用实施；

开展《建筑自动化和控制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智能家居安全

技术要求》等标准研制；推动《基于国产密码算

法的智慧社区及智能家居应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示范》、《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的智能建筑应用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等课题研究。

此次会议住房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中国工

程院、国家密码机管理局、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县镇工作委员会、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亿速

码数据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怡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参

加。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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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智能控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标
准启动会顺利召开

采风 REPORT 

智能家居带来的科技感正渗透到生活点滴

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开放，智能家

居逐渐进入大众化时代。门窗智能控制系统作为

智能家居的子系统，是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功能实

现的基础。目前智能门窗行业存在产品种类繁

多、规格多样，与其他智能系统的接口不一，产

品安全与治理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对门窗行业

进行标准的理论化指导，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

将有效的促进门窗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带动智

能家居行业的质量提升。”

1月4日，由全国智标委归口，北京中科环

协科技发展中心负责牵头编制的《门窗智能控制

系统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一

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同期举办中国门窗幕墙

行业年会，标准启动会由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

协会门窗幕墙分会秘书长丁辉主持。众多行业领

导、专家、企业高层、媒体朋友等齐聚一堂，共

同分析行业当前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探讨行

业发展前景及趋势，交流行业成功经营管理经

验，进而推动行业生产水平提高。

为充分保障标准编制工作顺利进行，全国智

标委技术标准中心李想代表秘书处参加会议，并

要求各参编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委相关标

准编制要求，在住房城乡建设部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按时间计划有序推进标准的编制、审查与落

地，明确标准定位和边界。标准编制过程中要充

分尊重参编单位的意见，广泛征求意见，与全国

智标委秘书处保持联系，充分保障标准编制工作

顺利进行，促进标准质量进一步提升。

会议现场，与会人员围绕《门窗智能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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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如何真正落地、真正

实施等问题各抒己见。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

会门窗幕墙分会会长靳秀凤谈到，门与窗其实是

两个载体，虽然智能锁具有一定的控制功能，但

门与锁一般也是独立分开的，如何简单化处理，

非常值得探讨。相信随着标准的出台，将有效规

范门窗市场。顾问牟晓生表示，标准制定一定要

精确范围，解决门窗与智能化融合，保障门的安

全是工作的重点。

启动会上，经过讨论确定了标准编制人员分

工、编制进度计划安排等，据了解，该标准规定

采风 REPORT 

了门窗智能控制系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

组件、要求和检验方法。适用于建筑用门窗智能

控制系统。编制该标准的主要目的是规范我国门

窗智能控制系统相关产品研发、生产的性能要求

和检测方法，为设计、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

提供依据，促进整个智能门窗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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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月11日，《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

统智能井盖基础信息》国家标准启动会在京召

开，该标准由全国智标委提出并归口。会议上，

就标准内容、时间安排、任务分工进行了讨论，

并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井盖也随之

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像一颗颗“螺丝”卯在地

上，承担着一个城市的热力管廊、电力布线、污

水排放等功能。虽然细小，但是却是城市这部大

机器运转不可缺少的零件。再紧的“螺丝”也有

松动的时候，当暴雨袭来、车辆轧过、行人踩踏

的时候，这颗螺丝转眼间就变成了“吃人”的陷

阱。近些年，井盖偷盗行为及井内泄露事故时有

发生，井盖“吃人”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对社会

安定、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   

为何井盖会如此难以管理？最主要的原因

是：缺乏有效的实时监控及管理手段。城市井盖

的数量多、范围广，单纯依靠人工巡检排查，根

本无法实时获得这些井盖的状态信息，更无法在

出现异常情况时迅速响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3年4月提出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窨井盖安全管理的通知》，要

“问题”井盖亟待解决！智能井盖国家
标准编制启动！

求相关部门落实井盖安全责任，将井盖安全管理

和档案资料纳入到数字化城管工作中，依托数字

城管平台提升井盖管理的效率和水平，实现社会

资源有效的监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因此

智能井盖的应用建设与标准规范势在必行！

1月11日，国家标准《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

系统 智能井盖基础信息》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由全国智标委副主任委

员张永刚主持。

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产品标准处

处长展磊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展磊处长强调：

该标准编制过程要与《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

统》系列国家标准相衔接、协调一致，标准内容

要具有实用性，能够适用于目前的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

采风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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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产品标准

处处长展磊）

会议上，编制组成员单位围绕标准内容、时

间安排、任务分工进行了讨论，并制定了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副主任委员张永刚指出，该标准要

体现一致性、安全性、实用性、可扩展性，既能

实现系列标准的统一协调，也能适应住房城乡建

设领域的纵深发展与工程细化，让智能井盖助力

城市建设安全、自主、可控。

（全国智标委副主任委员张永刚）

据悉，该标准规定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

系统中智能井盖服务系统、基础信息描述、功能

信息组成。适用于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的建

设、运维和管理及各类组织对智能井盖服务信息

的采集、处理和分析。

数字城管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有

效支撑了城市精细化、网格化管理。井盖作为城

市的基础部件，如何对其进行智慧化管理，精细

化管控？这需要各地城市管理部门“撸起袖子加

油干”！

该标准的编制就是为了支撑规范城市基础设

施管理水平，这既是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响应，也

是对社会民生工程的贡献。该标准的编制一方面

填补了标准缺失带来的城市公共设施服务综合管

理的数字化、智能化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地下管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各信息系统

间的衔接，实现信息共享及互联互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全国

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杭州金盟道

路设施有限公司、厦门南鹏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世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新光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嘉兴恒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致腾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大邦科技有限公司、福水智联技术有

限公司、湖南金龙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安徽水联水

务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等企事业单位参加会

议。

采风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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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在大力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实现城市管理数字化、智慧化，提高城市服务水

平，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社区作为城市建设

的基础单位，是促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一

环。各省市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建设方案和

地方标准，随着各类标准、规范、指南的发布，

智慧社区建设、评价和运维越来越规范。那么按

照标准规范建设的智慧社区应该是什么样的？三

小细节，体现大智慧！

1、智能门禁系统助力社区安防

智能门禁系统目前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智慧社

区的标配，主要包括社区出入口门禁管理、单元

楼门禁管理、家庭智能门锁等三个部分。目前社

区内发传单、贴小广告、上门推销的现象层出不

穷，扰乱了社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增添了许多安

三个细节体现智慧社区标准化、
人性化、数字化建设

高凡 全国智标委

全隐患与不稳定因素。社区门禁的应用，既能有

效的防止社区外部人员的随意进入，又可以更好

的服务家庭的类成员，尤其是对经常忘带钥匙的

老人小孩而言，智能门锁更加人性化、便捷化。

因此一个社区的智慧程度如何，智能门禁系统的

应用是其中一个关键细节。

2、“三表”建设体现智慧民生

近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同住房与城乡建

设部发布《关于加强民用”三表“管理的指导意

见》，三表应用关系到居民的日常基础生活。目

前各类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都应用到了智能水

表、电表、燃气表。智能水表等三表的应用，减

少了人工抄表的时间、人力成本，也方便居民用

户快速在线充值，为居民用水、用电、燃气使用

提供了便捷，并且智能水表还可以有效监测水电

场景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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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的使用。水电、燃气是用户日常生活中不易

关注的细节，但是却关系到用户的生命财产安

全，三表的安全、标准、智慧建设，是智慧社区

民生工程的重要环节。

3、物业管理让数据多跑路

目前的社区管理中，存在业主和物业有隔

阂，物业各部门之间存在壁垒，社区内部与外部

商圈、公共服务、政务管理无法对接等系列问

题。智慧社区建设提倡以人为本，在物业管理中

让“数据多跑路，让居民、物业服务管理人员少

跑腿”，就是以人为本的直接体现。物业公司作

为直接与居民日常生活打交道的服务管理者，其

信息化服务、智能化管理对于社区的智慧化和人

性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何有效利用社

区综合服务平台提升社区内部的服务管理和外部

沟通交流，需要智慧社区产业链企业共同“撸起

袖子加油干”！

场景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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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2018年，物业行业如果评选两大关键

词，那非“上市”和“改名”不可，过去一年

里，物业公司实现扎堆上市，成功获得资本市场

的认可，同时大家纷纷改名，意图向社区服务、

智慧化转型。

物业公司开启扎堆上市潮

2018年2月1日，南都物业正式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登陆A股的

物业公司。紧随其后，雅生活2月9日在港股挂

牌，成为首家红筹分拆H股的物业服务企业。6月

19日，碧桂园服务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成为港股物业服务板块市值第一的公司。11

月-12月，新城悦物业、佳兆业物业、永升服务

也先后登陆港交所。加上之前的彩生活、中海、

中奥到家，至此，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物业

物业公司扎堆上市备受资本认可的背后：
转型服务与智慧物业

文：卢希

公司达到12家。

物业公司在港上市的风潮从2014年就开始

了。当时，作为内地首个独立上市的物业服务企

业，彩生活凭借轻资产模式在港股挂牌两周涨

幅超过30%，其市值甚至反超关联公司花样年控

股。彩生活的上市让开发商们重新审视物业行业

的价值，万科、碧桂园等房企巨头也纷纷萌生出

分拆物业上市的想法。

这不仅体现了社会和资本市场对物业行业的

认可，也将为行业创新提供了坚实的资本保障，

随着与资本技术深度融合发展，物业公司能不断

提升服务质量，从长远来看，物业未来的发展空

间是巨大的。

物业公司热衷改名去物业化

2018年，在诸多物业企业上市前大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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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共同的操作，便是改名去物业化。通过笔者观

察，物业公司更名，主要是这三个方向，生活服

务、智慧、科技，其中以生活服务为居多。

改名一方面是上市的需要，或者资本方的需

求，更名之后在资本市场就会更有号召力，能够

去讲故事，估值也会更高；另一方面，改名确实

是物业公司自身业务的拓展需要，随着社区经济

的发展，一些想进入社区的服务类企业，在进入

社区的时候找的就不仅仅是物业公司了，而是一

个具有经营性的平台企业。在业主层面对物业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去物业化，希望改变传统的形

象和定位，要更加的具有科技感，有服务职能，

那么更名是一个基本的步骤。此外，物业公司还

是政府做社区治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可能需

要新的职能来适应新需求。

2018年大喊要“活下去”的万科便将企业

定位进一步迭代升级为“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

商”，并具体细化为四个角色：美好生活场景

师，实体经济生力军，创新探索试验田，和谐生

态建设者。

智慧物业已成必然趋势

物业作为一个已经发展了30多年的传统行

业，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下，也必然要接受互联

网技术的思维以及管理方式，在智慧物业的模式

下，物业企业不仅需要在管理上要智慧化，同时

在未来的发展上也要智慧化，这样不仅仅是企业

内部，从组织架构、管理、人员等方面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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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物业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了改变。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理事会会长沈建忠曾

断言：“下一个中国首富，或许诞生于物业领

域”，就物业企业纷纷上市的趋势，也许这句话

会成为可能，随着物业企业纷纷上市，物业的估

值也在攀升，曾经靠物业费勉强度日，在智慧物

业的引领下，给物业公司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无限

的想象空间。

2016年8月，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全

国智标委、招商银行签署《智慧社区（招商通）

生态圈战略合作协议》，在全国智标委的指导

下，利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等技术，搭建统一、高效、灵活、智能的招商

物业信息化服务平台。 招商通物业服务平台于

2017年9月20日正式上线运营。该平台主要由客

户端“到家汇”、员工端“慧到家”、管理端

“招商通”等3部分组成，包括智慧城市一卡通

系统、CRM系统、收费系统、设施设备系统、物

联系统、租售系统、商城系统、主数据系统等8

个业务系统，构建了智慧住区生态圈运营体系，

并通过在深圳“阳光带”“雍景湾“地产项目中

通过试点应用，达到了提升住区管理及服务水平

的作用，为住户提供了智慧生活、智慧服务的现

代智慧住区生活模式。 

智慧物业社区管理平台基于智能手机、400

客服入口、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提供互助协同的

服务能力支撑。平台主要内容包括：业主端服务

能力、员工端服务能力、内部系统支撑、主数据

中心、企业视图（BI）及与外部系统互联互通等

打造智慧社区和智能物业管理。

近日，为做好新时代建筑及居住区下智慧

物业标准化工作，开展智慧物业标准应用试点推

广，探索智慧物业应用新模式，全国智能建筑及

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根据《技术委员

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文件内容，同意批准成立

智慧物业应用推广中心，并将于2019年1月16日

在深圳召开“全国智标委智慧物业应用推广中心

成立暨智能门锁应用与安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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