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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2020年度市级 

政府投入信息化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 

 

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南通市2020年度市级政府投入信息化项目建设计划》已经

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9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通政办发〔2020〕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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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2020年度市级政府投入信息化项目建设计划（信息化专项资金） 

编号 责任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计划投资 

资金（万元） 

合计    1928 

1 市政协办公室 

1. 远程视频协商系统 

2.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室应用系统 

1．建设远程视频协商系统，在分会场建设大屏显示系统、扩音系统及
相关支撑设备。 

2．借助现有委员移动履职平台（DING•履职），开发“有事好商量”协
商议事室应用系统，设立“议事平台”“议事动态”“推荐案例”“在线
协商”4 个一级栏目。 

120 

2 市纪委 

1. 大数据监察一体化平台
三期 

2. 纪检组网络升级项目 

1．接入阳光扶贫、农村三资、污染防治、安全生产问题处置等四平台
数据，动态监管扶贫资金使用、农村三资管理、污染防治和安全生产问
题处置过程；健全完善大数据监察数据仓库，串联现有平台数据进行融
合分析，提升抓取问题精准度；整合现有平台预警点，实现全融合综合
查询，形成闭合信息链，将各部门的问题线索数字化为“一张清单”，
为“两个责任检查”“巡查”及日常监督提供数据支撑。 

2．升级现有纪检组网络。 

160 

3 市中级人民法院 智慧警务三期 

完善法警业务流程，实现从案件综合管理系统发起的用警申请与提押、
羁押、值庭、还押与审批派警等业务流程的闭环管理，全面统筹法警支
队的值庭保障工作；同时整合开发法院安保视频的应用，包括人脸识别
监控视频、雷球联动视频、闸机采集的人脸照片、法警单兵和囚车摄像
头视频等，实现法警支队智慧化管理，完成法院安保工作的事前预警、
事中处置、事后追责。 

140 

4 市委组织部 
综合考核管理信息系统升级
改造项目 

在省综合考核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根据我市实际需求，进行二次开
发，并对系统进行等级保护测评。 

18 

5 市委宣传部 会议室音视频系统改造项目 对发言系统、扩声系统、视频系统、分布式系统等进行改造。 180 



—3— 

6 市委编办 事业单位监管与服务平台 

根据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整体部署，建立“事业单位职责清单系
统”，强化事业单位公益属性，编制事业单位职责清单，并对外公示；
新增“南通市公立医院信用等级评价系统”，实现评价全流程网上操作、
信用信息网上推送、评价结果一键公示；升级改造“事业单位年度报告
系统”，推进事业单位年度报告清单化改革试点，建立业务+财务+信用
指标体系，实现年度项目化、清单式、可对比和可量化的功能。 

10 

7 市委老干部局 
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信息化
平台 

以“统一谋划建设，市、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资源共享”为建设
思路，在全省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信息化平台的基础上增加相关功能模
块和内容，构建我市统一的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信息化体系，以信息化
建设带动精准化、规范化，推动全市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 

40 

8 市委机要保密局 监管平台升级项目 对现有监管平台进行升级改造。 260 

9 市审计局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管理系统 

通过构建政府投资项目对象库，整合建设单位、行政审批局、住建局等
单位资料，全面了解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和实施进度情况；对审计项
目全过程进行记录、监督，规避系统性审计风险；通过预警功能，规范
审计人员开展工作；通过差异分析，辅助审计人员开展决算审计，提高
审计质效。 

80 

10 市行政审批局 
市、县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管理平台一期 

建设基础支撑中心系统、政务服务数据中心、业务审批系统、电子证照
管理系统、江苏政务服务网南通旗舰店网页改版、“好差评”系统、系
统对接、“好差评”平板交互屏等内容。 

500 

11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公务用车智能化平台升级改
造项目 

对现有平台升级，包括无派车单用车监管、法定节假日非法用车监管、
监管数据汇总分析等功能的升级；修改平台功能，包括回访评分、通知、
租赁用车、用车申请等；对接县（市）区的动态数据，包括用车数据、
轨迹数据等；增加转派单流程，实现业务一端口、多平台受理。 

30 

12 市大数据管理局 

1．市图书馆及综合服务大楼
机房 UPS 电池更换项目 

2．经济运行展示系统 

1．为避免蓄电池老化对 UPS 主机供电系统运行的影响，保证 UPS 后备
时长，对 UPS 不间断系统现有蓄电池组进行更换。 

2．运用大数据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建设经济运行展示
系统，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全方位综合数据服务。 

90 

13 市大数据管理局 市蓝信平台建设项目 采购服务器、机柜等设备，实现本地化部署蓝信系统。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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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2020年度市级政府投入信息化项目建设计划（其他专项资金） 

编号 责任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计划投资 

资金（万元） 
专项经费来源 

合计    4793  

1 

市中级人民法
院 

法院大数据中心 

将“智慧诉服”“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警务”“智慧政务”
融为一体，汇聚各业务系统多维度、多类型的数据，进行多维度综
合分析，更好更合理的管控法院的数据资源，并通过分级呈现，在
大屏端、电脑端和移动端展示的方式，有效展示和掌握法院日常工
作的状态和数据发展趋势，提高工作效能，辅助重大决策，突出成
果展示。 

650 

部门非税收入 

2 智慧诉服 2.0 

主要实现四大功能：电子送达平台实现与诉讼服务网、诉服 App

的对接；新增“法官进网格”，实现送达进网格、执行进网格、调
解进网格；新增法律援助模块，实现当事人网上申请法律援助、司
法局审批、分派律师、参与诉讼以及反馈等事项；是新增全市跨域
诉服、对接苏州、上海、浙江的跨域诉服系统，打造长三角一体化
的诉服平台。 

380 

3 
业务案件会商研判
系统 

新建系统并在我市两级法院部署，该系统能让使用者具有同处一室
的交流体验；系统可对接高清科技法庭系统进行庭审观摩及庭外指
导，将法综系统案件电子卷宗实时共享给所有参会人员，实现重要
案件远程会商，会商笔录同步语音转写；同时与检察院会商系统对
接，提高法检系统案件会商工作效率。 

210 

4 支云庭审系统 

利用光闸、光端机等安全交互设备，依托现有科技法庭资源，实现
法官在法院专网，当事人在互联网开庭的庭审系统。运用人脸身份
核验技术，确保诉讼参与人身份准确；运用电子卷宗满足远程示证、
质证要求；诉讼参与人可使用支云庭审 PC 端、APP 端、微信小程
序等参与庭审。本系统包括中院支云庭审系统的开发以及编解码
器、音视频融合服务器、云服务器、云存储等硬件的部署。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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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人民检察院 
 “三远一网”及远程
听证项目 

通过检察工作网+互联网模式进行建设，在检察工作网上实现检察
机关（检察官）、看守所（羁押人员）之间互联互通，在互联网上
实现检察官、律师、代理人、未羁押嫌疑人之间互联互通，实现网
上提审、网上宣告、网上送达、远程听证等业务的网上办理；通过
隔离网闸连通工作网和互联网，实现一体化案件管理、审讯笔录管
理。 

200 部门非税收入 

6 

市民政局 

紫琅医院网络安全
整改及机房整改项
目 

网络安全整改：针对安全运维管理、应用层安全防护、第三方日志
审计、管理制度等部署安全防护设备，满足相应等级保护防护能力，
并保障遭遇灾害时能保证信息系统能正常运行，保障业务正常开
展，并有能力应对遭遇灾害时造成的数据丢失问题；中心机房整改：
综合布线、抗静电地板铺设、棚顶墙体装修、隔断装修、UPS 电
源、专用恒温恒湿空调、地线系统、防雷系统、门禁、消防、门窗
封闭改造等。 

100 福彩公益金 

7 
紫琅医院信息化建
设项目 

建设临床信息系统、信息管理与安全系统，对涵盖 HIS、LIS、EMR

等符合医院未来运营需求系统的升级改造，包括门诊预约挂号系
统、门诊收费系统、门诊医生工作站、门诊护士工作站、门诊药房
系统、住院出入转系统、住院收费系统、住院医生工作站、住院护
士工作站、住院中心药房系统、住院配液中心系统、床位管理中心、
住院医生电子病历、实验室信息系统等。 

200 福彩公益金 

8 市财政局 

市本级政府投资项
目综合业务管理系
统及综合业务平台
升级项目 

在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中，通过对城市建设、基本建设、城市维护三
类资金设置相应流程，将其投资项目通过储备、计划和资金预算、
项目过程和资金支付、资产信息四个模块进行管理；制定标准接口
实现与监察、发改、国资、审计、项目主管部门等部门的系统数据
联动，对数据审核过程留痕，落实岗位职责，对审核超时予以提示，
提高流转效率。 

在综合业务平台中增加待办事项、短信提醒、证书用户统计查询、
应用系统权限申请、关键数据加密、平台界面整体美化、专项资金
业务系统整合等功能。 

245 其他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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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市生态环境局 

市污染防治综合监
管平台 

通过对全市各类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进行在线管理、实时分办、分类
处置、动态监管，实现对污染防治问题线索的全流程精准监督，整
合全市各地区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力量，督促党政领导履责、
职能部门履职，推动污染防治责任层层传导到位，为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高质量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提供有力保障。 

250 

市本级生态建
设专项资金 

10 
市生态环境监测监
控平台（一期） 

构建全市统一的生态环境数据资源中心，整合我市已建、在建的各
类生态环境监测、监控资源，归集全市范围内水、气、土、固废等
生态环境数据，纵向覆盖市、县（市）区、企业，横向融合同级部
门数据，实现全市生态环境数据一个入口、统一管理，通过大数据
资源中心实现数据查询、分析和交换共享；建设生态环境管理平台，
提供全市范围内的环境质量展示、预警分析、辅助决策等服务，以
一手数据为目标，数据资源目录为抓手，排污许可证企业名录为核
心，对基础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全面整合空气、水等环境质量在线
监测、空气质量预警、污染源全过程监控等信息资源，形成环境质
量、重点排污单位主题数据库，对水、气、土、重点排污单位等数
据在一张图上进行综合展示和查询分析。 

1600 

11 
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 

博物馆群客流智能
监测系统 

对我市 13 个博物馆，进行实时、精确、动态、长期的客流监测统
计，提供丰富的统计分析报表，为博物馆的运营决策和综合管理提
供准确及时的数据参考和支撑，并与市智慧文旅平台、市域治理现
代化指挥平台实现对接。 

38 

环濠河博物馆
群整体提升工
程专项资金 

12 
市人民防空办
公室 

智慧人防三期 

在指挥管理的维度上进行细化补充，形成完善的智慧人防体系，主
要围绕警报器巡检与远程电源控制、指挥工程值班、对外服务与咨
询、工程全生命周期信息管理、工程使用等业务进行建设。 

180 人防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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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系统改造及安
全加固项目 

在稽核双查程序上开发对疑点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的功能，开发灵
活就业人员缴存托收功能；开发实现群众线上、线下办理商贷逐月
提取还贷业务和后台人员的审批功能；开发实现单位网厅开户“一
件事”联网办的服务功能；开发实现贷款业务与大数据共享“自动
验证审核”的功能；与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长三角“一网通
办”平台实现数据对接；增加网络安全运维软件，并根据等保 2.0

标准，对三个三级等保的系统和一个二级等保的系统进行整改，增
加安全设备；对综合服务平台网络架构进行调整，包含光纤交换机、
备份存储扩容、负载均衡等。 

500 
公积金增值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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