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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社区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在5G信息时代发展所演变出的新概念,对智慧社区的进一步研
究对我国社会治理和公共资源智能化管理有着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新基建"下智慧社区的建设背景
进行分析,其次对"新基建"在智慧社区的智慧物业管理、智慧家居应用、智慧停车系统以及智慧平安社
区等建设方向进行了探索研究,最后研讨了智慧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关键词] 新基建；智慧社区；效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TL372+.3 文献标识码：A

Benefit analysis of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Dir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engyuan Li Linmeng Xu Xuebing Zhang
Shandong Xiehe University
[Abstract] Smart community is a new concept evolv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5G information age. Further research on smart commun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cial governance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public resources in China.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under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dire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smart community, such as smart property management, smart
home application, smart parking system and smart safe community.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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