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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了很大进展,智慧城市建设越来越多。佳木斯市位于我国黑龙江省,
地质资源丰富,少数民族众多,在文化交流及碰撞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并在此基
础上推动佳木斯市的经济发展,就是当地政府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而这就突出体现了构建智慧城市的
重要性。基于此,文章首先分析了智慧城市的含义与特征,并根据当前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提出了相关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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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made a great progress in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has built more and
more smart cities. Jiamusi City is locate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rich in geological resources and many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pays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that how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llision,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iamusi City on this basis,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smart city.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city,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idea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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