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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实在在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房
子能建多高，道路建在哪里最合理，生活区和
工业区怎样区分，家周边有没有菜市场、医院、
学校，出门散步能不能见到绿化等，都直接关
系生活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
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
的忌讳。

2015年 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同意海南省就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
革试点。

全省一张蓝图、一个生态红线标准，改变的并
不只是空间规划，还有资源管理和配置方式，以及
行政职能调整和行政效能提升。海南“多规合一”
的一张蓝图，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

科学规划，
一张蓝图定红线

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与龙潭镇附近有一块
万亩田洋湿地，叫潭丰洋，生态系统完整，水资
源、地质资源、动植物资源、人文资源丰富。

然而，在省域“多规合一”开始之前，这部
分湿地却没有明确的保护规划。“各部门过去
都是背对背编制规划，也难以形成成套有效的
保护办法。”海口市林业局局长冯勇说。

2013年，潭丰洋被列为海口市南渡江流域
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的子项目，建设规模为1.28
万亩，已完成招标，2017 年 2 月计划动工。但
是，按照《海南省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
2030）》要求，该湿地纳入生态红线保护范围，
项目遂被叫停。

2017年初，海口市按照《海南省总体规划
（空间类 2015—2030）》，对全市生态环境进行
摸底。经过相关湿地专家现场考察，发现潭丰
洋湿地有植物 300余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植
物 4种，珍稀植物 2种，保护鸟类 40余种，迫切

需要保护。2017年 8月，省林业厅同意设立潭
丰洋省级湿地公园。

“经测算，在多规合一过程中，海口确定
13193公顷湿地纳入生态红线保护范围，无论
原归哪个部门管辖，都要严格按照要求管理，
不能随意开发。”冯勇说。

《海南省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在全省范围内划定了生态红线：陆域生态保
护红线区域面积 11535平方公里，海域生态保
护红线区域面积8316.6平方公里。

通过这一张蓝图，从根本上遏制了“摊大
饼”“无序开发”“无限制扩张”现象。

在明确红线基础上，海南统筹安排各类开
发空间布局，明确城市发展方向和边界：统筹
布局以海口为中心的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济
圈和以三亚为中心的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统筹
布局 100 个特色产业小镇和 1000 个美丽乡村
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重点培育十二大
产业，统筹布局 6类 24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
统筹布局路网、光网、电网、气网和水网等“五
网”为主体的基础设施。至2020年建设用地规
模 3667 平方公里，不超过国土面积的 10.7%。
各市县城镇、旅游度假区、省级产业园区、乡村
基础设施等开发边界不超过国土面积的15%。

专门机构，
一张蓝图有人管

蓝图确定了，谁来管？有人突破规定的红
线与边界，谁监督？现有的《海南省总体规划
（空间类 2015—2030）》有效期限是 15年，到期
后谁负责修改调整？

解决这些问题，靠改革。6月，海南省规划
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省
级规划委员会。海南省规划委员会主任丁式
江说，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一张蓝图”的编、
修、审、督。

伴随“一张蓝图”专门机构成立，海南省

“多规合一”改革走向深入，原分属各职能部门
的相关职责相应取消，统一归并到省规划委。
如海南省发展改革委承担的组织编制主体功
能区规划职责；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承担的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职责；省海洋与渔业厅承担的组
织编制省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职责等。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表示，要以最扎实的作
风推动总规落地，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加快推进综
合行政体制等配套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深化改革，
一张蓝图干到底

近日，在首次举办的省直和市县主要负责
人“多规合一”培训班上，省长沈晓明与学员一
起聆听了第一课。

下一步，海南省规划委将对组建后的各级
规划委干部职工以及乡镇、行政村领导进行培
训，内容包括“一张蓝图”应用管理办法、法规
政策和技术标准、开发边界内规划编制和管理
办法、督察方法、信息平台操作方法等。

一张蓝图也带动了“放、管、服”改革。
2015年底，海南出台了美安科技新城、海南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海南生态
软件园区改革后审批环节由70个减少为4个、
审批时间缩短至 63个工作日，提速 80%以上。
改革进一步释放园区市场活力。截至目前，三
个园区新增入园企业876家，新增项目335个、
投资247.37亿元、产值预计达756亿元。

在试点基础上，极简审批成形成势。全省
园区项目审批实行“一个窗口进、同一窗口
出”，避免各审批事项互为前置，有效缩短审批
时间；推广互联网“不见面审批”，实行“一号申
请、一网审批、全程网办”。首批15个省政府直
属单位、48项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已按
照全流程“不见面审批”要求开展办理工作。

一张蓝图，迈开步子蹚出路子
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

成立全国唯一省级规划委员会
本报记者 陈伟光 丁 汀

信不信，案件有了自己的电子身份证？
海南高院法官吴向东说，一审案件在全省

法院立案伊始，审判管理系统会自动产生一个
案件终身唯一识别码。该案进入二审、执行、再
审程序，案件识别码始终不变。

这项新举措，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律师却意
味着大改变：想了解审判进展，从先“找人”变为
先“扫码”，更透明公平，更方便快捷。

作为全国第一批司法改革试点法院，海南
法院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一改革“牛鼻子”，
完成了中央确定 4个方面 59项改革任务，为全
国提供了好的改革样本。

法官“入额”
人均办案数涨八成

与法官“饭碗”休戚相关的员额制，是司法
改革破题难点。海南法院是第一批“吃螃蟹的
人”。

2015 年 2 月，全省法院完成了首次员额法
官选任；3月 1日起，第一批入额的 1116名法官
走上岗位。人员分类管理，相应配套改革也随
之推进。2017年，海南率先在全国兑现了干警
工资、奖金、审判津补贴；完成全省法院法官职
务套改后的首次入额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晋
升；成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等。

一晃两年，首批入选员额制的法官有的退
休了，有的岗位发生了变动。2017年6月，海南
法院适时启动第二次员额法官选任工作，让更
多年轻同志有机会进入员额。

队伍的改革，也改出了效率。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严献文表示，对比“司改”
前的 2014 年，2016 年在法官员额减少 34.09%、
受理案件数上升 50.29%的情况下，人均办案数
增长 81.93%，结案率 96.61%，位列全国法院
第一。

类案参考
避免“同案不同判”

根据中央政法委要求，审判资源全部回归
办案一线，明确院庭长办案指标。2017年上半

年，全省法院院庭长主办审结案件 32471件，同
比上升56.69%，占同期结案总数的50.43%。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逐
渐显现：“司改”后一些法官庭审驾驭、文书撰
写、法律适用、群众工作能力不足；取消案件审
批之后，院庭长对如何处理放权与管理的关系
理解不透，监督管理不到位等。

改革中，海南法院抓住了谁审理、谁裁判、
谁负责三个关键要素。

类案参考、专业法官会议、案件唯一识别二
维码，被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誉为海南法院
司法改革的三大创举。

《海南法院类案参考》共收录 318 个案例，
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最大限度地避免
和减少“同案不同判”。

海南各法院成立了专业法官会议为办案提

供业务咨询。讨论结果仅供主审法官、合议庭
参考，审判责任由主审法官、合议庭承担。

2015 年 7 月以后审结的所有案件，每份裁
判文书都有一个二维码。这个审判管理系统中
的“身份证”，倒逼法官更认真细致地办案。

海南高院院长董治良认为，要通过审判体
制机制改革，实现法院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
化。5年过渡期满后，海南法院不仅要基本完成
改革方案里的每一项改革项目，建立起新的司
法模式，还要推出至少一两个县市的典型，形成
系统化的规范和制度。

问题导向
系统推进提高司法质效
司改两年来，全省法院收案量年均递增

26%—27%，法官人均结案数 2015 年为 112 件、
2016 年达 151 件，为全国法院增幅最大的省
份。案多人少、法官办案压力大，欠发达市县法
院出现“进不了人、留不住人”的困境。

2016 年 11 月，海南高院选派 30 名年轻法
官，到基层法院挂职两年办案锻炼，缓解基层法
院办案压力。

年轻法官经验不够怎么办？“院庭长审判
监督管理机制运行一年多以来，帮助我们年
轻法官提升自身审判业务能力，判起案子来
底 气 更 足 了 。” 海 口 中 院 民 一 庭 的 陈 璐 法
官说。

海南法院主动拥抱大数据，积极推进信息
化建设，来解决案多人少、监管缺失、配套制度
滞后等问题。

今年 4 月，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在海南 15家法院试运行，法官办理量刑规范化
案件的时间减少约50%。

今年内，将完成执行威慑、信用惩戒、减刑
假释、量刑规范化等项目的网络联通、互联
共享。

服务生态立省发展战略，海南省法院试行
环境资源案件跨流域、区域提级集中管辖及民
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目前，
已完成环境资源审判改革主体框架，解决了环
境资源司法证据采信难题。

59 项司法改革先行一步

打官司可扫二维码 办案子借力大数据
本报记者 丁 汀

·海南篇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
三次会议。同意海南省就统筹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开展省
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

海南按照全省整体“一盘棋”思路，拟
写完成《海南省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
2030）》及6类空间性规划专篇。

5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海南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情况
的报告》。会议充分肯定海南省“多规合
一”改革工作，指出海南“在推动形成全省
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上迈出了步子、探索了
经验”。

6月

2015年

6月5日

2016年

各市县总体规划全部经全省“多规合
一”工作领导小组、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

12月

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省级空间规划
试点方案》和国家有关部委反馈意见对省
总规进行修改完善。

3月

2016年

2017年

海南成立全国唯一省级规划委员会，
专门管理全省一张蓝图编、修、审、督。

6月

海南推进
“多规合一”

时间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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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海南文昌市境内一段滨海旅游公
路。 李幸璜摄

图②：海口市万绿园、世纪公园、滨海公园
“三园合一”工程后的城市新貌。 李幸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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