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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月 28日，中
山大学发布了《移动政务
服务报告（2017）—— 创
新与挑战》。据报告统
计，截至2017年11月，全
国70个大中城市共计推
出政务APP514个，涵盖
了交通、社保、民政、旅游
等多个领域。其中，综合
类政务APP涨势明显，政
府部门提供的移动政务
服务，逐步从单一领域向
一站式综合服务转变。

去年 12月 14日，海
口公共服务超级APP“椰
城市民云”正式上线，且
从 2018 年起，海口财政
将不再对海口市属各单
位新开发的APP进行投
入。截至1月4日，短短
21天时间该APP的注册
用户已超过 7万 9 千余
人，同期下载量远超海口
所有政务类APP。这一
款政务APP为什么这么
火，它又有什么不一样？

多头下载成负担 合并平台是趋势

以最小内存推出更多便民服务
海口“互联网+政务”的集成之路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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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海南竟然下雪啦？真相让
你哭笑不得！】新年第一场雪纷至沓来，一张海
南下雪的图片也热传起来。海南竟然会下雪，
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原来此“海南”非彼“海
南”，它是青海省下辖的一个自治州，因位于青
海湖之南，故名海南。知道真相的你，是不是松
了口气。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南岛真下过雪。

“撒盐飞絮随风度，纷纷著树应无数。严威寒透
黑貂裘，霎时白遍东山路。”写的便是明朝正德
年间海南的一次降雪，是不是很神奇？

唐咪咪/摘

风潮席卷了网络
也席卷了人群

“我就在朋友圈里晒了照片。”
1999年出生的海南大学学生高韵
迪告诉记者，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对于她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刚成
年，刚上大一，生活里的一切都是
新的。这个时候在朋友圈里留下印
记，既可以鼓励自己把握当下，又
可以给将来的自己留点回忆。”

她很快发现，在“90后”晒出照
片后，“80后”“70后”乃至“60后”也
加入了这场“网络狂欢”。

“有点炫耀的感觉吧：看，姐也这
么瘦过，这么美过！”1982年出生的
海口网友吉元谈到晒照片的初衷时
说，毕竟青春是每个人最美好的时
光，那时候的我们都很苗条、皮肤光
洁、头发浓密，满脸都是“胶原蛋白”，
让别人看看自己的青春样貌也是一
种特殊的“秀”。

“你看，这么丑的照片我都让你
看了，说明是真爱啊！”吉元笑言：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选好看的照
片。比如我发的照片，就是有点

‘二’的，妆发和服装都很有年代
感。类似这样的照片还有不少人
发，导致有网友开玩笑说这一天的

朋友圈像是‘葬爱家族开年会’。其
实我们就是想让大家乐呵乐呵，加
深亲人朋友间的感情。”

每个人都能在其中
找到情感支点

“18岁照片”几乎席卷了整个社
交网络。对此现象，南京大学中国近
现代史博士温小平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中国人对成年这个词有着特殊
的情结。”他说，成年，对每个人而言
都是一生中最具意义的时间节点，意
味着这个人已经成为具有独立行为
与生存能力的个体。因此，从古至今
全国各地都有举办“成人礼”的习俗，
有的大学还会为大一新生举办集体

“成人礼”，庆祝他们进入全新的人生
阶段。

“跟‘90后’晒照片主要是畅想未来
不同，年纪稍长的网友大抵分为两个派
别，一个是怀念青春，一个是‘不服老’地
假装自己刚成年或未成年，蛮有意思
的。”温小平说，这让这场狂欢既是一次

“成人礼”，也是一次“告别式”，每个人都
能在其中找到情感支点。

海南大学教师林琛则以“沉默的
螺旋理论”对此现象进行分析——人
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
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受到广泛欢

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
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
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那
即使自己赞同也会保持沉默。意见
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
势，如此循环往复便会形成一方的
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
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这也就是
为什么一开始就参与这场狂欢的人
们持续关注这件事情，而一开始并
不想参与的人们最后也被带入了这
一阵营的原因。”

时光总会
把未来交给年轻一代

如林琛所说，还有一部分习惯
“潜水”的网友虽然没有晒出自己的
照片，却也很关注这一事件和大家
的动态。除了类似“原来他年轻时
长这样”的想法，他们更多地是在感
慨“时间都去哪儿了”——稍不留
意，最后一批“90后”成年了不说，
第一批“90后”都“出家”开始走“佛
系”路线了。

在一家民营企业做财会工作的
刘鑫出生于 1989 年，是最后一批

“80 后”，他很庆幸打了个“擦边
球”：“前些年关于‘90后’的议论太
不好听了，早恋、非主流、没担当、沉

迷游戏……好些人讽刺他们是‘垮
掉的一代’。当时的我不想被归进
这个范围，一定要强调自己是‘80
后’。”这场狂欢反而让他冷静思考：
刚刚过去的几年里，迅速成长起来
的“90后”早已用行动和成绩给自
己“洗白”了。

比如，1990年出生的陆军第74
集团军某旅班长王锐当选党的十九
大代表；1994年出生的朱婷是中国
女排国家队队长，在2016年的里约
奥运会上获得“女排MVP”与“最佳
主攻”称号，成为中国“女排精神”的
代表人物之一……“社会上对‘90
后’的认可度越来越多，我倒是有点
想蹭蹭他们的热点了。”刘鑫说。

“其实，我们‘80后’是最早被
社会关注并‘甩锅’的一代。事实证
明，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都不
是垮掉的一代。只是青春总是张扬
躁动的，总是特立独行的，而且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存在代沟是难
以避免的。”吉元说：“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时间总会把未来交到年
轻一代的手里，我们都应该对年轻
一代宽容一点，试着融入他们的世
界，理解他们的想法，就像这次放下
了‘大人的架子’，和他们一起晒出
照片，致青春！”

（本报海口1月4日讯）

2017年的最后一天，“18岁照片”风潮席卷社交网络

是“致青春”也是“回忆杀”

海口椰城市民云APP推出后，有
市民认为，移动互联产品的推广需要
专业的运营团队和长期持续的投入，
成本高昂，而专业的互联网公司有技术
和人才优势，政府应将此项业务交给互
联网公司来做。如支付宝、微信都里都
涵盖了城市服务功能，政府部门可以
和这些平台合作，对其开放数据，没有
必要“另起炉灶”自己开发APP。

“海口一直保持开放心态，愿
意同所有致力于为海口智慧

城市发展作贡献的公司
合作。”据海

口 市 科

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局长刘立武回
应，2016年该局曾主动联系国内多家
知名互联网公司合作进行智慧政务的
建设，但由于调动资源有限，进度缓
慢，政府部门才主导开发打造专属于
椰城人自己的APP。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国家明确提
出要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
合和开放共享。刘立武表示，海口欢
迎所有致力于大数据共享建设的互
联网公司来海口，共同推动智慧城市
建设。“我们正在和共享

单车、网约车公司协商，让它们也入
驻椰城市民云，下一步我们还计划推
出‘椰城市民云’微信小程序。总之，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为市民生活提供
更多便利。”

“打造一站式公共服务APP其实
是一项改革，用大数据促进了公共服
务均等化。”刘立武说，当“椰城市民
云”3.0版本实现可办事时，市民可以
在手机上实现所有操作，过去“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将不再存
在，市民对

服务不满意，还可以线上进行匿名投
诉，这对于打造阳光政府、转变政府
作风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椰
城市民云”的发展，针对海口的交通、
医疗，市民的查询、投诉、互动等将形
成海量的数据，“椰城市民云”还将进
行深入挖掘，定期形成分析报告，从
而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服务的
优质化。 （本报海口1月4日讯）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用
APP已成为市民的习惯。“海口现在
很多地方限购，去楼盘选房有销售
会提出要看缴纳社保记录，这些
APP上就有。”最近正在考虑买房的
郑邵萌下载了“海口人社”APP和

“海南公积金”APP，觉得很方便。
但政务 APP 给市民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给不少人带来了“困

扰”。海口市民刘文献从事销售，
每天开车穿梭在海口的大街小巷，
平时使用最多的政务APP是“椰城
交警”和“交管12123”。“平时开车
多，‘椰城交警’APP可以查询违章
信息、看实时路况、一键挪车，‘交
管12123’则可缴罚款。”刘文献说，
这些功能对于司机来说都是非常
实用的，如果能把两个APP的功能

合并就好了。
不少市民认为，不少政务APP

功能单一，现在大家手机内存有
限，多下载一个APP都是负担，且
每次下载 APP 都要注册，十分不
便，同时也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政府部门应该合并平台，重点建立
一个聚合多部门各类服务功能的
超级APP。

据统计，海口市属各单位共有
15个手机APP平台、25个微信公众
号，其中不少APP、公众号均存在功
能单一、知晓率不高、使用率低的问
题。活跃度高的APP下载量超过了
8万，但活跃度最低的，下载量仅有
几百人，这不仅造成市民办事需要
下载多个APP，也造成各部门APP
多头建设，浪费了资源。

一站式服务 全新式体验

为了打破过去政务APP“百家
并存”的局面，12月14日，一款海口
市政府专为市民打造的公共服务超
级 APP——“椰城市民云”正式上
线。目前，该APP已对接海口34个
部门，服务事项也从最初的96项增
加到105项，可以为市民提供“衣食
住行安学乐业”全方位的公共服务，
几乎涵盖了过去海口各类政务APP

的所有功能，并且还在不断完善、升
级中。

让政务APP真正有人用，保持
活跃度的关键在于抓住内容与服务，
特别是要能给市民提供实时更新的
数据，这样大家才会觉得这个APP
是真正有用的。打开“椰城市民云”
APP页面，信息内容涵盖生活的方
方面面，包括查询社保、医疗档案、公

积金、不动产、驾驶证、行驶证、预防
接种、个人信用，在线缴纳水费、电
费、燃气费、有线电视费、固话费以及
宽带费等等。据了解，该APP还可
以提醒市民公积金还贷不正常，单位
缴社保晚了，宝宝要打疫苗了，驾照
快到期了还会告知附近哪里可以办
理，服务贴心又周到。

据悉，海口市为“椰城市民云”制

定了三步走计划。第一步主要是上
线“椰城市民云”，并实现查询功能；
下一步，“椰城市民云”会将户口本、
社保卡和学历证明等个人电子证照
全部纳入，打通各项证明线上和线上
的互认通道；第三步，“椰城市民云”
将对接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审批”
政务服务平台，在老百姓“少跑腿”的
基础上，争取做到“不跑腿”。

开放共享信息 建设智慧政府C

《椰sir说》开讲：

任性“电单侠”的代价
本报海口1月4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记

者陈丽娜）由南海网、南海网客户端出品的短
视频产品——《椰 Sir 说》第二期新鲜出炉
了！在本期节目中，海口网红交警贺文昌讲
述了海口一名“电单侠”多次违章，却依旧不
把交通法规放在眼里，也不把自己的生命安
全当回事，最终因为他的“任性”付出惨痛代
价的故事。

海口交警在视频中提醒，要牢记电动自
行车“九不准”，不准靠道路左侧行驶、不准逆
向行驶、不准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不准闯红
灯、不准搭载人数超过一人、不准接打电话、
不准超限载物、不准安装或手持遮阳伞、不准
非法营运。

据悉，《椰Sir说》作为新型交通普法短视
频节目，旨在将情景剧与交通结合在一起，带着
大家发现身边新鲜事，以及还不太了解的交通
法规。

日前，海南日报摄影部、
南海网内容中心、南国都市
报新媒体运营中心影像工作
室联合出品推出短视频
《2018，您好！》

B

看新闻 侃新闻

南海网客户端推出
轻松时评栏目《半日侃》

本报海口1月4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记
者 郭祖莹）看海南热点焦点，侃新闻家长里
短。2018年新年伊始，南海网客户端推出轻松
时评栏目《半日侃》，以短小精炼的新闻时评方
式，为网友摘选串烧当日海南热点事件，呈现

“看新闻，侃新闻”的阅读方式，在轻松短评中针
砭时弊，传播正能量。

1月2日、3日，南海网客户端已推出两期
《半日侃》，围绕海南逐年加大省级财政生态保
护补偿资金投入力度，万宁“饿了么”外卖骑手
遭撕衣服扔外卖、海口网约车新政过渡期到期、
定安162棵树惨遭“扒皮”等热点新闻，以短小
精炼的轻松时评方式“侃新闻”。

“用这种方式看热点新闻，侃家长里短，有
新意，很轻松。”网友“天之涯”在南海网客户端
留言说。

据了解，《半日侃》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好
内容，一经采用，给付稿酬。欢迎有意者登录南
海网客户端留言投稿，或拨打热线 0898—
66810515咨询。

2017年年底，微信
朋友圈里被一张张像素
不高、颇有年代感甚至还
有些“辣眼睛”的人像照
片刷了屏。直到2018年
的第一天上午，“18岁照
片”这个关键词仍在热搜
榜上居高不下。

“这是什么梗？”风潮
乍起时，好多网友在朋友
圈里不明所以地留言询
问，得到答案后便急忙把
自己珍藏的18岁照片也
发了出来，再带着“迷之
微笑”等待数不清的点赞
或者调侃来回应。

促成这件堪称2017
年最后一起“网络群体性
事件”的动因，是2017年
12月31日最后一批“90
后”也度过了18岁生日。
这意味着“90后”一代已
经全部成年，集体告别了
少年时代，也意味着“00
后”一代即将粉墨登场，
开创属于他们的时代。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读+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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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钱数到手抽筋，海口
公交点钞员上演“指尖绝
技”，她们每天就像一台台
活的“点钞机”一样，高效率
地清点着数以万计的零钞
和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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