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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刚刚建省办经济特区不
久的海南就成为全国首个开通全省公共
信息网的省份。1997年，海南提出建设
信息智能岛的战略目标，当年10月，率
先设立海南省政府信息化办公室，这比
国家相应部委的建立还早了两年。

如今，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我
省坚持“把海南岛作为一个大城市来统
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在推进大数据和
政务信息整合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全国
前列。

“大数据目前已在我省的智慧城市
和智能岛建设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在
为民服务方面，初步成效已经显现出

来。”省工信厅厅长王静说，下一步将继
续强化互联网思维，以问题为导向，以应
用为中心推进大数据建设，不断完善系
统，推进海南建成数据岛、数字岛、智慧
岛、智能岛，为建设美好新海南提供信息
化支撑。

“大数据除了在技术层面的采集分
析，更多的还涉及观念的改变。”王静说，
我省的大数据建设要打破常规，提高效
率，打通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解决好技
术标准问题，理顺体制机制，首先确保我
省的政务信息整合共享工作走在全国前
列，建立最基本的数据库，同时还要提升
共享数据的质量，使归集的描述性数据
变成功能性可应用的共享数据。

据了解，当前我省的政务信息整合
工作还只实现了信息系统级的共享，要
达到数据级的共享，提升共享质量，还需
开展和完成数据编目和数据清洗、比对、
融合、入库等大量数据整理工作。

“目前我省已建成了全省统一的大
数据三大基础平台和四大基础数据库，
但仍有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要做。”省工信
厅总工程师董学耕说，90%以上涉及大
数据整理的工作可能都是冰山下的，“大
数据的价值更多源于它的二次利用，数
据只有通过整合共享后，数据间才会发
生‘化学反应’，实现描述性数据向功能
性数据的转变。”

“可以说，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
重视下，政务信息整合工作得到了各部
门各市县的重视，已经上升到了一把手
工程，但仍存在不愿共享、不敢共享、不
会共享等问题。”董学耕说，这里面既有
各个部门责任落实是否到位的因素，也

有需从技术体系架构上要解决的问题，
包括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明确和责
任划分等问题。

“智能化治理、智慧化服务是智慧
政府的基本特征。”国家信息化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
凯说，传统的政府治理结构模式在信息
化时代正在被重塑，海南有气候、地理
位置、人口上的优势，还有省直管市县
等特区体制上的优势，“海南要利用好
这些自身优势，发展大数据，率先进入
到智慧社会。”

汪玉凯说，据相关统计，目前可用的
大数据信息资源，80%都掌握在政府手
中，随着政务信息整合工作的推进，大数
据的价值也将不断被挖掘，如何将政府
大数据资源与公众和公司共享，产生更
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些都是要思考
的问题。

完善大数据的运用和经营机制，
离不开企业的参与。易建科技作为我
省唯一的全国互联网百强企业，近年
来就先后承建了海南省电子政务共享
平台等多个政务大数据整合项目及样
板工程。

该公司智慧事业部总经理杨光表
示，希望以大数据应用为切入点，携手
政府搭建大数据平台，推动部分数据
的开放；通过大数据在各行业各领域
的广泛应用，吸引上下游产业聚集，完
善大数据产业链条，深入挖掘大数据
的商业价值、管理价值和社会价值，推
动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推动数据的
进一步开放。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王艳琴

“您已进入海南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区，该区
域内禁止下列行为……”4月22日上午8时55
分，刚刚进入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南
游客杨先生手机上就收到了这样一条提示短信。

能够精准地向游客推送环保提示短信，这得
益于我省“多规合一”信息综合管理平台近日推
出的生态红线电子围栏功能。借助于三大通讯
运营商的帮助，该平台可以获取电子围栏内人员
的大数据活动信息，并形成活动热力图，不仅为
保护区内活动开发监管提供了信息支持，也为后
续生态红线保护决策提供了支撑。

“系统会进行大数据分析，区分出哪些是游
客，哪些是常驻和过路人口，并决定发送提示短
信的频率和内容。”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总工程师
韩雪华说，生态电子围栏还只是该系统辅助决策
应用功能模块中的一项，“去年我们还首次依托
平台，利用年度多期卫星遥感大数据，自动识别
发现疑似违法建设用地4000余个，现场核实确
认了2276个。”

在近日召开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该
平台成功入选数字中国年度30个最佳实践；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院长赵波在做现场专
家点评时指出，海南“多规合一”信息综合管理平
台作为我国“监管无死角，治理更高效”方面的最
佳实践，可推广、可复制，可为全国的改革和政府
治理做出示范，提供样本，意义重大。

但“多规合一”平台也只是我省大数据应用
的一个典型案例。去年7月以来，我省围绕“建
成省数据大厅；所有非涉密信息系统接入省信息
共享交换平台，信息共享率近100%；实现全省
各级政府部门无纸化办公100%覆盖”三大目
标，积极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加快推进全省政务
信息整合共享工作，目前三大目标均已实现。

“你可以认为这里是未来海南的大脑。”站在
位于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一楼的省数据大厅，省工
信厅信息化推进处处长吴成说，该数据大厅汇聚
了全省基础数据库和各级政务部门数据，打通了
全省涉及公共服务、宏观经济、社会治理、市场监
管的558个非涉密政务信息系统，用大数据提升
公共服务和政府治理水平，实现“平时协同、战时
指挥、随时展示”。

“让数据跑起来，而不是躺在数据库里，既减
少了政府为市民服务的中间环节，又节约了公共
服务资源，一举多得。”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
化局副调研员陈文高说。政务信息整合共享，解
决了政府各部门之间数据烟囱林立的问题，打破
了数据篱笆墙。

更重要的突破则在大数据的应用系统建设
方面，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在省工信厅的牵
头协调下，我省各市县各部门建设完善了进出岛
管控、多规合一、不见面审批、互联网防灾减灾、
健康医疗、智能交通、全域旅游监管服务、海口智
慧城市联动管理、椰城市民云、三亚放心游监管
系统、省政务网上督查室、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
等12个重点大数据应用系统的建设。

据介绍，这些应用系统大多数和民生领域息
息相关，有的更走在了全国前列，如省政务中心
的“一张审批网”，利用大数据推行不见面审批，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成效显著；省健
康医疗大数据平台的健康扶贫板块可展示和分
析全省各区域的健康扶贫人数等相关信息，对
于实现精准扶贫特别是破解因病返贫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海南互联网防灾减灾平台全国
首创整合36厅局涉灾大数据，为我省防汛
防风筑起一道坚实的“数据之墙”。

4月22日18时24分，正是游客用
餐的高峰期，“三亚放心游监管平台”上
突然出现了一条飘红的信息，该平台刚
刚自动监测到三亚市某海鲜店出现了
异常数据，当日小芒果螺政府的限价
为 36 元 1 斤，而该饭店的售价为38
元1斤，尽管只超过了政府限价2元钱，
但平台却“铁面无私”，迅速将该条信息
标红并上报至12315、12301、12345投
诉平台进行核查处理。

这个被称为管好“一条鱼、半斤虾”
的大数据平台，主要是为了解决“高价
海鲜宰客”和“旅游投诉解决难”等三亚
城市治理痛点，通过商户的电子秤和收
银机联网，杜绝称重作弊，实现消费数
据实时上传，一旦消费超过政府限价就
会飘红，自动生成工单，主动执法，游客
也可以通过扫消费小票上的二维码实
时监督。

该平台的维护方三亚信投相关负
责人刘琦告诉记者，平台于去年12月
上线运行，目前主要是对三亚海鲜消费
领域进行监管，已完成全市12家大型
海鲜广场、227家星级海鲜排档的监督
全覆盖，每天监控海鲜消费订单近万

笔。“我们还计划到今年6月底前完成
全市涉旅餐饮、水果店、旅游购物点的
联网监督全覆盖。

而在海口，建立在大数据基础
上的“椰城市民云”和“12345 海口市
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两个姊妹系
统，也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市民
游客的生活。

“以前想要查询社保、个税、公积金，
或是缴纳水电气费等，都要去服务窗口
排长队，甚至多个单位来回跑，非常麻
烦。”海口市民陈同告诉记者，自从下载
了椰城市民云后，他能随时随地进行生
活缴费、信息查询等各种公共服务，“真
的是非常方便。”

作为大数据服务民生的一个超级
APP，椰城市民云全面整合了海口多个
部门的公共服务，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
统一的在线服务窗口，自去年12月正式
上线以来，短短4个多月时间，目前已经
整合了40家单位的157项公共服务项
目，注册人数也突破了30万，占到海口
常住人口的13%以上。

同时，海口还构建了以12345热线
为受理渠道，以网格化治理为重点内容，

以快速解决问题为目标的12345市民服
务智慧联动平台，通过运用互联网、物联
网、视频监控、大数据等手段，将全市数
据整合互通，实现一个平台信息共享全
城管理。

“我们推行12345+网格化的工作
模式，各部门资源下沉，管理重心下移，
增强基层网格力量。”12345海口市民
服务智慧联动平台主任刘春林告诉记
者，利用该平台，海口努力将各类社会
治理矛盾发现在初期、处置在前端、解
决在基层，“特别是形成了30分钟响应
的快速反应机制，极大地提高了政府部
门的工作效率，也及时发现和解决了市
民的诉求。”

政务大数据的发展无疑也将对海
南的传统产业带来影响，省旅游委办公
室副主任周兴华说，目前该委正重点深
化完善“海南省全域旅游监管服务平
台”六大功能模块，这些模块都是基于
大数据建立，可以实现行业监管、应急
指挥，并实现旅游大数据分析和监测，
还可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参考，

“未来游客完全可以实现通过一部手机
畅游海南。”

政务大数据整合共享让我们生活更便利，让政府治理更“有数”更高效

走进城市治理的“最强大脑”

对于海口市民王云来说，每天早晨开车出门前打开“椰城市民云”APP查看实时路况，已经成了她的生活习惯，“前两天我甚至还
帮一个怀孕的朋友做了新生儿重名的查询，感觉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个APP了！”

去年7月以来，为促进我省大数据健康快速发展，在省委、省政府部署下，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组织开展了政务信息整合共享
专项行动，日前该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而“椰城市民云”正是我省重点推进的12个大数据应用系统之一。

如今，无论是防灾减灾，还是看病出行，抑或在外就餐，大数据都如影随形，深刻影响着海南本地群众和游客的生活以及政府的
治理模式。

让数据跑起来
而不是躺在数据库里 “最强大脑”破解城市治理痛点

整合共享，要让数据间发生“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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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H5“大数据与我的生活”

政务信息整合共享
将如何改变我们生活？

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不见面即可审批；
医疗信息全面联网，
异地就诊不再重复检查；
大数据及时预判，
提前做好台风暴雨防御；
公共服务深度集成，
投诉求助一呼即应……

周兴华
海南省旅游委
办公室副主任

旅游监管随时在线
每一个投诉信息，我们都有详细

的办理记录，转办到哪了，具体承办
人是谁，有没有办结，投诉人的满意
度是什么情况，我们都可以进行实时
的追踪。

池詹赟
福建四创软件有限公司
防汛水利事业部主管

提前部署台风防御
台风防御是海南省的防灾重点，

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的系统会自动
分析，方便提前做好防御部署工作。
同时，通过优化流程、再造流程，提高
多部门协同指挥的效率。

海南省政务数据中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椰城市民云APP。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