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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历史机遇 建设网络强省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海报集团融媒体记者 张佳琪

5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省政务
数据大厅时看到，大厅中央的巨幅显
示屏上，三亚放心游消费监管系统界
面上的数字在不断更新，全市12家海
鲜广场、227家海鲜排档的实时经营
数据尽收眼底。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4月13日上
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政务数据中心
考察时，正是通过三亚放心游消费监
管系统界面，了解到了三亚“管好一条
鱼、半斤虾”的监管举措。

当时，习总书记叮嘱大家，要强
化互联网思维，善于利用互联网优
势，着力在融合、共享、便民、安全上

下功夫，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
治理精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
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
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方便群众办
事，做到心中有数。

省党政信息中心主任符国梁告诉
记者，为着力解决我省政务信息系统
建设“蜂窝煤”问题，打破数据壁垒，消
除“信息孤岛”，去年8月，我省就启动
了政务信息整合共享专项行动，按照

“一厅多能、一厅多用”的要求，建设并
启用了省政务数据大厅。

这座密集摆放了数十台电脑的大
厅，汇聚了全省各类基础数据库和各
级政务部门数据，可实时接入公共服
务、宏观经济、社会治理、市场监管的
全省482个非涉密政务信息系统，以

及省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和与应急指挥
相关的信息系统，可通过数据汇集、共
享、挖掘分析和展现，支撑各级各部门
信息化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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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备的系统背后，有强大的数据支
撑。省工信厅总工程师董学耕说，通过
系统清查和负面清单审核界定，全省应
共享的558个信息系统已经全部实现
共享，信息系统共享率达到100%。当
前，我省已经形成“大网络”“大平台”

“大数据”体系架构，基本形成“一张网
（即全省统一的省、市县、乡镇、行政村
四级覆盖电子政务外网）、一个中心（即
全省统一的政府数据中心）、一朵云（即
全省统一的政务云）”的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格局，具备了全省电子政务基础设
施统建共享的条件。

下大力气整合政务数据有什么

用?以“互联网+防灾减灾”信息平台
为例：海南属台风多发区，该平台按照

“以防为主”的防灾减灾理念，整合汇
聚了省三防办等 36 个部门的大数
据。每当台风到来时，有关部门可以
通过平台提前预判台风多大、什么路
径、水库是否需要泄洪、对渔船有多大
影响、如何实现群众安全转移等等。
可以说，该平台集纳整合的数据，为精
准防灾、应急指挥、科学决策提供了科
技支撑。

包括“互联网+防灾减灾”信息平
台在内，省党政信息中心按照“突出海
南特色、体现海南亮点”的目标，策划
并组织各有关单位，基本建成了“多规
合一”“不见面审批”“全域旅游监管服
务”“椰城市民云”等12个重点应用系
统，有效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和管控
能力，并最大限度实现了利企便民。

以“椰城市民云”为例：海口市打通

了40个部门，可一站式为市民、游客提
供153项公共服务。小到查菜价找厕
所、缴水费电费话费，大到预约过海、办
社保证明，市民、游客可以足不出户，仅
用一部手机就能办成“百样事”。截至
目前，该平台注册人数已突破30万，涵
盖了80%以上的海口家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核心技术
是国之重器。对于科技企业而言，继
续探索和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
孜孜不倦的追求。”海南易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立超说，该公司承
担着海南省党政信息中心运维工作，、
责任重大。未来，将在海南自贸区
（港）的建设中，坚持以提升大数据、互
联网等创新技术为抓手，帮助传统产
业进行智慧解构和升级，让人民群众
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本报海口5月24日讯）

利企便民 海南心中有“数”
我省已具备全省电子政务基础设施统建共享条件

■ 本报记者 孙婧

5 月三亚热辣的阳光，点燃了
游客与水亲近的热情。在海棠湾
畔，一座占地9万平方米的水上娱
乐项目，历经 4 年多的建设与近 4
个月的不断测试，将于5月底正式
对外开放。这就是三亚·亚特兰蒂
斯水上项目。

“没想到海南有这么刺激的滑
道，整个过程我都不敢睁开眼睛，真

是太好玩了！”一名马来西亚籍酒店
住客体验了“海神之跃”的超高滑道
后，还有些回不过神来，兴奋地又赶
去体验下一个项目。

从4月末对酒店住客开放以来，
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已经收获了极高
人气。“有人拍了水世界的视频发到
抖音，特别火，我们看了很心动，这
次来三亚拍婚纱照就趁机来体验，
在鲨鱼池里穿梭的感觉令人上瘾，
我们连玩了两次！”一对安徽年轻夫
妻兴奋地说。

占地9万平方米的亚特兰蒂斯水

上项目，包括了亚特兰蒂斯水世界、海
豚湾、海狮乐园和海豚湾剧场，总投资
15亿元。其中，亚特兰蒂斯水世界、海
豚湾和海狮乐园均将于5月26日全面
对外开放，正在建设的海豚湾剧场，预
计今年底开放。

亚特兰蒂斯水上项目的建成，
不仅改善海棠区的旅游市场供给，
更是海南省旅游3.0升级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三亚·亚特兰蒂斯董事总经理海
科表示，亚特兰蒂斯搭配组合了高层
建筑、水族馆、水上乐园、水底世界、

潜水项目、水下婚纱摄影、海豚演艺
等项目，让无论是下榻酒店的宾客
们，还是单纯参观游玩水上项目的日
间访客，都能拥有一站式、全年龄段
的旅游度假体验。

“此前，整个海棠湾海岸带，大
规模、集中的水上游乐综合体实际
上是没有的，亚特兰蒂斯水上项目
的建成，将填补这一市场空白，也丰
富了海棠湾旅游产业的产品布局。”
三亚市海棠区旅游文体局副局长潘
俊说。

（本报三亚5月24日电）

三亚亚特兰蒂斯水上项目月底全面开放
将填补海南一站式、全年龄段水上游乐市场空白

真抓实干促发展

■ 本报记者 郭畅

5月 23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手打造
的“发现琼中之美”美图美文大型
征集活动进入专家评审阶段。经过
将近4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反复研
究，活动主办方根据“发现琼中之
美”作品征集活动评选规则，将网络
投票总数与专家评审组投票数量相
加，评选出了“发现琼中之美”摄影
类二等奖作品2件、摄影类三等奖

作品 3 件、摄影类优秀奖作品 10
件、文学类优秀奖3件。遗憾的是，
一等奖作品暂时空缺。

现将本次大赛获奖作品的名称
及作品向大众公布，大赛即日进入公
示阶段，如有异议，请及时与活动主
办方取得联系（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新闻中心0898-86221790）。

荣获二等奖的作品：（编号3113
许欢《合老村的巨变》）（编号3378符
铭伟《最美琼中》）；

荣获三等奖的作品：（编号3394
海南小二《黎母山下》）（编号3584吉
晓慧《槟榔情》）（编号3897朱高兴

《红岭水库》）；
荣获优秀奖的作品：（编号3786

吴建华《鹭湖夕照》）（编号3071潘先
荣《经典老照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成立十周年》）（编号3902陈权《古
老而年轻的民族》组图）（编号3008
陈元才《琼中我的乡愁-红岭大桥》）
（编号3292段新屋《百花岭瀑布，避
暑好去处》）（编号3324段新屋《岭
脚村桑蚕种植基地》）（编号3376符
铭伟《红岭水库风光美》）（编号3578
黄镇《远眺五指山》）（编号3117张
宗善《瓦屋印象》）（编号3139张宗
善《倩影》）（文学作品蓓蕾《白鹭湖

邂逅美景美食》）（文学作品米粒《探
秘琼中牛脰廊古道》）（文学作品王
雪《黎村的那条路》）。

据了解，此次获奖作品从不同角
度凸显了琼中特色，准确表达了琼中
个性特质，展现了独特的自然地域优
势，彰显出独具魅力的生态文化特色
和人文特色。

“发现琼中之美”美图美文大型
征集活动公示期结束后，主办方将于
6月中旬举办大赛颁奖活动，最终时
间将于近日在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
公布，敬请留意。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

“发现琼中之美”美图美文大型征集活动召开专家评审会

18件获奖作品名单公布
发现琼中之美

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公布

我省5非遗代表性项目入选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王娇）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
发布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共有383项
传统工艺项目入选，涵盖纺染织绣、服装制作、编
织扎制等14个门类。海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黎族服饰制作技艺、木雕（花瑰艺术）、海南椰
雕、黎族原始制陶技艺等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列其中。

据了解，第一批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基础，重
点考虑了面广量大，传承人群较多，有助于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国家或地方品牌的传统工
艺项目，同时适当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贫困地区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就
业的项目倾斜。

我省于2017年出台《海南省贯彻落实〈中国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意见》，针对我省40余项传
统工艺提出具体保护与传承计划。自该文件出台
后，我省已在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等传统工艺
保护传承方面开展多项工作。据省文体厅社会文
化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省将针对这些传
统工艺投入更多力量，促进我省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

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公布

我省新增五位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卫小林 丁平）
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日前公
布，我省有五人新增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这是记者今天从省群众艺术馆（省非
遗保护中心）获悉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与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文化和旅游部开展了
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申报工作。

经各地申报、专家组初评、社会公示、评审
委员会审议等程序，文化和旅游部日前确定了
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名单1082人并于日前公布。其中，海
南又新增了五位代表性传承人。分别是黎族竹
木器乐项目的黄照安、木雕（花瑰艺术）项目的
徐日龙、黎族钻木取火技艺项目的王照良、晒盐
技艺（海盐晒制技艺）项目的谭政、南海航道更
路经项目的王书保。

海口警方快速侦破
高价冰块强迫交易案后续

主要犯罪嫌疑人
向警方投案自首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邓海宁）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日前发生在海口三门坡
镇的一起高价冰块强迫交易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王
某某，迫于警方追捕高压态势，已于5月23日向
警方投案自首。至此，该案已有三名涉案犯罪嫌
疑人到案。警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大追逃力度，全
力抓捕其余嫌疑人，同时敦促该案其他涉案嫌疑
人尽快向警方投案自首。

据了解，5月20日8时许，包某某、王某某驾
驶一辆轿车到三门坡镇红明某路口的荔枝收购
点，要求孙某向其购买运输荔枝用的冰块，孙某
因其冰块价格过高，拒绝购买，双方发生争执。
王、包两人从驾驶的小轿车里各拿出一把砍刀对
孙某进行恐吓，孙某则回房拿出平日碎冰用的铁
锤与之对峙。王、包两人遂回附近村里，召集数
人返回收购点，追砍孙某，将孙某左手无名指砍
伤后逃离现场。

案发后，海口警方于5月22日凌晨在三门坡
镇龙马村将包某某抓获，而该案主要嫌疑人王某某
（男，32岁，红旗镇人）则一直潜逃。之后，三门坡
派出所民警通过王某某家人和亲友向其讲明相关
法律政策和利害关系，最终王某某于5月23日中
午，主动向琼山公安分局三门坡派出所投案自首。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凉皮违法添加硼砂

一生产经营者被判缓刑
本报三亚5月24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韦

秋云）日前，三亚市临春社区宋某某凉皮加工店生
产经营者宋某某，因在凉皮中违法添加硼砂，犯生
产、销售有毒食品罪，被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元。法院同时禁止其在缓刑期间从事凉皮
生产及销售活动。

记者获悉，2017 年 4月，三亚市食药监局
接到群众举报称，三亚某景区餐饮店销售添加
硼砂的凉皮食品。执法人员经过摸排追踪，确
定该餐饮店销售的凉皮来自三亚市临春社区
的宋某某凉皮加工店，并从该店凉皮加工原料
中抽检出硼砂。

作为杀虫剂、化妆品、清洁剂、防腐抑菌药
液等的主要制造原料，硼砂是一种毒性较高的化
合物，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人体若摄
入过多，会引发多脏器的蓄积性中毒。宋某某在
其生产、销售的凉皮中添加硼砂的行为，涉嫌构成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之后，三亚市食药监局依法将该案移送三亚
市公安局立案侦查。随后，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此案。

加大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力度

文昌1600平方米
违建地基被拆除

本报文城 5 月 24 日电 （记者
张期望 特约记者黄良策）为大力
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工作，
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行为。今天上
午，文昌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对会文
镇一处 1600 多平方米的违建地基
进行强制拆除。

据了解，该地基位于会文镇镇墟
中心，属会文镇农贸市场配套建设用
地。2015年，一名外地商人通过私
下和当地村民签订协议，将原本属于
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租赁下来，在无任
何报建手续的情况下，私自施工建居
民楼。

会文镇国土所发现这一情况后，
立刻要求该商人停止施工，并自行拆
除冒出地面的钢筋。在停止建设后，
外地商人并未自拆。

2015年7月，会文镇政府将这一
情况上报至文昌市城市综合执法局，
请求强拆。今天，执法人员用3台挖
掘机，将1600多平方米的违建地基全
部拆除。

据了解，为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六
大专项整治工作，保障文昌市生态安
全，改善环境质量，今年4月底，文昌
市政府出台相关方案，成立生态环境
六大专项整治联合指挥部，统一组织
指挥全市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工
作，力争到2020年，文昌市大气、水、
土壤、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
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领先
水平，重点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
态系统质量与保障功能显著提升，违
法用地得到有效处置。

“海南端午全民粽动员”
活动明日海口开幕
188斤的“粽王”将亮相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梁
君穷）端阳将至粽飘香，家家户户煮粽
忙。端午佳节来临之际，为传承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
围，扩大和提高海南品牌粽子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万宁市商务局、海南日报会展有限
公司承办的“2018海南端午全民粽动
员”活动将于5月26日、27日在海口
骑楼小吃街火热举行。

据悉，龙泉集团、伍荣昌、温氏粽
子、五月香等多家知名粽子企业将参
展，万宁兴隆咖啡、鹧鸪茶、椰子汁、枣
酿饮品、椰屿坊冰淇淋等多家企业的
特色饮品也将在此次活动中亮相。同
时，188斤的“粽王”也将亮相活动现
场，市民游客可以免费品尝。甜香软
糯的粽子配上爽口的饮品，将让市民
们大饱口福流连忘返。

万宁和乐粽子历史悠久，为海南三
大品牌粽子之一，素以“选料精致、糯而
不烂、肥而不腻、肉嫩味香、咸甜适
中”闻名。此次活动安排了粽子企业
上台推介环节，就是为了集中展现万
宁和乐粽子的魅力，增创名优餐饮效
益，推进万宁和乐粽子产业化进程。

据介绍，活动期间还将开展“全民
K歌”送粽子、粽子知识问答送粽子等
丰富多彩的节目。同时将邀请海南

“粽子西施”赵应琼，用原汁原味海南
话演唱原创歌曲《和乐粽》。还有模特
上台展示品牌粽子和饮品、表演民族
风舞蹈等。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市民
游客在品尝粽子美味的同时，能深入
了解和感受优秀传统文化。

5月24日，鸟瞰华能东方电厂。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本报八所5月24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符标文）氮氧化物排放
浓度为44毫克每立方米，国家标准
是50毫克每立方米；烟尘排放浓度
为2.3毫克每立方米，国家标准是10
毫克每立方米；二氧化硫的浓度为
26.08毫克每立方米，国家标准是35
毫克每立方米，华能东方电厂全面实

现了环保超低排放国家限值标准。
这是今天上午11时，记者在华能东
方电厂一期集控室拍下的一组即时
环保监控数据。

华能东方电厂装机容量为4台
350MW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4台机
组分别配套脱硝、除尘、脱硫系统，
2013年至2015年完成一期2台机组

环保一体化改造。根据国家发改委、
国家环保部、国家能源局《煤电节能减
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按照省政府的安排，东方
华能电厂从2016年8月至2017年12
月13日，共投资2亿多元，完成了4台
机组的环保超低排放改造。

在华能东方电厂一期集控室，可

以通过DCS系统时时监控着大气污
染物排放情况。一台电脑显示屏上，
时时监测显示二气化硫、氮氧化物和
烟尘浓度排放等14项数据，该电厂
运行部负责人说，没有改造之前，二
氧化硫排放浓度是200毫克每立方
米，现在是26毫克每立方米。改造
效果相当明显。

华能东方电厂全面实现环保超低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