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经京津冀——关注海南省党政代表团京津冀考察

关注三亚华洽会

■■■■■ ■■■■■ ■■■■■

本省新闻 2019年5月27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A02 时政

■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赵叶苹

近年来，海口坚持“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开放”理念，整合政务资源，建立
超级数据库，打造12345海口智慧平
台，用一根“针”连起万家线，城市变得
更加温暖文明。

停电停水、噪音扰民、道路积水、
房产证过户……在海口，生活中遇到
的大小麻烦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
寻求帮助，这已成为广大海口市民的
共识。

百姓难题错综复杂，一个普通的
热线电话缘何能成为海口城市“大管
家”？海口市市长丁晖说，2018年热
线受理办件总量191万多件，办结率

99.60%，办件满意率90.81%。12345
热线就像一根针连起万家线，成为一
条市民离不开的暖心热线。

“海口 12345 热线整合了 83条
政府部门服务热线，实现了‘一号对
外’，还把91个部门拉在一起，形成
为民办事合力。”海口市政府秘书长
邓立松说，在海口，除110、119、120
等全国统一设置的热线外，其他全部
归口到12345热线，解决以往群众反
映问题难、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处理的
难题。

海口12345热线还将各职能部门

的职责信息整合成一个热线系统知识
库，同时将各类城市治理问题科学分
类，接线员会迅速厘清部门间职责归
属，“秒派”办件到责任部门，极大提升
了管理效率，从根本上避免了推诿扯
皮问题。

“秒派”之后，热线会要求城市
治理紧急类办件 30 分钟响应或到
现场解决、非紧急类30分钟内签收
办件。

一条热线得以服务全体市民，除
了靠有效的职能整合、科学的指挥调
度，数据大集中是其中关键一环。

“我们打通了数字城管、网格中
心、交警指挥中心、综合执法等城市治
理主要系统，各类信息实时汇总到这
里，所有办件全部通过GPS‘打点定
位’，各类问题的上报、处置、反馈、考
核实现全程数字化，任何一个环节都
可以随时查看、监督。”热线顾问刘春
林介绍，“只要发现问题，指挥中心就
会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部门尽快到场
处置。”

海口12345热线还开发了面向社
会公众的微信公众号、App和门户网
站等10个子系统，市民可通过移动终

端上报问题、了解办理进度。
通过梳理分析市民诉求，以问题

为导向，对城市管理相关的9个领域
进行数据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实现
了精准发现问题，精细研判对策和精
心服务群众。

邓立松表示，经过两年多发展，海
口12345热线实现了从快速解决群众
诉求平台到城市综合治理指挥平台等
多个转变，下一步将继续推进数据的
共享汇聚，实现全市一张网，为百姓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

（据新华社海口5月26日电）

一根“针”连起万家线
——海口共治共享打造智慧之城

中央媒体看海南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对于即将举行的2019三亚华人
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以下简
称三亚华洽会），蔡子鹰充满期待。

蔡子鹰1990年出生于三亚，目
前定居法国，是法国鹰天公司总经
理、最高行政事务执行长和战略部
署规划总监。

5月26日晚，海南日报记者通过
电话专访了蔡子鹰。“我期待回到家乡
参与交流合作，为家乡的发展尽一份
力。”隔着电话，海南日报记者仍旧感
受到蔡子鹰的兴奋之情，她表示对参
与三亚华洽会具有强烈兴趣。

“我父亲和外公都是海外留学
生，工作退休后落叶归根回海南，一
直心系海南的发展。受他们影响，
虽然我从小在武汉长大，但也耳濡
目染海南的文化，深爱海南。”蔡子
鹰说。

“我小时候回三亚，机场里的人比
较少，航班也少，机场周围基础设施很
破旧；而现在回三亚，机场里人潮人涌，
航线很多，还包括多条国际航线。”蔡子
鹰说，虽然城市不断在发展，但是生态
保护做得很好，三亚的蓝天白云、碧海

青山总是令她心旷神怡。
2007年中学毕业后，蔡子鹰前往

法国留学。“家里人多数从事工科类专
业，我选择学习工程师信息科学专业
更多是因为长辈的期许，但是我对贸
易方面很感兴趣，在学习之余到贸易
企业实习，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人脉，踏
进了这个领域。”蔡子鹰说。

“如今的海南，迎来了许多的发展
机遇。我希望能够借助三亚华洽会的
机会，更全面、更深度地了解海南，寻
找合作投资的机会。”蔡子鹰说。

“关于海南近几年的发展，我更多
的是通过媒体、家人、朋友等渠道了
解。这次回来，我想通过实地考察，近
距离、‘实打实’地感受海南的发展变
化。”蔡子鹰说。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企
业能够享受到哪些税收、人才方面的
优惠政策，是蔡子鹰此次参加三亚华
洽会最关心的问题。“在三亚华洽会我
们可以一站式了解到各类信息，十分
便捷。”蔡子鹰说。

此次参加三亚华洽会，蔡子鹰做

了充分的准备。“我会把公司代理的法
国品牌资料分享给其他的参会嘉宾，
挖掘合作伙伴；同时，我会将收集到的
信息带回去分享给法国的合作伙伴，让
他们认识海南、了解海南，吸引他们过
来投资。”蔡子鹰说，愿成为法国企业了
解海南的一扇窗户，也希望通过这个
平台结识更多朋友，获得更多机会。

海南的旅游业对于蔡子鹰也具
有吸引力。“海南旅游资源丰富，这里
有很多值得开发的合作领域。”蔡子
鹰说。 （本报三亚5月26日电）

“90后”女孩蔡子鹰：

愿成为法国企业了解海南的一扇窗户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周晓梦

五月的白洋淀，还未到满淀荷红
的季节，已经迎来了一拨拨的客人。

5月26日下午，在河北安新县白
洋淀景区旅游码头上，如织的游人正
排队等候登船，湖中遍布的汽艇、快
艇，还有在芦苇丛中慢慢悠悠的手摇
小木船，载着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们，在淀里感受“华北明珠”之美。

雄安新区天鹅文旅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战红从小在白洋淀边长大，
40多年来，他见证了白洋淀的生态
环境从湖水清澈见底到被污染，再到
随着雄安新区建设的推进，水质再次

回到他儿时记忆的全过程。
“小时候，白洋淀的水清澈得能

看到淀底的芦苇根，家里喝的水就是
从淀里直接取的。“刘战红回忆。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白洋淀的水
质遭遇了一场“浩劫”，因上游污水排
放、淀里人工养殖过度等，整个白洋
淀生态环境陷入了污染的恶性循环。

曾经，刘战红在安新县经营着一

家塑料薄膜加工厂。雄安新区成立
后，刘战红发现，随着新区建设的推
进，被雄安新区环绕的白洋淀周边环
境整治力度也正在加大，白洋淀的水
开始越来越清，原来不常见的鱼类，
甚至很久不见的水鸟又能看到了。

随着白洋淀的生态的转变，来此
领略白洋淀风光的游客也开始越来越
多。嗅到商机的刘战红，关闭了加工

厂，转行投身于旅游产业，在安新县开
办了一家专门从事白洋淀游的旅行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优美的
生态环境让现在白洋淀的旅游产业赶
上了好时候，特别今年‘五一’的时候，
游客多得已经超出了旅行社的接待能
力。”刘战红说，去年到白洋淀旅游的
游客激增至250万人次，今年预计会
有更多的游客到这里观光、体验。

“白洋淀因雄安新区而重放光
彩，作为一名在白洋淀边长大的雄安
人，我相信，随着新区建设的逐步推
进，白洋淀的生态会越来越好，小时
候直接喝白洋淀水的日子相信不会
太远了。”望着周末熙熙攘攘的游客，
刘战红对未来白洋淀的旅游充满了
希望。

（本报雄安5月26日电）

白洋淀重放光彩
——一位白洋淀人眼中的生态变迁

海口社会民生服务审批更便利

通过3种方式
可实现“不见面”审批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计思佳）5月25
日，海口市社会民生服务百项业务“一窗式”“不见
面”审批正式上线运行。172个行政审批服务事
项纳入“一窗式”集中受理；142个社会民生服务
事项实现全流程“不见面”审批。

相比于“一窗式”审批，“不见面”审批更为便
利。申请人可以选择12345微信公众号、椰城市
民云APP、网上办事大厅申请3种方式，足不出户
就可以完成申请、办理。

市民登录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后，选择右下
角的政务服务，点击政府服务大厅便可进入“一网通
办”页面。接着点击申报，选择部门、事项，填写个人
资料、邮寄地址，上传相关文件，最后点击提交。

若通过椰城市民云APP申请，打开APP后选
择“一网通办”，进入政务服务大厅。同样是点击
申报，选择部门、事
项，填写个人资料、邮
寄地址，上传相关文
件，最后点击提交。

在电脑端，则可登
录海口市政府服务网上
办事大厅，选择“不见面
审批”，接着选择部门、
事项，填写个人资料、
邮寄地址，上传相关文
件，最后点击提交。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25日12时-5月26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9

11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9

18

19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5月26日，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大清河片林一区造林项目现场。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邮储银行”杯海南省第二届少儿邮票
设计公益大赛举办

24幅优秀作品
被印制成个性化邮票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陈
佳佳）5月25日，“邮储银行”杯海南省第二届少儿
邮票设计公益大赛在海口举办。

本届比赛面向全省中小学生及幼儿园征集作
品，经各市县教育局教研部门初评、省教育研究培
训院复评后，中小学生组评选出809幅作品分获
一、二、三等奖，给予获奖作者通报表彰，发放证书
和礼品。同时，对幼儿组的191幅作品颁发参展
奖，为获奖作者发放礼品，并邀请参加优秀艺术作
品博览会。据了解，获奖的1000幅作品于5月25
日至26日在海口观澜湖新城展出。

为配合本次活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为本届大赛推出纪念戳1枚，并在大赛组
委会的推荐下，在获奖作品中首次精选24幅作品
印制成个性化邮票，并入册相关主题优秀作品珍
藏邮册发行，在邮政各营业网点接受全省预定。

大赛由省教育研究培训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主办。

扫码看海口市社会
民生服务不见面审批事
项清单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周晓梦

5月25日下午，当海南日报记者
乘坐从海口飞往北京的航班经过雄
安上空时，从机舱舷窗俯瞰，只见沃
野千里的华北平原，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绿色覆盖，大地上的墨蓝色湖泊星
罗棋布。

5月 26日下午，海南省党政代
表团前往雄安新区，走访了“千年秀
林”大清河片林、安新县白洋淀新安
北堤等地，见证了雄安新区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优
先规划建设城市森林，打造伴随新
区共同成长的“千年秀林”工程，建
设新时代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生态
实践。

先植绿 后建城

“这里有油松、白蜡、山桃、海棠，
都是春季刚刚栽种的，都是本地树
种，比较适合在这个地方生长，不需
要驯化，就能真正地把这里当‘家’
了。”走在雄安新区的“千年秀林”工
程大清河片林中，毕业于北京林业大
学林学专业的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负责人
侯永清，说起雄安新区的这些树如数
家珍。

雄安新区设立后，侯永清从天津
来到雄安，一直参与“千年秀林“建
设。顺着他的指引望去，只见一株株
新绿已植根沃土，正茁壮成长。

2017 年 11月 13日，雄安新区
“千年秀林”工程栽下第一棵树。如
今，“千年秀林”工程已高质量完成造
林17万亩、植树1200多万株。

先植绿、后建城，是雄安新区建
设的一个新理念。新区设立后，环境
治理、生态建设在积极推进。

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
安新区的要求，近年来雄安新区不断
加大“千年秀林”建设和白洋淀生态
环境治理力度。“一淀”“三带”“九片”

“多廊”生态空间格局初步显现。
侯永清表示，到今年底，新区绿化

面积将达到61万亩。“千年秀林”建好
后，将配合森林斑块、郊野公园、绿色廊
道建设，组成片、廊、环相连的新区森林
生态系统，成为城市组团之间的重要生
态缓冲区和生态福利空间共享区。

千年林“智慧”植

走在新区的“千年秀林”中，细心
之人可以发现，这里的树大都不过手
腕粗细，看似集中培育，可这些树又
不像一般的人工林那样排列整齐，各
类树木错落栽植，几乎没有邻近的3
棵树在一条直线上。

“这就是‘千年秀林’的第一个特
点——混交近自然森林。”侯永清
说，以往造林往往选择单一树种，而
且会进行截干，这样便于树木成活，
也方便运输，经济价值比较高。而

“千年秀林”选择了100多个树种，模
拟树木在大自然中的存活状态。

雄安新区地处华北平原地区，在
这里大面积培育异龄、复层、混交近
自然森林，在全国尚属首例。

为规范造林技术，确保成活率，
侯永清和同事们编制了《雄安新区造
林工作手册》，包括造林技术要领、森
林大数据、区块链等内容，施工前对
所有参建单位的技术人员进行专项
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在植树造林过程中，雄安新区坚
持“专群结合”的方式，引入专业造林
队伍的同时，积极吸收当地村民参与
其中。侯永清和同事们则手把手地
把技术教给他们，许多当地村民逐步
转变为林业产业工人。

侯永清说：“正因为我们对每一
棵树、每个细节都特别关注，有了技
术性的指导，栽下的这些树，才能真
正确保成活率能够达到95%以上。”

在“千年秀林”大清河片林，海南
日报记者发现，每一棵种植的林木上
都挂着一个“二维码”。

作为“千年大计“的开篇，“千年
秀林”以近自然林为主，同时也是

“智慧”森林。通过这个管理平台全
流程记录树木栽培、检查、管护、修剪
等全过程，对每一棵树进行监控、跟
踪，严防病虫害、森林火灾，确保造林
成活率。

“‘千年秀林’并不是说每一棵树
都能活上千年，而是通过尊重自然，给
予树木适当人工干预，形成一个自然
演替、生生不息的千年森林。”走在林
中，侯永清告诉记者，到2019年，雄安
新区将新造林20万亩，未来新区森林
覆盖率将由现在的11%提高到40%。

林淀绕 水乡现

如果说“千年秀林”是雄安新区
的绿，那白洋淀则是雄安新区的蓝。

走在安新县白洋淀新安北木堤栈
道上，只见5月的淀面，似丝绸般波动

着光纹，1米多高的青青芦苇，在清澈
见底的水中随风摇曳，各种水鸟，不时
掠过水面，然后猛然间飞向苇丛。

白洋淀古有“北地西湖”之称，今
有“华北明珠”之誉，水域辽阔，烟波浩
渺，势连天际，143个淀泊星罗棋布。
雄安新区环绕白洋淀，因水而兴。

雄安新区设立后，高度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启动白洋淀综合整治
攻坚行动，确定了入河入淀排污口整
治攻坚、纳污坑塘整治攻坚等六大专
项攻坚任务。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程
钢介绍，白洋淀治理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对外源污染物和内源污染物
进行综合施治，也需要生态补水的支
撑。所以上下游共同努力把白洋淀
保护好，让其恢复生机，恢复华北之
肾的功能。

为此，雄安新区设立了100亿元
的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专项基金，调

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这项重大工
程。2018年，新区清理河道垃圾130
万立方米，排查河道、淀区两公里范
围内入河入淀排污（排放）口1.13万
余个。606个有水纳污坑塘全部完
成治理；对白洋淀实施5次补水，水
位达到近年来新高。

今年，雄安新区还将实施6大类
47个白洋淀治理工程项目，总投资
超过180亿元。其中78个淀中、淀
边村的污水、垃圾、厕所等环境问题
综合系统治理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

据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提供的
数据，和上年相比，2018年白洋淀淀
区主要污染物总磷、氨氮浓度分别下
降35.16%、45.45%。

如今，一个天蓝、树绿、水清的美
丽雄安，正从蓝图走向现实。未来的
雄安将再现“林淀环绕的华北水乡，
城绿交融的中国画卷。”

（本报雄安5月26日电）

雄安新区加大“千年秀林”建设和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力度

打造蓝绿底色 建设未来之城

生活污水全进网 化为清流再入海
◀上接A01版
以前大家把洗涤和厨房用过的水直接倒在路面上，
又脏又臭，“现在生活污水都统一集中处理，村里路
面整洁了，空气也清新了，生活环境比以前好得
多。而且游客越来越多，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在70岁的沙美村村民何廉敏看来，村内的生
活污水处理站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还给他省下
了一大笔钱，“如果自家建设一个2立方米左右的
三级化粪池，需要花费3000多元，这可不便宜。”

在博鳌镇，农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早已
不是一件新鲜事。博鳌镇镇长王维浩介绍，2018
年博鳌镇投入约1.62亿元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完成了全镇16个行政村150个自然村
的污水管网连片整治工程，也成为琼海市首个实现
行政村生活污水全收集处理的镇。

“村民对生活污水处理站的期待很高。”博鳌镇
北山村党支部书记陈俊才介绍，今年5月份，北山村
12个污水处理站全部完工，覆盖全村321户1466
人，污水净化后将进入湿地，“这将改变大家的生
活，以往向低洼地自排污水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脏兮兮的生活污水进入处理站，出来的水清
澈见底，我们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博鳌镇朝烈村
村民钟可权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内生活污水处
理站已先后处理生活污水1.38万余吨，经过净化
后的水被排入村里的大水塘，再通过农灌沟导入
农田灌溉，“我们都亲眼见过了，这个水没问题，不
用担心农田会受污染。”

在推进污水处理站建设过程中，博鳌镇政府
重视因地制宜，通过将生态湿地纳入污水治理体
系，减少建设与运营维护成本，同时兼顾风貌管
控，大力推动污水处理站花园式建设，使污水处理
站成为村庄整体风貌中的一部分。

据悉，琼海市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已全面启动，
249个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将覆盖全市 13个镇
（区）的86个行政村，共315个村民小组，其中已
建成项目超过180个。

“这次来琼海旅游收获满满。”看着沙美村山
清水秀的优美风景，王进茂感慨颇深，“琼海把生
活污水处理站都建成了花园，我相信这里的生态
一定会越来越好。” （本报嘉积5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