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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南自贸港建设一线的声音

面对从各方汇聚而来的海量数据信
息，海南省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以下简称
海南社管平台）如何从技术层面进行有效
管理利用，保障人员、货物、资金等要素自
由安全流动？

3月31日下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团队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解答
相关问题并展示了该团队近期为海南社管
平台开发上线的新功能。

“海南社管平台能够快速进入实战化运
行状态，可以说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电子科学研究院国家工程实
验室副主任、海南研发中心主任、海南社管
平台现场总指挥张博介绍，在海南社管平台
的设计及建设过程中，技术团队以“一天当
三天用”的干劲，加快推进各项设计和研发
工作，确保按期完成一期工程的建设目标。

谈及海南社管平台的规划设计思路，张
博说，平台规划设计坚持服务海南自贸港实
际需求，参照国际一流标准，科学统筹近期
实战化需求与长远服务保障目标，将5G、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纳入规
划技术中，有力提升了规划设计的前瞻性、
科学性和实用性。

海南社管平台是一项复杂的体系工程，
成千上万的终端设备分布在全省各个角落，
跨越多个单位部门和不同的网络系统，网系
融合与数据整合共享是技术团队需要解决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我们团队攻克了视频流并发和船舶预
警难题，通过平台整合全省视频和数据资
源，实现了信息的共享共用。”海南社管平台
常务副总设计师杨云祥表示，随着越来越多
的数据汇聚于海南社管平台，数据信息的开
发利用尤为重要。例如，海南社管平台的综
治分平台目前已建成全省“雪亮工程”结构
化数据汇总存储的视图库，提升了综治分平
台数据资源池的利用效能。

据悉，目前，海南社管平台技术团队正
集中精力根据社会管理应用场景将数据充
分结构化，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安全高效流动的同时，构筑起全覆盖、无死
角、安全可靠的社会管控体系。

“社管APP”是海南社管平台重要的移
动端应用，技术团队研发的入户采集功能，
让网格员、基层干部只需一部手机，就可以
收集上传各类信息，大大提高了信息采集和
处置效率。同时，后台的各级管理部门通过
对数据信息分类统计、查漏补缺，实现对相
关事件的快速处理。

杨云祥补充，在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方
面，技术团队研发了“小管家”“小帮手”“小
班长”等复工专项服务小程序，破解企业全
面复工时收集汇总各类企业复工时间、复工
人数、复工防疫措施等信息工作难度大、耗
时久等问题。

“下一步，技术团队将加大社会服务模
块的研发力度，为群众提供更多便利服务。”
张博表示。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海南社管平台用信息化手段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护航自贸港建设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陈蔚林

目光锁定、雷达引导
光电设备瞄准跟踪，一艘
漂泊于茫茫大海的作业
船转瞬“出现”在大屏幕
上。工作人员轻点鼠标，
屏幕上作业船的清晰度
不断提高，船体上“电科
1号”的标识仿佛触手可
及。与此同时，船舶的档
案信息也在屏幕上出现。

4月2日，海南日报
记者在海南省社会管理
信息化平台（以下简称海
南社管平台）指挥中心的
屏幕上看到，海岸线上分
布着密密麻麻的小三角，
每个小三角代表着一艘
艘在境内外注册的船
舶。如果发现有速度过
快或航行轨迹可疑的船
舶，工作人员可以迅速定
位并实时追踪，为进一步
的处理做准备。

全岛建设自贸港的
海南，不仅迎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复杂
的出入岛管理实际和各
类船舶管控风险。“海南
社管平台就是服务自贸
港建设的信息化平台，利
用大数据、5G、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汇聚政府各部
门和社会的信息资源，全
面防控各类风险，为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
量服务。”省委政法委一
级巡视员、省社管平台办
公室主任马进介绍。

今年，海南社管平台
将逐步纳入综治中心、网
格化服务管理、多元化矛
盾纠纷化解建设内容，为
市（县）域社会治理创新
和平安建设打下基础，助
力我省探索具有海南特
色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进出岛的人流量、货物量、航班数、车
辆数、景区境内外游客量……海南社管平
台每分每秒都在生成海量数据。高效运用
好这些数据才能发挥好平台的作用。

省委书记刘赐贵多次就海南社管平台
建设运行情况进行调研，并明确指示，要坚
持用最领先的理念、最先进的技术、最前沿
的标准、最经济的成本建设统一的大数据
平台，实现信息互融互通和高效应用。

2018年 11月以来，海南社管平台利
用视联网全国领先的视频交换传输通信
技术，实现了各部门、各点位间的大规模
实时高清视频传输，同时给相关部门提供
信息支持。

如何让数据为社会治理服务？去年，到
海南旅游的付先生报警称，自己放在大巴上
的相机被盗，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石山派
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利用海南社管平台的视
频展开智能查找，当天就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石山派出所能迅速破案得益于该辖区
将公安“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社会视频
监控3类视频资源全部接入派出所和驻村
警务室指挥平台，实现对辖区村庄、道路、
景区、民宿视频监控“全覆盖”。“海南社管
平台上的信息逐步涵盖了政府部门、社会
民生等各个领域，初步形成了近海、岸线、
岛内三道防控圈。”马进介绍，三道防控圈
织密了海南的立体防护网。

省长沈晓明也多次强调，海南建设自
贸港要放得开，首先要管得住。在推进平
台建设过程中，海南社管平台围绕人员、车
辆、船舶、低慢小飞行器、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等监管要素，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
一建设，通过接入多种前端感知手段，进一
步汇聚全省相关厅局、各类企业的数据资
源，全力打通“数据壁垒”，逐步实现“一线
放开、二线高效管住”的目标。

海南社管平台综合楼项目
是重要的基础性工程，项目开工
后以“平均5天建起一层楼”的速
度，将土建工程工期从540天压
缩为150天。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项目施工未停，尽管疫
情影响了项目建设进度，但抗击
疫情成了检验海南社管平台实
战能力的第一次“大考”。

“只需输入患者姓名，即可
追踪其乘坐车次、航班号等信
息。”疫情初期，海南社管平台
依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对接国家卫健委、国铁集团
等单位的数据资源，第一时间
开发上线了“密切接触者测量
仪”功能模块，从防输入和防扩
散两个角度支持疫情防控工
作。我省1万余名村（社区）网
格员安装了“社管APP”，用于
做好防控检查工作。

2月初，有网友反映海口居
民购买蔬菜不方便。在不到一
周时间里，海南社管平台技术团
队就完成了“海口市农产品供需
对接平台”APP开发，群众可以
随时查询海口蔬菜产销、配送信
息，过上了“智慧生活”。

“海南社管平台一边建设，
一边提升完善。”海南社管平台
值班团队负责人黄国平介绍，我
省有关部门通过开展4次实战综
合演练，对海南社管平台目标发
现预警能力、综合信息分析研判
能力、市县分平台操作运用能
力、联勤联动指挥处置能力进行
了实战化检验和针对性提升。

疫情防控期间，海南社管平台
发挥的作用让人们领略到了应用大
数据产生的效能。而大数据更多的
潜力，还将随着海南社管平台相关
功能的开发被激活。例如，在海关
通关应用场景中，人员、货物只需要
在出发地检验一次即可快速通关，
实现“多检合一”，大幅提升人员、货
物的流动速度。再以打击违法犯罪
行为为例，“大数据+算法”的应用可
以辅助侦查人员迅速掌握有用信
息，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提高破案
效率。

此外，政府职能部门可依托海
南社管平台开发相关功能模块，不
断优化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例
如，“社管APP”上线后，个人凭借信
用数据就能在政务服务、教育、医疗
等领域享受到便利服务，体验社会
治理信息化带来的方便、舒心。

未来，海南社管平台还有很多服
务社会的潜力可以挖掘。“社管平台
的‘眼睛’除现有的监控点、网格员
外，还会拓展至护边员、护林员、护海
员，甚至普通老百姓，人人都可以参
与社会治理。发现哪里有治安隐患、
违停违建，甚至是哪里路灯坏了、哪
里有人乱扔垃圾，大家都可以拿起手
机‘随手拍’上传照片或视频，再由相
关部门跟进处理。”黄国平说。

不久的将来，海南社管平台还
将集成联合感知、联合研判、联合预
警及联合评估，通过对人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等数据的智能分析，
形成全省宏观态势的实时大视图，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保驾护航。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打通数据壁垒
构建三道防控圈

开展实战演练
边建设边完善

挖掘服务潜力
点亮智慧生活

海南社管平台已完
成4次实战演练。各市县
社管平台建设领导小组
和海警、海岸、海关、海事、
边检、渔监、消防救援等
171个反走私联勤联动单
位参加演练。目前，第五、
第六次演练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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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演练
检验了各反走私部

门“双随机查船”的功能

第二次演练
检验了各反走私部

门对模拟走私船进行联
合感知、联合研判的能力

第三次演练
检验了防疫期间各

市县社管平台查找可疑
目标车辆、驾驶员及其伴
随人员的能力

第四次演练
是一次综合演练，设

置的6个科目全程背靠
背地检验了社管平台查
船、查车、查人的实战功
能，并动员基层网格员在
社管平台上开展了智能
防疫技术竞赛

第五次演练
检验社管平台网络安

全防御能力，提高社管平
台各业务系统的防护水平

第六次演练
检验社管平台反走

私系统智能化作战能力，
迎接国家有关部门的专
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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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指挥中心机房，技术人员在开展设备的日常巡检。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近日，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在进行综合管控系统操作。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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