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搭台
瞄准智慧海南建设

随着5G技术的发展，物联网时代的到来，数
据将呈爆炸式增长，数字经济发展已然上升至国
家战略高度。

在此背景下，省大数据管理局坚持按照“全
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理念，统筹建设全省电
子政务和大数据基础设施，打破信息化建设各自
为政、碎片化局面，建立“人员、数据、管理、资
金、技术”五集中的大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实现
在政务信息化基础设施、大数据基础平台、公共
政务服务应用等方面统一规划和统建共享。

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建设智慧海南。”

“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
息技术作用，通过政务服务等平台建设规范政府
服务标准、实现政务流程再造和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加强数据有序共享，提升政府服务和治
理水平。”……系列大数据产业相关政策的出台，
也为海南发展大数据产业提振信心。

据悉，此次大赛旨在培育发展数字经济，加
快经济转型升级，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有
力支撑。大赛利用阿里云天池平台，通过优选出
全国大数据优秀应用和创新解决方案，将以科技
扶持、产业扶持、对接创投资本以及优先购买服
务等方式推动先进、成熟的项目落地应用，逐渐
建立起大数据人才高地，吸引更多大数据企业进
驻海南，推动海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向未来，大数据将持续不断推动产业发
展，向真实、精准、高效发起挑战。海南也将用
大数据手段助力自贸港建设，向世界递出一张全
新的名片。 (撰文/傅一艺 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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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海南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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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林诗婷

在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仪式
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对战疫
英雄新人在三亚继续甜蜜之旅。6月
7日，新人们游览了南山文化旅游区
等多个知名景区。鹿城美丽的自然
风光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天上午，新人们来到三亚南山
文化旅游区，乘坐特色“小火车”参观
游览尼泊尔文化馆、南山寺海上观音
等景点。他们时不时拿出手机拍照、
录制视频，记录甜蜜的蜜月之旅。

“一直很想来三亚看海上观音，
这次近距离观赏，感受山海相融之
美，体验非常好。”武汉市中心医院护
士胡思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是她
第一次来三亚，婚礼活动工作人员真
诚的笑容、温馨的服务让他们感觉就
像回家一样，心情特别放松愉悦，感
谢三亚有关部门的精心策划与安
排。“在婚礼仪式和婚宴晚会现场，当
听到海南音乐人专门为战疫英雄创
作的歌曲，心里特别感动。”

景美人更美，是不少新人参加此
次集体婚礼的感受。“本以为只是一场
比较简单的婚礼仪式，没想到主办方
这么用心，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为
我们举办了一场浪漫唯美的婚礼，尤
其是500架无人机呈现的星空表演
秀，太震撼了。”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护士刘桂容说，这次三亚之
行将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当天下午，百对新人分为4组分
别游览了天涯海角游览区、蜈支洲岛
旅游风景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
园和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独
特的海岛风情、热带森林景观和黎族
苗族特色文化，让新人们对海南和三
亚有了更深的了解。

美丽鹿城，大大小小的景点多和
浪漫爱情有关，天涯海角景区的爱情
文化更为人所熟知。15时许，新人们
走进天涯海角游览区，先后在爱情殿
堂、无边际泳池、情侣树等多个热门婚
拍地点拍照打卡。随后，新人们乘坐

游艇出海，畅游于碧海蓝天之间感受
三亚的浪漫。

当天下午，艳阳高照，但新人们
相互照顾，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来
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
的陈柏五，不时为妻子何丹丹打伞，
而何丹丹也不忘用手机为丈夫拍下
纪念照片。

“我们去年领了证，打算今年2月
9日办婚礼。结果发生了新冠肺炎疫
情，我正好在2月9日那天跟随医疗
队驰援武汉。”陈柏五介绍，去年11月

他和何丹丹到三亚拍了婚纱照，没想
到今年还能再来三亚将婚礼“补上”，
感到很开心。

来自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的新人黄斌是第一次来三亚。“2
月7日至4月5日我在武汉支援抗疫，
当时我女朋友很担心，我们每天都要
视频通话。我想着回粤后一定要带
她出去玩，没想到三亚帮我实现了这
个心愿。”黄斌说。

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
区，新人们观看大型原生态实景演

出《槟榔·古韵》，探访甘什黎村。在
田野卡丁车体验区，新人们携手驾
驶卡丁车穿梭于山地田野之间，别
有一番情趣。

“槟榔谷很有特色，这里的村寨很
古朴，民族风情浓郁，热情好客的黎族
同胞见证了我们的婚礼旅程。”来自湖
北武汉的战疫志愿者陈泽威表示。

在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新
人们体验了过江龙索桥、全海景玻璃
栈道等最具特色的项目；在蜈支洲岛
旅游风景区，新人们乘坐电瓶车环

岛，感受海岛自然景色的静美，动感
飞艇则让新人们在海浪中体验了速
度与激情。

本次活动由三亚市政府指导，中
共三亚市委宣传部、三亚市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局、三亚市旅游推广局、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三亚市婚庆旅游行
业协会承办，得到了三亚市旅游协会
联合会及旗下各会员协会、三亚市各
爱心企业的支持。

（本报三亚6月7日电）

百对全国战疫英雄新人游览三亚多个知名景区

打卡最美风景 开启幸福生活
媒体报道阵容强大，社会各界
热切关注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

感恩逆行勇士
祝福“最美新人”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徐慧玲

“百对战疫英雄‘卸甲披纱’！致敬最美的新
人”“三亚今天超甜的！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浪
漫启幕”“同为荆楚抗疫人，共约天涯度蜜月”“昨
日战疫主力，今天幸福主角”……6月6日晚，全国
战疫英雄最美婚礼在三亚海棠湾畔举办，来自全
国15个省市的战疫英雄新人执手天涯，步入婚姻
殿堂。多家中央媒体、省市级主流媒体对该活动
进行了报道。活动组委会通过报纸、网络、电视、
电台、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多样化平台，进行全方
位、多角度宣传，将三亚的美好形象与热忱态度传
播至省内外，获得社会各界的点赞。

婚礼仪式举办当晚，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新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驻琼机构，
湖北卫视、南方日报、解放日报等全国30多家省
级媒体，海南日报、海南电视台、三沙卫视、三亚日
报等20多家省内媒体，以及腾讯、新浪、搜狐、今
日头条等互联网媒体的记者代表赴现场进行报
道，通过网站、客户端等平台第一时间发布文字、
图片或视频新闻。其中，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还组
建了专业的宣传及活动策划团队，利用报纸、网
络、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头条号、客户
端等全媒体矩阵，通过图片、文字、小视频、网络直
播等多种手段，多角度展示婚礼仪式和婚宴晚会
盛况，有效扩大了活动影响力，引发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

“琼鄂一家亲，天涯尚为邻。祝福他们幸福美
满！”“因为你们的不畏危险，我们才能在战疫中获
得胜利，你们一定要幸福！”……不少网友通过在微
博、微信朋友圈转发婚礼活动的相关信息，向百对
新人送上美好祝福。网友“Daxid Liu”称，“很暖
人，泪目了！感谢战疫英雄带来的山河无恙，感谢
海南代表全国人民给英雄送去热情、清新和浪漫！”

“在视觉上，整场婚礼以淡蓝色为主色调，舞
台搭建、餐桌摆盘、桌花设计等细节特别讲究，这场
草坪婚礼聚集了所有浪漫元素。”来自广东的新人
何丹丹说。这场为战疫英雄新人精心策划举办的
婚礼仪式及晚宴，不仅让新人们感受到了浪漫与甜
蜜，也感动了不少在线观看婚礼直播的网友。一位
网友直言：“这是多少女孩梦想中的婚礼啊！”

与此同时，海南社会各界创新形式向战疫英
雄新人表达敬意。当晚，海口、三亚双城联动，楼
宇广告设施同时为婚礼活动亮灯，红色、黄色为主
色调的灯束营造出喜庆氛围，夜色中许多大屏呈
现“祝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成功”等文字，让新
人们感受到了海南的热情。

（本报三亚6月7日电）

6月7日，第二届海南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收官。（赛事主办方供图）

6月7日，第二届海南大
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圆满
收官。本届大赛总共吸引
1664支队伍参赛，历经半年
时间紧张激烈的角逐，仅有
35支队伍杀出重围，进入总
决赛。

最终，智能算法赛冠军
由海南新境界获得，应用创
新赛中的“农业赛道”“医疗
健康赛道”“教育就业赛道”
冠军分别由海南普适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普现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
团系统集成公司海南分公司
获得。

本次大赛由海南省大数
据管理局主办，数字海南有
限公司、海南省大数据产业
联盟共同承办，海南省农业
农村厅、海南省教育厅、海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阿
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
司协办，大赛联合阿里云天
池平台，面向全球召集人才
汇聚众智，聚焦产业大数据
发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省大数据管理局局长董
学耕表示，互联网产业承担
着为数字经济和信息社会赋
能的重任，近年来一直是海
南增长较快的产业，这也说
明海南是互联网大数据发展
的一片沃土。日前公布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提出了“数据安全有序
流动”的发展目标，更为互联
网、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吹响
了号角。

高手过招
海南本土算法团队异军突起

本次大赛以解决业务应用难点、
老百姓关心的公共服务为方向，紧密
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推动数据
体系重构与大数据挖掘分析应用，分
成智能算法赛和应用创新赛两部
分。大赛不仅吸引到大量省外高手
参与，更涌现出不少优秀本土大数
据、人工智能团队。

“橡胶产业是海南重点发展的
‘三棵树’产业之一，我们项目主要解
决橡胶产业关于虫害管理难、施肥
难、管理经验流失等三大痛点问题。
我们通过创新运用知识图谱技术，开
发适用于普通农民的项目。举个例
子，农民只需要下载我们的APP，通
过手机拍摄病虫害图片，界面就会弹
出如何处理病虫害的方法。”普适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橡胶林智能
管理平台项目获得应用创新赛“农业
赛道”的冠军，项目负责人钟穗希向
在座的评委和观众展现项目的“硬核
操作”。

本届海南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
的承办单位数字海南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洪伦表示：“未来信息化技术在
各行业会有更多的结合点，期望能借
此次大赛助力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
升级。数字海南致力于成为海南大
数据生态的凝聚者，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者，数字化品牌的推广者，为自由
贸易港夯实数字经济基础，将海南打
造成为国际一流的数字港。”

比拼激烈
多项成果有望落地应用

本次大赛决赛采用“线下路演+
线上直播”的形式在海口市举办，分
为两天进行。智能算法赛5支队伍、
应用创新赛每个赛道各10支队伍分

别进行路演，展开激烈交锋，由专业
评委进行现场讲评。

最终，海南新境界获得智能算法
赛冠军，海南普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获得应用创新赛“农业赛道”冠军，上海
普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医疗健康
赛道”冠军，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公司
海南分公司获得“教育就业赛道”冠军。

各赛道涌现的算法解决方案也很
好地结合了海南大数据应用实际，经大
赛决赛评委组评估，不少优胜算法成果
甚至具备广泛应用前景，值得期待。

现场评委均表示，不少参赛团队
能够表现出前瞻意识和创新实力，真
正将所学的算法能力与现实场景紧
密结合。由此，也可看出阿里云天池
大赛的平台作用，该平台吸引来自五
湖四海的算法顶级人才聚集，提升了
大数据跨界合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也期待更多本土人工智能团队、企业
参与其中，真正帮助海南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

大赛冠军榜

①① 6月7日上午，参加全国战
疫英雄最美婚礼的新人们在三亚南
山文化旅游区游览。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②② 6月7日下午，部分新人在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体验田
野卡丁车项目。 通讯员 潘达强 摄

③③ 6月7日下午，部分新人在
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过江
龙索桥游览。 通讯员 黄庆优 摄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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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海南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