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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零碳’咖啡，非常醇香，
值得尝试。”4月21日上午，在论坛
年会主题公园里，一款“零碳”咖啡
吸引了不少嘉宾和工作人员前来
打卡。

母山咖啡贸易投资部副部长邓
俊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母山咖啡积
极探索咖啡生产的绿色低碳化，通过
利用可再生能源等多种手段，有效降
低了农产品在生产、物流、包装、消费
等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
放，真正实现“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
链的无碳化。

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在走访中
发现，在今年论坛年会上，还有很多
绿色元素，流露在细微之处，体现了
绿色发展理念——

在论坛年会大酒店的客房，牙
具、梳子、香皂等酒店“六小件”的
外包装，全部由塑料袋更换为可降
解的纸盒子；在论坛年会新闻中
心，媒体记者们按需就餐，打包盒
均是可降解材质；中远海运博鳌公
司积极推进“绿色办会”相关工作
落地，累计更换外围垃圾箱 541
个，对 3340 个客房垃圾箱进行分
类标注……

“海南在推动绿色办会等方面有
很多新举措，给与会代表留下了很深
刻的印象。”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
保东为海南绿色发展点赞。正如他
所言，论坛对于绿色发展理念的践
行，不再只是“点”上的突破，而是

“面”上的系统谋划。绿色、低碳，已
然成为论坛的主旋律。

（本报博鳌4月21日电）

论坛年会议程丰富，信息量大，因此许多
嘉宾到会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会议手册，以便
掌握会议信息。往年，咨询台上总是摆满了厚
厚的纸质材料。

4月20日，海南日报记者前往论坛年会
大酒店探访，发现志愿者咨询台上，除了几张
表单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纸质材料。“可以扫描
二维码，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多媒体平台了解会
议信息。”一旁的志愿者白钰介绍。

她告诉记者，无纸化办公是今年绿色
办会的重要举措之一。“以前我们收集嘉宾
返程信息，需要嘉宾填写纸质信息登记表，
有时填错了要重填，造成纸张浪费。现在
通过‘智慧外事’平台，一部手机全搞定，便
捷又低碳环保，得到了嘉宾的一致好评。”

无纸化办公的应用场景还很多，比如
工作人员的用餐、入住、考勤等。

省委外办综合协调组可视化系统负责
人马凤举例说，以前工作人员用餐需要餐
票，每次开会都用上厚厚一叠，如今，工作
人员通过手机端可随时查看个人用餐安
排，前往用餐点扫描二维码进行身份认证
即可。

在推进绿色会务方面，还有一大亮点
是“绿电”。“我们今年通过南方区域绿色电
力交易系统采购了100万千瓦时‘绿电’，
确保年会期间各场馆使用的电全部是绿色
电力。”中远海运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服务保
障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周德高说。获得全国
统一的绿色电力购买证明，这在论坛年会
上尚属首次。

“绿电”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对年会
绿色低碳举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交
电量10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煤燃烧
约30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50吨。”海南
电力交易中心市场策划部陈孝文说。

小巧而富有科技感的造型、宽敞舒适的
乘坐体验、能无人自动驾驶30多公里……年
会期间，在博鳌通道养护站进行静态展示的博
鳌东屿岛车联网项目受到嘉宾和媒体记者的
广泛关注。

“目前东屿岛车联网项目已经投入试
运行，实现了从单车智能走向多元感知的
网联化转变。该项目不仅增强了路侧智能
化，提升设备感知能力，缩短设备通信时
延，还实现了自动驾驶车辆盲区预警、行人
及非机动车感知等功能。”海南省智慧交通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干可
说，这将助力论坛年会实现“智慧办会”“绿
色办会”理念。

实际上，吸睛的不只是无人驾驶车辆，
一辆辆穿梭于论坛会场的新能源车，早已成
为一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

“大部分接驳用车都是新能源车，这种
车便捷、宽敞、噪声小，使用的是电力清洁能
源，轻盈又环保，正好呼应年会的倡议，很受
嘉宾的欢迎。”接驳车司机乔先生说。

据了解，为推进绿色交通，今年论坛年
会在征集接待用车中，有300辆左右是新能
源汽车，同时还在核心区酒店以及周边建成
145个充电桩。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服务好“绿色办会”，该公司配合推进
论坛年会充电设施建设及并网服务工作，共
投资903万元做好博鳌动车站等5处充电
桩、换电站等新能源汽车配套项目建设。

与此同时，该公司主动做好年会充电桩
项目客户服务，开通“报装绿色通道”实行快
报快装，总报装容量达8513千瓦，换电站可
满足单日480车次的换电需求，切实支撑论
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助力展示海南自贸港
绿色、零碳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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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邱江华

纸“不见”了。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中

关村创蓝清洁空气产业联盟主任解洪兴
发现，不只是办理参会手续、酒店入住等
的纸质表单“不见”了，往年咨询台上摆着
一摞摞的纸质参会材料也“不见”了。

对于这一变化，解洪兴和参会嘉宾代
表们喜闻乐见，“手续是无纸化办理，会议
信息从微信公众号、微博、APP等多媒体
平台上获取，体现了此次年会绿色低碳、
智慧服务的办会理念。”

从“有纸”到“无纸”，嘉宾代表参会体
验提升一步，背后是海南推动“绿色办会”

“智慧办会”工作前进一步。
这一步，有何意义？以参会嘉宾代表

离琼信息登记为例。往年嘉宾代表登记
返程信息，需要填写纸质表单交给酒店服
务中心，再由酒店传真给交通组，交通组
完成用车分配后分别致电酒店服务中心、
司机等，酒店再电话通知嘉宾代表。

“今年，参会嘉宾代表通过扫描二维
码进行个人返程航班信息填报，酒店服务
中心和交通组完成送机安排后，系统同时
向嘉宾代表、司机和引导员发送车辆安排
短信，实现参会嘉宾代表送机环节的智慧
化管理，也通过减少耗纸耗电实现低碳化
办公。”省委外办综合协调组可视化系统
负责人马凤介绍。

提高工作效率水平、完善嘉宾参会体
验，马凤口中的系统，是海南推动“绿色办

会”“智慧办会”的重要抓手。
这个系统，是海南省外事一体化在

线管理与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智慧外
事”平台）。在打造“线上集中办公”平
台，实现省直跨部门等智能化、高效化协
同办公的同时，“智慧外事”平台打造接
待工作全流程在线服务，提升嘉宾代表
参会体验。

除了交通，今年年会，“智慧外事”平
台与论坛秘书处管理系统实现了部分数
据对接，参会嘉宾代表接待人员和酒店服
务中心人员不用再像往年一样去论坛秘
书处的系统拷贝信息、制作表格来安排接
待工作，而是通过“智慧外事”平台直接对
接本组代表，进行接待安排，并支持VIP
代表的一对一联络员通过“智慧外事”手
机端进行代表日程的个性化编辑和在线
查看。

借由降低在纸质材料上修改更新日
程信息带来的不便性和滞后性等，从而达
到绿色低碳办公、智慧保障服务的目标，
海南“绿色办会”“智慧办会”的细致用心，
获得不少参会嘉宾代表的肯定认可。

接下来，海南将进一步与论坛秘书处
协调，打通数据共享通道，对接更多的数
据，生成每位嘉宾代表从抵琼至离琼全闭
环路线图，包括日程、车辆安排、接待人员
信息、餐饮住宿信息、活动安排等，提高工
作效率，降低失误率，解决信息是否准确、
全面、实效等接待工作关键“堵点”和“难
点”，提升嘉宾代表参会体验。

（本报博鳌4月21日电）

论坛年会推行“无纸化办公”

手机扫一扫 信息全知晓

本报博鳌4月21日电（记者邱江华
陈雪怡）“来杯咖啡。”4月21日上午10
时，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题公园里的零
碳咖啡售卖店旁，一批与会人员慕名而来

“打卡”。
这几天，在东屿岛，“零碳”咖啡已然

成了“网红”饮品，不论是在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主题公园，还是新闻中心，总能见到
它的身影。

这款咖啡有何特别之处？为何称作
“零碳”咖啡？

“这款咖啡喝起来特别香醇细腻。”母
山咖啡贸易投资部副部长邓俊林介绍，制
作这款咖啡的咖啡豆来自海南岛中部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之所以称作

“零碳”咖啡，是因为其种植过程中不使用

农药化肥，烘焙采取低碳方式进行，种植
过程中咖啡树产生的氧气与种植过程中
产生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在种植这一步
实现了零碳排放。

据了解，2021年，北京绿色交易所
为海南农垦母山咖啡有限公司颁发碳中
和证书，母山咖啡因此成为实现碳中和
的咖啡。

海垦热作产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碳中和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博鳌
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期间宣传“零碳”咖
啡理念，是用实际行动向消费者表明该公
司坚持走绿色低碳之路，大力发展绿色低
碳循环农业，实现“从种子到杯子”咖啡全
产业链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

“零碳”咖啡 香飘博鳌
咖啡豆种植过程实现零碳排放

博鳌特写特写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陈雪怡

在开放的路面上，自动驾驶小巴接到
出发的指令后，车辆即刻平稳行驶；遇到
行人或红灯，它会主动减速，选择避让。

自动清扫车不仅可以实现自主驾驶，
还会自动清扫路面、倒垃圾、吸尘、换水、
排污……

在8米内向自动零售车挥手，它感应
到后会缓缓停靠在你身边……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4月 21日在博
鳌东屿岛了解到的，正在进行静态展
示的博鳌东屿岛车联网项目。进行展
示的自动驾驶车辆包括自动驾驶小
巴、自动售卖车、自动清扫车和自动驾
驶出租车。

“该项目已完成从博鳌机场到培兰
大桥的13公里开放道路自动驾驶接驳
线，及从培兰大桥到金海岸大酒店4公
里封闭园区接驳线的建设。”海南省智慧
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
事干可介绍说，项目全线实现5G全覆
盖，建成4个智慧站牌等，并通过融合路
侧设备构建了“5G+车路协同”示范场
景，实现数字孪生管控，是体现博鳌亚洲
论坛2022年年会“绿色办会”“智慧办
会”的内容之一。

“我们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最长运行

距离26公里，可完成从博鳌机场到东屿
岛游客接待中心的游客快速接驳。”干可
介绍，东屿岛车联网项目实现了从单车
智能走向多源感知网联化的转变，路侧
设备智能化进一步增强，设备感知能力
得到提升，设备通信时延缩短，实现了自
动驾驶车辆盲区预警、行人及非机动车
感知等场景应用。

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内容包含了丰富
的开放道路试点场景，车辆运行路线包括
机场、隧道、景区和酒店等场景。项目开
放道路里程26公里，封闭园区路线8公
里，首次实现了海南省大规模开放道路自
动驾驶出租车和园区自动驾驶小巴运营
试点。

“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绿
色办会’‘智慧办会’为契机，博鳌东屿
岛车联网项目旨在打造海南车联网与
智慧交通、智慧旅游融合发展的样板，
为海南打造车联网先导区探索经验。”
干可说。

他表示，博鳌东屿岛车联网项目在论
坛召开前已投入运营，但考虑到年会期间
东屿岛的人流量较大，为避免造成交通拥
堵，项目于4月20日至22日在博鳌通道
养护站进行静态展示，待年会结束后会继
续运营。

（本报博鳌4月21日电）

自主驾驶、主动避让……车联网项目可应用多种场景

“智慧车”上路 科技范儿足

⬆4月21日，博鳌东屿岛，车主正在为新能源车充电。

⬅4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使用的一次性餐盒、水杯，用的都是环保可降解材料。

绿色会务、绿色交通……海南推进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转型

论坛年会劲吹“绿色风”
会议安排、工作手册，扫描二维码即可进行线上阅览，无纸化办公，效率高且低碳环保；穿梭而过的新能源

车，没有尾气，噪音也小，带着嘉宾奔赴各个会场；捧一杯“零碳”咖啡，漫步于植物蓬勃生长的主题公园，满眼是
绿意，吐纳皆自然……这些来自博鳌东屿岛的不同画面，传递出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以下简称论坛年会）
“绿色办会”的理念。

据了解，今年海南在绿色交通、绿色会务、绿色住宿、绿色循环、绿色搭建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努
力推进服务保障论坛年会工作绿色转型，全力打造零碳东屿。

这些绿色元素具体有何表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与会嘉宾反响如何？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进行了走访。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陈雪怡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