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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11 月 20 日，“海南
自贸港区块链数字经济应用及法律研究”高峰
论坛在三亚举行。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的国
内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齐聚一堂，围绕数据
治理、数字税、数字货币、区块链、投资与跨境
贸易等前沿问题开展交流研讨，副市长何世刚
参加并致辞。同日，金杜数字经济国际法律服
务中心落户三亚。

本次高峰论坛举办三场圆桌会议，主题为
“数字经济下的投融资机遇与挑战”“数字驱
动力——在金融、健康保险、政改等领域数据
应用及合规管理”“数据的知识产权与维权”，
行业大咖结合各自的业务研究和实践经验，逐
一分享真知灼见。本次论坛还举办了多场业务
讲座，行业专家结合“数字经济整体发展趋势
和对行业的影响”“数字经济时代的海关、劳
动、环保、反垄断合规”等内容，聚焦行业前沿
和市场热点，多角度进行深度分析，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何世刚在致辞中表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浪潮中，三亚高度重视做优做强数字经
济，以“数字赋能”驱动产业升级和公共治理变
革。

“海南自贸港区块链数字经济
应用及法律研究”高峰论坛在三亚
举行

做优做强数字经济
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为更快
更有效地处置市民游客的诉求，切
实为民解忧，三亚市 12345 政府服务
热线根据实际需求，从 11 月起新增
7家成员单位，分别是亚洲沙滩运动
会组委会、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
市投资促进局、市旅游推广局、市南
繁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
三亚市中心支行、中国民用航空三
亚空中交通管理站。至此，三亚市
政府服务热线成员单位增至192家。

为了让新增成员单位工作人员
熟悉热线系统平台操作，更好地服
务市民游客，11 月 20 日下午，市热
线办举行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新
增成员单位操作培训会议，7家新增
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参与培训，并参
观了热线话务大厅，了解热线工作
流程和工作情况。

据悉，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成
立以来，已累计派发成员单位处理
工单逾 50 万件，绝大部分工单都得
到了及时有效处理，切实为市民游
客解忧。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 袁燕）冬
季三亚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的到
来。如何领先服务，在方便游客出
行的同时提供丰富的交通旅游体
验？日前，三亚海上巴士联动三亚
有轨电车，对接三亚城市公交卡和
沿线天涯海角景区，开启三亚旅游
客运的“海上公交”新模式，将进一
步丰富三亚旅游交通网络，缓解三
亚旅游旺季的交通压力。

“确实很新鲜！无需换乘直达
景区，而且票价合理，非常方便。”带
着父母前来旅游的长春游客吴女士
已是多次来三亚，与以往不同的是，今

年她有了新玩法，“下了动车坐上有轨
电车游览三亚市内风光，再凭有轨电
车车票，只需10元/人就可以乘坐直
达天涯海角景区的海上巴士，欣赏沿
途海岸风景，不仅是换了一种游玩方
式，而且省去了车马劳顿，出游更放松
了。”

记者了解到，即日起至12月 31
日，凭三亚有轨电车车票、天涯行公
交卡或天涯海角景区门票，即可以
10 元/人的优惠价（原价 60 元/人）
购买海上巴士“市区至天涯海角”单
程船票。海上巴士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海上巴士已开通三点串联

航线，以鹿回头公共码头为母港，经
凤凰岛至天涯海角，全程约 26 海
里。从鹿回头公共码头到天涯海角
的航班每天 14:30 发班，途经鹿回
头、凤凰岛、东岛、西岛，大约 70分
钟后抵达天涯海角景区码头。从天
涯海角码头到鹿回头公共码头的航
班每天15:50发班，途经南海观音、
西岛、东岛、凤凰岛、鹿回头，大约一
小时后抵达鹿回头公共码头。经过
南山景区，海上巴士会在观音脚下
停留 15 分钟，游客可以登上甲板，
近距离目睹南海观音圣像。

海上巴士运营单位三亚蓝色干

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树山
说，此次“新模式”的开启，同步联动
了三亚有轨电车、城市公交卡等陆
路交通系统和沿线景区，是探索旅
游客运市场“海陆联运”新模式的一
次先行先试。未来，海上巴士将进
一步加强与西岛、天涯海角、南山等
沿线景区的联营对接，给市民游客
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

据悉，海上巴士项目自 2017 年
投入运营以来，主打三亚东西线湾
区沿岸景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为游
客从市区直达各景区提供一条海上
旅游交通线路，目前已运营3526个

航次，累计为25.62万人次的国内外
游客提供了便利的新型交通旅游服
务。

近年来，三亚市依托交通枢纽
区域、城市休闲商区、各大度假湾
区、主要旅游景区、旅游点，建设四
个层级的全域旅游散客综合服务体
系，既有游客集散功能，又包括旅游
吸引功能、窗口展示功能和综合服
务功能，成为城市中一个个具有旅
游吸引功能的特色景区、全息型展
示窗口、消费型休闲商区、集散型交
通区，成为“游客必到、市民常到”的

“三亚客厅”。

三亚开启“海陆联运”新模式
凭有轨电车车票、天涯行公交卡，乘海上巴士直达天涯海角单程票仅需10元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周亚丽）“本人自愿放弃在南岛农
场国有林地上种植的树种，自签订
之日起，本人及本人家属均不得以
任 何 理 由 重 新 管 理 该 清 退 地 块
……”11 月 20 日上午，三亚市天涯
区台楼村党员麦专升在天涯区农
业农村局等单位工作人员的见证
下，签订一份《承诺书》。

当日上午，三亚市天涯区农业

农村局联合抱龙林场、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天涯分局、海南农垦立才农
场有限公司等单位逾 50 名工作人
员，在台楼村委会的配合下，对共
管区内侵占国有林地种植经济林
tyqz8115 号图斑进行清退，清退面
积7亩。

整改活动前，台楼村委会动员
本村党员主动退出共管区内的经
济林管理。海南农垦立才农场有

限公司和农户在天涯区农业农村
局、台楼村委会有关人员的见证
下，签订《退出果园管理协议书》
《承诺书》，承诺退出在共管区 ty-
qz8106 号图斑内种植的 7.7 亩槟
榔。台楼村委会负责人表示，该村
将继续配合上级部门，通过宣传、
查处、清退、复绿整改等手段，严厉
打击非法破坏、占用天然林地种植
经济林的行为，确保共管区国有林

地内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恢复
自然林生态。

据悉，天涯区农业农村局还联
合抱龙林场约 40 名护林员，对共
管区内违法种植的 15 亩槟榔进行
清退。

下一步，天涯区将继续对海南
省生态环境百日大督察反馈整改
清单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整改，对抱
龙林场、立才农场有限公司共管区

国有林地区域内历年侵占天然林
种植经济林的行为进行查处，清退
蚕食、占用天然林种植的经济林地
块，清退后的地块将通过封山育林
或种植本土生态树种促进森林生
态效益的最大化。今年 9 月份以
来，天涯区在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百日大督察反馈问题第 17 项专项
整改工作中，共清退违法违规占用
国有林地种植经济林29亩。

天涯区开展生态环境百日大督察反馈问题专项整改，今年9月以来——

29亩违法违规种植经济林被清退

2020年实验动物崖州湾论坛举行

促进实验动物科学与产业
快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 颜翔 邓兴帅）11月 21日，由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大学和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联合主办的“2020年实验动物崖州
湾论坛”在崖州湾科技城举行，旨在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服务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动物病毒学专家夏咸柱，
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微生物学家赵国屏，中
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影像学家骆清铭，海南省
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张治礼，市委常委周燕华
等出席论坛。

实验动物科学属于科研基础性学科，涉及
行业面广，社会公益性强，是支撑和保障生命
科学及其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本次
论坛以“新冠疫情形势下实验（模式）动物的
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专家学者们就当前我国
实验动物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及热点问题进
行专题报告与研讨，交流不同类型实验动物的
研究开发与应用情况。赵国屏表示，海南有着
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在这里开展实验动物研
究有许多方面的优势，比如海南的灵长类等动
物常年在室外活动，更加接近自然的状态；海
南岛是一个岛屿，对于问题能够进行有效隔
离。

国家实验动物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
争鸣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够进一步推
动包括小型猪等实验动物工作在海南开展，为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生物
医药的发展提供支撑。

本次论坛有助于加强国内实验动物界的交
流合作，促进实验动物科学与产业的快速发
展，为海南五指山猪、食蟹猴等实验动物资源
的推广应用和科技创新工作带来新的、更大的
机遇。

来自多家科研单位、高校的 200 多名实验
动物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论坛。

三亚12345热线
新增7家成员单位

11 月 20 日晚，由市委宣传部指
导，市旅文局主办、三亚市群众艺术
馆承办的 2020 年三亚市首届群众文
化艺术季——“原创广场舞”大赛在
蓝海购物广场举行，15 组 300 余名舞
蹈选手在舞台上各显风采、竞技舞
台，选手们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的舞
姿 引 来 现 场 观 众 的 阵 阵 欢 呼 。 最
终，吉阳区快乐舞蹈队《平安舞》获
得一等奖。

上图为选手在舞台上表演。
本报记者 卓怀如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
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
2020年11月20日，“一鹿快办|三
亚政务服务”小程序正式上线一周
年，累计注册用户达29058人，累
计接件达25139件，占三亚市政务
中心总业务量约 20%，运用新技
术、新平台实现更多事项“网上
办、指尖办”，打造 24小时“不打
烊”的政务服务模式。

“不见面审批”事项
上线494个

“今年餐馆开业，从户外广告
牌设立申请到卫生许可证申请，我
都是从‘一鹿快办|三亚市政务服务
’小程序上申办的。”天涯区一海鲜
餐馆老板马先生不仅习惯用小程
序办事，还向身边的亲友推荐。

据介绍，“一鹿快办|三亚政务
服务”小程序上线一年来受理的十
大热门事项分别是：引进人才户口
迁移登记（一站式）、食品经营许
可、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新建
类）、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
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发、食
品经营许可注销、临时占用城市道
路和城市道路设施审批（新 建
类）、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取证、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告
知承诺制）、《取环证明》申报。

据悉，“一鹿快办|三亚政务服
务”小程序目前上线494个办件类
事项，13个查询类事项，共计507
个事项。办件类事项从最初上线
的25个发展到如今的494个，办
理事项范围也从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核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核发、食品经营许可、户外广告
设施设置审批等常规事项，拓展到

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农业农村、
人民防空、城乡住建等32个领域，
疏通群众“上班时间没空办事、下
班时间没处办事”的“堵点”，为项
目建设，群众办事助力“加速”。

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年初疫情防控期
间，群众“指尖办”需求激增，为了
让更多群众和企业实现无接触办
事，中心通过梳理事项、流程再
造，推动了“一鹿快办|三亚政务服
务”小程序办理事项覆盖面的扩
大，让更多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或

“最多跑一次”。

市区两级覆盖，创新
便民政务服务

“一鹿快办|三亚政务服务”小
程序还打通数据链接，实现了“互

联网+政务服务”覆盖至市区两
级，目前已将天涯区、吉阳区、崖
州区、海棠区部分事项纳入“一鹿
快办|三亚政务服务”小程序内，方
便了居住在海岛或山区的群众“空
中办事”。

据悉，天涯区目前已有《取环
证明》申报、医师执业注册许可首
次申办、临时居民身份证办理等
15个事项上线“一鹿快办|三亚政
务服务”小程序，受理了150余件
办理事项。

三亚市政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一鹿快办|三亚政务服务”小
程序将集合更多的市区两级事项，
运用大数据、新技术不断优化事项
办理、提升审批效率、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不断提升办事群众和
企业对三亚政务服务满意度，对标
国内国际，助力三亚打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网上办指尖办 24小时“不打烊”

“一鹿快办”一年接件超2.5万件

三亚市首届群众文化艺术季

原创广场舞大赛开赛

“来，一起向我比心。”11 月 20 日，在摄影师的引导下，游客们在三亚鹿回头风景区
留下美丽温馨的合影照。这是三亚鹿回头风景区免费为游人提供的专业摄影服务。三
亚作为国内游首选目的地之一，各大景区、酒店纷纷迎来大批客流，不少景区景点通过
更加完善的服务和配套，为拉动旅游消费增添新动力。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一鹿快办|三亚政务服务”小程序

目前上线 494 个办件类事项，

13个查询类事项，共计507个事项。

从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运输证核发、食品经营许可、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
等常规事项，拓展到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农业农村、
人民防空、城乡住建等32个领域。

办理事项范围

温馨美景
即刻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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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上接1版
崖州湾科技城设置5G+8K高清直播设备，

通过卫星和 5G 网络，实现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开幕会直播；

崖州湾科技城通过5G无人机技术，为园区
提供巡检服务；

……

●电商直播
“网红”经济加速前进

“今天是 11月 18日，给大家介绍我们新上
市的红心火龙果……”“我们的水果好吃不贵，
欢迎大家下单购买……”打开手机，连通网络，
在村里当“网红”，在家里当老板不再是梦。罗
蓬村的小脚鸡、树上熟的福返芒果……一根网
线，让好产品飞出乡村远销大江南北，为三亚
本土特色农副产品开辟出更广阔的市场，带动
村民就业，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网络时代造就了万亿级的产业。“风口”之
上，三亚如何顺势而“飞”——抢抓机遇，布局
电商产业。今年6月 30日，三亚互联网信息产
业园引入三亚电商直播基地，致力于打造海南
自由贸易港电商、“网红”经济示范基地，推动
电商直播、“网红”经济等新经济加速前进。

●电子政务
便民服务更高效

据统计，三亚市电子政务外网已接入单位
321 家，其中市直机关 136 家、村/居委会 155
家、社管平台单位25家、国资公司7家，接入单
位月平均在线率为 98%以上，为各职能单位开
展各类便民服务、电子政务、数据共享打下了
坚实的网络环境基础。已部署运行各类业务系
统51个（其中市区级 11 个、省厅级 19 个、国家
级 10 个、互联网级 11 个），极大方便了政务办
公，提高了办公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