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田头”到“餐桌”构建起“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海南打造绿色无公害
“菜篮子”“果盘子”

据新华社电 海南五指山，一片片小盆地里满是蔬菜，蜜蜂在其间争相采
蜜。近年来，海南推行绿色无公害农业，减施化肥和化学农药，强化农产品质量
安全产销监管，从“田头”到“餐桌”构建起一道道“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年
“冬交会”，海南农产品订单揽金突破666亿元，同比增幅超27%。

五指山市畅好乡一处高山蔬
菜基地内，成片的菜心青翠欲滴，
朵朵黄花与三两蜜蜂相映成趣。

“基地种植的高山蔬菜绿色环保，
能直接食用。”基地负责人张天光
折一根菜心放进嘴里。

海南是我国重要的“菜篮子”
“果盘子”。然而，前些年发生了豇
豆农残超标等事件，给海南敲响了
警钟。

“仅有良好的生态还不够，绿色
无公害是海南农业的生命线。”近年

来，海南开展“两减三增三结合”行
动，减施化肥和化学农药，增施有机
肥和高效低毒生物农药、增加农业
田间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形成水肥
结合、种养结合、耕地质量提升与病
虫害绿色防控相结合体系。

2016年，海南农药用量实现零
增长，化肥用量增幅同比下降2%。

海南建立了23个农作物病虫
绿色统防示范区、18个农药减量
示范区，推广带动面积166万亩；
建立化肥减施示范点25个，推广

带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秸秆腐熟
还田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合计
1925万亩次。

2015年起，海南在屯昌开展
整县推进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工
作。通过对养殖场的升级改造，全
县畜禽规模养殖场排泄物综合利
用率达到95%，年沼液沼渣利用
量20万吨。

在总结屯昌经验基础上，海南
与农业部合作创建全国生态循环
农业示范省。

“绿色无公害是海南农业的生命线”

我省明年取消12个市县GDP考核
让“打篮球”和“踢足球”分场比赛

新的考核评价办法根据《海南省
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省19个市县
（含洋浦、暂不含三沙）划分为5大类，
分两个平台进行差别化考核，最大亮
点是取消了除海口、三亚、洋浦、儋
州、文昌、琼海、澄迈之外的12个市县

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考核，形
象地说，就是让“打篮球”和“踢足球”
分场比赛。

新办法围绕新发展理念和海南
省第七次党代会的目标，设计了可量
化、可计分的15个一级指标、51个

二级指标。同时，突出各地资源禀
赋、功能定位和发展特色，对相同的
指标，在不同的区域赋予不同分值和
权重。

比如，15个一级指标中，海口、
三亚、洋浦分值最高的是创新发展，

中部市县分值最高的是生态环境保
护；51个二级指标中，对12个重点
产业根据市县的实际情况赋予不同
权重，有的突出全域旅游、有的突出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有的突出互联网
和医疗健康等其他产业。特别是把

生态环境保护同时立为负面扣分和
一票否决事项。

据介绍，此次调整优化考核评价
办法立足于海南省情、坚持生态立
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好新海
南的迫切需要。

新华社电 根据海南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的新的市县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海南将取消部分市县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考核，
把生态环境保护同时立为负面扣分和一票否决事项。新考核评价办法将于明年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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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2注，单注

奖金1040元；“排列3组选3”中9注，单注奖
金 346元；“排列 5直选”中 0注。全国中奖
情况：“排列 3 直选”中 5715 注，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3组选3”中11983注，单注奖
金 346元；“排列 5直选”中 82注，单注奖金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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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3 注，单注
奖金 1000 万元；二等奖中 52 注，单注奖
金 198440 元。

海南一等奖中 0 注；二等奖中 0 注。
下期奖池基金：44.6 亿元。

海口 多云
18℃-21℃ 东风3-4级

三亚 多云
22℃-27℃ 东北风3-4级

（上接封2）
沈晓明指出，全省经济工作

的基本导向是高质量发展，工作
中要精心呵护海南良好的生态
环境，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逐步降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加快建立以现代服务
业为重点的产业体系，着眼补好
社会事业短板。

沈晓明对 2018 年经济工作
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各级各部
门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扎扎实
实做好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激发发
展动力和活力。二是全力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高
质量发展。三是扩大有效投资，
发挥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四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创“三农”
工作新局面。五是全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沈晓明强调，要坚决打好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
点做好有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有
效防控金融风险、有效防控房地产
领域风险等工作；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下大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进一步推动稳定脱贫、扎实做
好“三保障”工作、开展扶贫领域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的整改，持续推进大气、水、土壤污
染防治，建立长久管用、能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
机制。

紧扣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
做好五个方面重点工作

“冬交会”期间，海南热带农业
王牌展区瓜果飘香。

“海南优质农产品不愁卖，
可追溯的产品更让消费者放
心。”江苏客商陈礼群说，自己
打算订购一批海南瓜果销往长
三角市场。

北方已值寒冬，三亚市崖州区
的万亩坡田洋一派热闹景象。穿
梭在田间地头的除了农民，还有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

崖州区农林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安监员每天要采集瓜菜样本进
行农药残留抽检，问题瓜菜不予上

市许可。
海南实行“田头检测放行”和

“凭证过海出岛”的准出制度，出岛
瓜果蔬菜100%检测放行。在各
大港口设立抽检站，检测不合格一
律由产地农业部门监督销毁，溯源
追究产销者责任。

“可追溯的产品更让消费者放心”

近日，海南第一个地理标志商
标产品琼中绿橙首次出口，500公
斤绿橙远销加拿大。琼中县已有
3家绿橙企业符合出口资质，其余
种植户也在抓紧申请。

绿橙出口“试水”成功离不开
严格的标准化管理。琼中县农技
中心副主任林培介绍，去年起，省
农业厅与琼中共建省级标准化水

果示范县，采取土壤改良、重大病
虫害绿色生态防控、生态果园建设
等综合措施，建设3万亩绿橙标准
化示范基地。

品牌创建过程中，海南建立健
全标准化生产体系。到今年9月，
海南已制定并实施了30个名牌农
产品标准，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

标志农产品687个，有力提升农产
品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金字招牌”带来了真金白
银。在澄迈，过去每斤3元的桥
头地瓜常面临无人问津的窘
境。在政府扶持下，农民抱团成
立专业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
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品牌，单价
提升到每斤10元左右。

“金字招牌”带来了真金白银
（上接封2）

沈晓明说，省政府安排了11场
座谈会，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不断修改完善政府工作报告。报
告既要描绘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
又要写实今后一年的工作，既要讲
出成绩，又要讲明问题，既要鼓舞
士气，又要切实可行。他指出，今
天的发言体现了大家对海南未来

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相关部门要
就大家所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进
行归纳整理，及时消化吸收，不断
吸收各方面意见，并结合今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不断完善报告。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
朝君，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
座谈会。

省政府就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南部片区市县意见

（上接封2）
营商环境的标准不是低了，

而是更高了，就是要用最好的资
源吸引最好的投资，着力从招商
向选商转变，把那些自觉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资金、技术雄厚，
最大限度保护生态并发挥最佳效
应，愿意与百姓共享资源红利的
投资者引进来。

对干部工作能力和作风的要

求不是松了，而是更严了，就是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一方
面要有“本领恐慌”意识，缺什么补
什么，提高专业能力，弘扬专业精
神，不断提高适应新时代、实现新
目标、落实新部署的能力，不断增
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本领；另一方面，要持
之以恒改进作风，弘扬特区精神，
带头担当实干。

落实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政绩观
实现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