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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日电（记者林
晖 王宇）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
的第12份中央一号文件1日由新华社
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关于加大改革创
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
见》，全文约12000字，共分5个部分
32条，包括：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围绕促进农民增
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围绕城乡发展
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围绕增
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
建设。

文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
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
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国内农
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

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如何在“双重挤压”
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
竞争力，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
验。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
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

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
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
一个重大挑战。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加
速，城乡互动联系增强，如何在城镇化
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

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必须解决好
的一个重大问题。破解这些难题，是
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大任
务。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靠改革
添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
特色农业现代化。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
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定
位。”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朱立志认为，与去年相比，今
年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大改革创新
力度”，相信在文件部署下，我国农业现
代化建设有望加快推进。

(相关报道见A07、A08版)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推进农业现代化
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
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
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中央一号文件分5部分

本报厦门2月1日电（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钟礼元 实习生陈奕霖）今天，

“2015又邀请您到海南琼北过大年”全国
旅游促销活动走进福建省厦门市，综合了
琼北人文自然生态美景和风土习俗的旅
游产品，受到当地旅行商及市民的热捧。

据介绍，这一场推介会是琼北春节
旅游产品促销在东南市场举行规模最大
的一次。今天的推介会共有500余名当
地旅行商、媒体代表和厦门市民来到现
场。琼北8市县旅游部门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播放宣传视频、多媒体讲解、现场
互动洽谈等方式，全面详细介绍了琼北
生态人文、民俗文化、休闲购物、旅游度
假、美食特产等旅游资源，并重点推介了
4条过大年精品旅游线路。

(相关报道见A06版)

“2015又邀请您到海南琼北
过大年”促销活动走进厦门

琼北民俗活动
受鹭岛市民热捧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徐一豪 许春媚
实习生 陈奕霖

2014年，海南的经济发展交出了
一份亮丽的“答卷”。

但当一个个呆板的经济指标跳入
海南人民的生活，这份“答卷”更加温
热暖心。

看似平淡的数字，给我们的主人
公带来了新的机遇、新的变化、新的发
展。这些发展、变化和机遇的集合，为
海南经济的“新常态”勾勒出一个更加
清晰的轮廓。

省人大代表、海南华信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敬奎：

“洋浦未来的发展了不得”

“力度非常大，我们很受益！”谈及
过去一年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情
况，省人大代表、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敬奎无比感慨。

洋浦大桥建成通车、西线高速全线
升级改造、西环高铁加快建设、洋浦港
区不断扩大……2014年，我省进一步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优化交通格局，特
别是西部地区，交通面貌大为改观。

现有交通设施的改善固然让人欣
喜，而建设中的西环铁路，则更让张敬
奎期待。他说，海南华信每天都有10
多辆车奔走在海口与洋浦之间，既浪
费资源，又浪费时间。“西环铁路通车
后，员工两地跑可以节省一半左右时
间，轻松又省时。”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洋
浦港正致力打造成为背靠华南腹地、连

接北部湾、面向东南亚的区域性航运和
物流中心、主枢纽港，其对洋浦乃至全
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张敬奎用了“决定性意义”五个字
来表明他的看法。他认为，港口建设是
洋浦经济发展的前提。依托洋浦港这
一航运枢纽，海南华信活跃在国际、国
内能源交易市场。2014年，海南华信
在洋浦实现贸易额580亿元，为推动海
南经济发展贡献突出。 下转A04版▶

新常态创造发展新机遇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一名电商眼里的海南经济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周元 通讯员王蓓蓓）
近日，网络曝光多人在西沙组团海钓，猎捕濒危动物，
破坏珍贵资源。三沙市经调查认定，网络所曝的海钓
活动并非西沙邮轮旅游组织开展，而是由私人老板私
自招徕游客组织的非法旅游活动。三沙市政府今天
下午专门召开会议部署工作，进一步加强对非法旅游
活动的防控和打击力度。

1月30日，一组反映破坏西沙生态环境的海钓图
片在网上曝光后，三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迅速应
对。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
市相关部门及时了解真实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经调查，网上曝光图片所涉及的船只不是目前正
规西沙邮轮旅游航线的“椰香公主号”轮。个别私人
老板为牟取暴利，未经审批私自组织游客，乘坐缺乏
安全保障的小吨位船只到西沙海域旅游或海钓。此
外，调查还发现，有些图片并不是在三沙海域拍摄，破
坏行为与三沙海域无关。

会议要求，三沙市公安、国安、综合执法、工商等部
门，要联合边防、海警部队，组建打击非法旅游综合执法
队伍，加大对赴西沙非法旅游活动的防控和打击力度。

网曝西沙组团海钓为非法旅游活动

三沙部署打击非法旅游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新菜地开辟了！新菜苗种上了！
平价菜供上了！菜价降了！

这1个多月来的海口，无论是蔬
菜生产者、销售者还是消费者，都发现

“菜篮子”有了喜人变化。这种菜篮子
工程全产业链条的转变，源于海口市
政府1个多月来经过深入调查研究，
通过积极鼓励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大胆
创新，初步摸索出的多种“菜篮子”生
产新模式：“菜地直通菜篮子”、“六统
一分”、工业理念种植……

海口加旺农业公司董事长龚农和
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林雄是“菜
地直通菜篮子”模式的创造者。

龚农本是海口两家公益性蔬菜批

发市场经营者。去年12月24日，海口
市长倪强带着多位农业龙头企业负责
人首次到马坡洋万亩蔬菜基地考察土
地状况，鼓励他们在政府引导下参与
叶菜基地的扩建种植。倪强当场表
示，将成立有决策权的联席会议机制，
解决龙头企业在种菜过程中遇到的土
地流转、生产、流通、财政支持等各方
面问题。于是，今年1月初加旺公司
在马坡洋租赁了510亩土地。龚农也
请来当地上百名村民和十几台大型农
业机械，将荒地开辟成新菜地。

“现在我左手是蔬菜批发市场，右
手是蔬菜生产基地，自产自销，中间环
节彻底免掉，真正实现菜地直通菜篮
子，市民买菜自然会平价很多！”龚农
笑着说。

林雄则将蔬菜生产基地选址在琼
山区凤翔街道石塔村，准备将这里建
成600亩的城郊常年蔬菜生产基地。
在这个基地，南北蔬菜批发市场通过
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土地平整后出
租给组织起来的基地周边农户，并完
善生产设施，免费提供种苗。与“加旺
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南北模式”将利
用这里接近市区的特点，规划一处小
型田头蔬菜批发点，方便市民和摊贩
直接到田头买菜进菜。

统历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则是
“六统一分”模式的创造者。合作社负
责人洪光益介绍，该社采取“合作社+
农户+基地”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合作
社统一采购肥料、农药、种子，统一技
术指导，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并分户

种植。洪光益说，今年1月该社已在
马坡洋新增蔬菜种植基地100亩，目
前已种上5亩芥菜，并育苗50亩。

罗牛山公司和海南星广地公司则
利用自己在农业生产领域浸淫多年的
技术和资本优势，采取大批量、系统化
种植的途径，正探索“工业理念种植”
的新模式。

倪强表示，在探索有效模式的同
时，必须做实“五个无缝对接”——菜
地与终端市场的无缝对接、市场与市
民菜篮子的无缝对接、政府服务与企
业及合作社的无缝对接、龙头企业与
合作社的无缝对接、菜农与企业及合
作社的无缝对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市民吃到平价叶菜。”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菜地直通菜篮子”、“六统一分”、工业理念种植……

海口多条腿走路减负“菜篮子”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陈彬）
人民日报今日05版对我省推动全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
整版报道，聚焦我省通过多种渠道和
方式大力宣传凡人善举，为英雄好人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等，并刊发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许俊署名文章《为凡人善
举点赞》。整版报道图文并茂，丰富生

动，引人深思。
文章《让好人得好报 让感动化行

动》称，海南省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大
力宣传凡人善举，不断增强人们的情感
认同和实践自觉。群众是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海南省注重发
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倡导从小事做
起、在实处着手、往细处发力，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日常生活。

许俊在文章中指出，汇涓流而成
江海，积小善而成大德。如果把凡人

善举比作水滴、润物细无声，那么，点
赞和学习凡人善举就是汇聚水滴成江
海、形成改变世风人心的道德潮流。
善举虽小却显大德。无论戍边卫国、
见义勇为、救死扶伤、扶贫济困，还是
尊师重教、敬老爱幼、恪职尽责、守信
笃实，都能汇聚和彰显民族的道德力
量。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身体力行，存
善念、行善举、扬善德，就能让善行义
举积石成山，成为中华圆梦的强大动
力。 (更多报道见A05版)

人民日报整版报道我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好人得好报 让感动化行动

今年2月2日是第
19个“世界湿地日”，主
题是“湿地：我们的未
来”。2月1日，省林业
厅联合澄迈红树湾湿地
公园、UNDP-GEF海
南省湿地保护体系项目
和海南观鸟会等组织，
在澄迈红树湾湿地公园
举办宣传活动，这是我
省首次举办大型的“世
界湿地日”宣传活动。

图为小朋友们在观
鸟。

文/见习记者 周晓梦
本报记者 杨勇

图/本报记者 苏建强

本报三亚2月1日电（记者况昌勋）
70多个暗访组，整治39项突出问题！
为迎接春节黄金周旅游旺季，三亚市重
拳整治旅游市场突出问题，在全市范围
内的海鲜排档、水果摊点投放了800台
新型防作弊电子秤，预防商家缺斤短两、
欺客宰客。

今天下午，记者从三亚市新春媒体
茶话会上获悉，三亚市将坚持“零容忍”，
重拳治理旅游市场突出问题，市委书记、
市长带队检查旅游市场，各部门加强工
作联动。大幅强化暗访检查，全市共成
立70多个暗访组，深入一线及时梳理问
题、解决问题，提高监管的针对性。截至
目前，共明察暗访海鲜排档、水果摊点、
旅行社、购物场所、景区景点、涉海项目
等共3000多家次；立案处罚水果摊点、
海鲜排档、旅行社等企业共45家，查处
商业贿赂5宗，行政拘留9人，吊销营业
执照4家。

三亚派出70多个
暗访组整治旅游市场

中央媒体看海南

两会前奏
我的2014

经济
新常态

开栏的话 对海南而言，2014年
是个极不平凡的一年。而每一个个体

的2014，就在这不平凡中走过每一个
平凡的日子，见证了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点滴变化。2015 年海南省两会即
将开幕，本报今起开设《两会前奏·我
的2014》专栏，通过走访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普通劳动者，听他们讲述自己
经历的2014年。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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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湿地
呵护未来

数说 2014

■ 单憬岗

“菜地直通菜篮子”、“六统一分”、工业理念种
植……仅仅1个多月，海口成功探索出多种“菜篮
子”生产新模式，平价菜供上了，菜价降了。这是
海口市委市政府深入调查研究、大胆创新探索后
的成绩单，是用勤快的双脚踩出来的新路子，是改
革创新破解“老大难”的智慧，是攻坚克难为民分
忧的担当。

“菜篮子”关乎千家万户的饭桌，让每一个老
百姓吃得好、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对政府而言是
一件必须做好的大事、要事。近年来我省各地各
部门屡屡出招，想方设法解决菜价上涨问题。但
是我们的“菜篮子”做得还不够好，离老百姓的期
望还有差距。要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是对政府执
政能力的一大考验。

海口市委市政府敢于啃硬骨头，在连续深入
调研和动态跟进的基础上，巧妙利用市场竞争机
制“无形的手”和政府政策调控“有形的手”，通过
一系列力度到位、多方共赢的政策，激励了上、下
游企业分别积极相向打通产业链条，摸索出多种

“菜篮子”生产新模式，并初步实现良性竞争。对
这些模式，我们要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
分析，规范完善，并及时加以推广，让“菜篮子”更
轻盈、更安全、更惠民。

巧用“无形的手”
让“菜篮子”更轻些

光明日报一版刊文报道

琼海农村变身记

A11版 体育新闻

小德创纪录
五夺澳网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