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立法能否管住多年来剧毒农
药不断流入农田的难题？事实上，从上
世纪80年代至今，从农业部到全国各
个农业大省的监管部门，一直都在对剧
毒、高毒农药下各种“禁令”。例如，《山
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
就提出，将实行剧毒、高毒农药实名购
买等制度，容器、包装物也要回收与集
中销毁等。

但时至今日，记者发现，剧毒、
高毒农药违规用于果蔬并未禁绝：
2013年，有媒体曝光，山东潍坊市峡

山区有农户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
进行大姜种植；2013年，有环保组织
在北京等城市的中药材上检出高毒
剧毒农药……

记者在一些农药店看到，店家在
销售时，对于一些明令禁止或限制使
用在果蔬上的农药，通常不会对农户
进行解释与提醒。而一些地方推出
的农药购买“实名制”，在实际中也难
以落实。

皖北一粮食主产县农委农业行政执
法大队负责人表示：“由于农药店点多面

广且消费群体庞大，监管起来很困难。”
对于农民而言，决定他们选择购买

哪种农药的是两个现实因素：哪个更有
效，哪个更便宜。然而，便宜、高效往往
就意味着高毒。

“现在病虫害很多，没有农药哪能
行？”安徽省五河县小圩镇的农民马兴
告诉记者，他拥有20多亩田，一年买农
药花2000元，仅一季粮食作物除虫就
要打四五遍药。“没人教，一种农药打了
没效果赶紧换另一种，有时也会用高毒
的。比如，小麦生了食心虫，用低毒农

药打不死，我就托人买了20多瓶高毒
农药，打了果然效果好。”

专家认为，如果法律通过审议，未
来的关键还是如何落实。马兴说，这么
多年高毒农药之所以没有禁止生产，一
是农民种植有需求，相关部门和企业没
有开发出可替代的低毒农药；二是政府
部门没有服务、监管到位，农民都是靠
个人摸索，随意使用。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
授李季介绍，在不少国家，打农药需要
特别的许可，而且农药包装上的使用范
围和使用浓度，有很强的法律效力。他
建议，未来特别需要加强对田间地头的
有效监管。

能否拦住剧毒农药流入农田？二问

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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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网”行动重拳出击，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

中国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
近半数曾为“一把手”，六成以上涉嫌贪污受贿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按照
“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
国国家中心局近日集中公布了针对100
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
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
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2日披露了
上述外逃人员基本信息并分析指出，百
名外逃人员近半数曾在党政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担任“一把手”，六成以上涉嫌贪
污受贿。

中方通过国际刑警等渠道提请有

关国家执法机构加强合作，协助将有
关嫌疑人缉拿归案，并表示这次公布
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今后对于涉嫌犯
罪的外逃人员，依然要发现一起、通缉
一起。

这次集中公布的100人包括外逃
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
人，都是涉嫌犯罪、证据确凿的外逃人
员，已经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
缉令，正在全球范围追捕。其中，77人
为男性，23人为女性；48人曾在党政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其

他人员包括民警、会计、出纳、银行信
贷员等。

从涉嫌犯罪类型看，60％以上为贪
污和受贿，此外还有挪用公款、合同诈
骗、职务侵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诈
骗、滥用职权、骗取贷款、徇私舞弊、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等。从案发地看，广东、浙
江、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相对较多。从
可能逃往的国家和地区看，最多的是美
国，有40人；其次为加拿大，有26人；此
外，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国
家和地区也较多。

新华视点

食品安全法首次提及

果蔬生产禁用剧毒农药四问

2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食品安全法修订
草案三审稿，为剧毒、高毒农药的使用加了一道“紧箍
咒”：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

“这是食安法实施6年以来，首次明确提出在蔬菜、
瓜果等的生产中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首席专家吴永宁说，其实，在蔬菜、瓜果等农
产品中禁用剧毒、高毒农药，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农业部门的规章。“过去是在有关部门和国务
院的相关条例中出现，这次上升到了全国人大立法层
面，体现了我国对剧毒、高毒农药严厉监管的决心。”

蔬果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一直是公众
的巨大担忧。此次法律修订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产
生哪些影响？

对于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三审稿，
很多网民发出疑问：既然是剧毒农药，
为何不全面禁止生产？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所长隋鹏飞对
过去11年中农业部门处理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件进行梳理后发现，有六成发
生在种植业，其中又有近七成是因农药
使用不当而引发。

剧毒农药对于人体和环境的杀伤
力是巨大的。以2008年禁用的剧毒农
药甲胺磷为例，它曾是一种广谱高效杀
虫剂。但实验证明，几十毫克甲胺磷就
会导致大鼠胚胎毒性，中枢神经系统发
育异常。因此，有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建议，应全面淘汰剧毒农药并规定时间
表。

不过，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全面淘汰剧毒、高毒农药尚不可
行。因为地下害虫、线虫、仓储害虫
等病虫的防治，目前还主要依赖高毒
农药。新农药的开发周期长，短期内
难以找到理想的替代品种，全面禁用
剧毒、高毒农药，不利于农业生产和
粮食安全。

“在发生蝗灾等严重病虫害或疟疾
等重大疫情时，一些农药品种犹如‘杀
手锏’，可以用于迅速控制灾情、疫情，
因此难以全面淘汰，只能逐步禁止。”吴
永宁说。

“10年前，高毒农药在农药中占比
近30％，现在还不到1.7％。”隋鹏飞
说，目前，个别高毒农药还无法被替代，
如用于粮食仓储等的药品以及处理急
发、爆发问题的药品等。“这类农药如果
规范使用还是安全可控的。”他说。

是否会全面禁止生产剧毒农药？

买了蔬菜先用盐水泡半小时，有
“虫点”的蔬菜才是好蔬菜……在不少
消费者看来，农药的残留问题已经成为
舌尖上的头等大事。家住上海的李女
士告诉记者，尤其是易受病虫害侵袭的
叶类蔬菜，如何解决农残超标的问题，
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事。

吴永宁说，解决农残超标还得从源

头抓起，真正落实高毒农药购买实名
化、全流程追溯。同时，在全面淘汰剧
毒、高毒农药尚不可行的现实情况下，
国家对低残留农药的鼓励和支持不可
或缺。

此外，专家表示，对于我国农药残
留标准的设定要进一步完善。虽然我
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规定

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达3650项，
但与国际相比还存在差距。农业部负
责人曾介绍，目前美国农残标准有1.1
万个，日本肯定列表则有5万多个。

吴永宁说，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与
国际相比主要差距在于，一是标准设
定方式不同，例如不少可用于蔬菜的
农药，我国只规定在叶菜、瓜菜类别中

的用量，而欧盟和美国是一个蔬菜一
个限量值；二是我国确实有一些农药
的标准尚未制定，而现在还正在搜集
大量的数据，进行暴露量分析。“应积
极与国际接轨，检验检疫、农业和食药
等部门需要扩大标准的覆盖面和数据
库。”吴永宁说。

同时，隋鹏飞也表示，有农药残留
不代表农残超标。事实上，在停止使用
农药一段时间后，农药残留是可以降解
到安全标准范围内的。

如何监管农药残留超标？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作为农药生
产、使用的第一大国，单位耕种面积化
学农药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2.5倍
以上。

近10多年来，农药的滥用严重污
染环境，破坏了农田的生态平衡，并导
致害虫的抗药性不断增强，对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产生制约。农业病虫害日益
严重，农药用量越用越大，而防治效果
越来越差，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如何引导农户不滥用农药？李季
建议，对于农药的限量使用需要疏堵结
合。一方面，要限制高毒农药的使用范
围；另一方面，要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使

用生物农药、低毒低残留农药。例如，
在欧洲做生态农场，监管部门会认定其
是否为环境友好型，如果是就会给予补
贴。

此外，监管体制也亟待理顺。有专
家介绍，在美国，农药登记、残留标准的
制定以及风险评估，主要由环保部门负

责；管理和检测主要是农业部门；执法
的是食品药品部门。几个部门之间形
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有利于产生良好的
监管效果。

专家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如
果是由一个部门从立规与执行一管到
底，既对信息公开和监管造成障碍，同
时也难以真正评估管理的有效性。

记者 周琳 于文静 姜刚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农产品种植如何戒掉“药瘾”？

新华社香港4月 22日电（记者牛
琪）香港特区立法会41名议员22日发
表联合声明，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公
布的《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
及方案》，认为该方案符合基本法、全国
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以及香港的实
际情况。

声明表示，我们相信，如果行政长
官普选方案得以通过，将有助解决香
港长期有关政制问题的争拗，让社会
可以集中精力，解决特区当前面对的
各项问题，符合香港的长远发展需要
和国家利益。

声明说，我们期望行政长官普选方
案能够获得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
数通过，让香港500万名合资格选民可
于2017年“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

声明同时表示，立法会作为立法机
关，应当尊重法治，依照基本法与全国人
大常委会“8·31”决定办事；立法会议员
作为民意代表，应当真正尊重民意，倾听
广大市民期望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
官的声音，并真正以主流民意为依归，投
票支持行政长官普选方案。

声明说，现在已到了落实普选行
政长官的关键时刻，我们也期望广大
市民应继续积极发声，共同努力，用民
意力量，促使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普
选方案。

41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
发表联合声明

支持行政长官
普选方案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查文
晔）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4月22日发表的行
政长官普选办法第二轮公众咨询报告
及有关方案发表谈话。

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发表的公众咨询报告全面客观地反映了
咨询期间香港社会对行政长官普选办法
的意见和建议；提出的有关方案符合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关决定，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兼顾了
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和诉求，
是一个合法可行、理性务实的方案。

该发言人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香
港特别行政区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
定，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并最终达至普
选目标是中央的一贯立场。香港政制
发展“五步曲”法定程序已经进入关键
阶段。我们真诚希望香港社会各界广
泛凝聚共识，把握历史机遇，如期实现
2017年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国务院港澳办：

香港特区政府
政改方案
合法可行理性务实

据新华社香港4月22日电（记者王
欣）香港特区政府22日发表《行政长官
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香港
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支持，肯定这份报告
及方案提供了现阶段香港实际情况下
最适合的选举制度，并希望立法会议员
回应主流民意，通过方案，让香港500万
合资格的选民能够在2017年一人一票
选出行政长官。

香港各界纷纷表态
支持政改方案

新华社成都4月22日电（记者吴光于）记者
22日从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获悉，经四川省人民检
察院指定管辖，内江市人民检察院近日依法对资
阳市委原市委书记李佳（正厅级）以涉嫌受贿、贪
污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四川资阳市原市委书记

李佳被立案侦查

4月21日，“阳光动力2号”顺利抵达南京禄
口国际机场后，飞行员贝特朗·皮卡尔跨出舱门。

当日晚间23时26分前后，全球最大太阳能
飞机“阳光动力2号”历经逾17个小时航程，抵达
其环游世界的第6站——南京。由瑞士制造的
“阳光动力2号”太阳能飞机自3月9日从海湾地
区起飞开始环球飞行之后，仅靠太阳能已成功飞
行75小时，6000多公里。在经停南京后，“阳光
动力2号”还将横穿美国，飞越大西洋，经停非洲，
最终返回起点阿布扎比。南京则是这架飞机中国
之行的最后一站。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全球最大太阳能飞机
抵达中国旅程“终点站”南京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王立彬）在第46
个世界地球日发布的《2014中国国土资源公报》
称，我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3.0毫米／年，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公报说，2014年，我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
（1975—1993年）高111毫米，较2013年高16毫
米，为1980年以来第二高位。1980—2014年，我
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3.0毫米／年，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

据介绍，海平面上升是由全球气候变暖、极地
冰川融化、上层海水变热膨胀等原因引起的全球
性现象。最近10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了10～20
厘米并加速上升。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生态系
统有重大影响，海洋动力因素向海滩推进，侵蚀海
岸，使风暴潮强度加剧，频次增多，会重创沿海地
区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系统。

我国沿海海平面
年均上升3毫米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杨
烨）社保系统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重灾区”。
记者独家获悉，目前重庆、上海、山西、沈阳、贵州、
河南等省市卫生和社保系统出现大量高危漏洞，
数千万用户的社保信息可能因此被泄露。

记者从补天漏洞响应平台获得的数据显示，
目前围绕社保系统、户籍查询系统、疾控中心、医
院等大量曝出高危漏洞的省市已经超过30个，仅
社保类信息安全漏洞统计就达到5279.4万条，涉
及人员数量达数千万，其中包括个人身份证、社保
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

数千万社保用户
信息或遭泄露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余晓洁 田
颖）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22日表示，
预计年内将有6至8台机组开工建设，有8台核电
机组投入商业运行。2015年将成为核电重启的
关键之年。

张华祝是在22日召开的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2015年年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目前，我国在建核电机组26台，装机容量
2850万千瓦，在建规模继续保持世界第一。2月，
方家山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阳江2号、宁德3
号、红沿河3号机组也先后并网发电。我国大陆
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机组达23台，总装机容量为
2138.6万千瓦。”张华祝说。

按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规定的性能指标对
照，在全球400余台运行机组中，我国在役核电机
组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部分机组和安全指标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逐渐走出日本福岛核事故影响，核电重新“扬帆
起航”；中国核电发展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计
划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提高到20％左右，核电
将保持规模化发展态势……环保部副部长、国家
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国
防科工局党组成员王承文在年会上纷纷表示。

今年6至8台
核电机组开建
8台机组投入商运

三问

四问

云健
（别名：方健）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海南省海口市地方税务
局龙华分局副局长

外逃时间：2009年
2月

可能逃往国家及地
区：新西兰

涉嫌罪名：受贿

王黎明
原工作单位

及职务：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行长

外逃时间：
1998年5月

可能逃往国
家及地区：美国

涉嫌罪名：
徇私舞弊

海南两外逃人员被通缉

（来源：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