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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6省两会

■ 见习记者 李磊 计思佳

“用药水泡出来的毒豆芽是粗粗壮
壮、没有根的，这些豆芽须根都很长，可
以放心买。”这是记者在海口中沙路菜
市场内见到的一幕，一位正在选购豆芽
的中年女子教自己的家人如何鉴别“毒

豆芽”。
在这家菜市场里的采访中，家住附

近佳佳经典小区的刘先生告诉记者，鉴
别问题食品，不仅要凭借自己的判断，
更要靠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如今很多
市民对于问题食品都心存忌惮，如惊弓
之鸟，政府要从源头上把控问题食品的
流出，才能让百姓吃得放心。

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问题日渐突
出，如何让餐桌上的食品变得更安全，

成了百姓、政府都十分关心的事情。昨
日，记者走进国贸标准化菜市场，这里空
气中弥漫着瓜果的芳香和蔬菜的清新，
众多市民穿梭其间选购食材。“如今百姓
对农产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
我们严格把控农产品进场标准。确保进
场销售的人员具有相关健康资质，同时
严格检测所售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在采
访中，国贸标准化菜市场负责人介绍，提
高进场销售蔬菜的标准，也从市场环节

堵住了农药残留。
但一些问题食品的出现，也反映了

食品安全的问题依旧严峻。从去年年
初到今年一月，我省食药监等相关部门
就查处了大量问题食品：今年1月12
至15日期间，海口市食药监部门根据
相关线索，先后查封“问题”冻肉1000
多公斤，对4家经营疑似走私冻肉，且
无法提供检验检疫证明、无法说明冻肉
制品来源的商家进行立案调查；去年5

月11日，海南临高边防支队向海口海
关移交一批40吨走私冻肉，这批走私
冻肉是该支队在临高思远养殖码头查
扣的；去年11月16日，海口边防支队
水上边防派出所在辖区海域检查时，发
现一艘小渔船上被密密麻麻地塞进了
66头活牛，经查这些活牛从广东运来，
没有任何检验检疫手续，系违规入岛活
体家畜。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 见习记者 李磊 计思佳

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问题日渐突
出，如何让百姓吃得安全，让百姓对餐
桌上的食品安心下筷子，成了社会瞩目
的热点话题。在《关于海南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
案》中，也提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的相关内容。

其中包括开展食品安全全省创建
工作，加强食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加大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力度，到
2020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数量达到4
件/1千人；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县、示范市，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属
地责任。加强现代化农业检验检测预警
防控能力建设，构建贯通食用农产品生
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质量追溯体系，
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动监管机

制，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琼中代表团的陈启敏是一名来自

基层农村的农民代表，在审议了“十三
五”规划纲要草案后，他谈起食品安全
时表示：“农村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
视，因为农民既是问题食品的受害者，
也同样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担负着食
品安全的责任。”

“基层农村销售的食品中，有很大一
部分是‘三无’食品，有的甚至假冒一些
名牌食品的牌子。”谈起食品安全，陈启
敏首先想到了他身边的问题食品：“这些
问题食品凭借着廉价的优势在农村大行
其道，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让广大
农民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因此食
品、工商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要从根源
上断绝这些问题食品的来路。”

“另一个方面，农民也要为他人的
食品安全负责。”陈启敏说，农民在生
产农作物时往往使用农药，但是随着
消费者对降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需求
的出现，也对广大农民使用生物农药

和新一代高效低毒低残留生化农药，
即无公害农药提出了新要求。但是在
基层农村，大多数农民朋友因为文化
程度不高，无法识别农药的种类，往往

是买来农药就用，造成了农产品农药
残留。

陈启敏建议政府要加大对广大农
民对农药识别使用方面的培训，让他们

识别无公害农药，并正确地掌握农药的
使用方法和安全用药知识，让无公害农
药得到普遍推广。

“建立农产品可追溯机制，问题农
产品一经曝光，就立即追溯到相应的生
产者、地块、农用投入品的批号及其生
产者，加快处理突发事件的进度，将损
失和影响降到最低。”在采访中，省政协
委员、民盟海南省委副主任委员张克坚
表示，要规范混合农药的安全使用，避
免因为农户们在生产过程中混合使用
农药产生毒性更大的物质；让技术人员
对种植户进行技术培训，让他们掌握种
植过程中的施药技术以及安全用药的
知识。其次可以培养他们养成每次使
用农药时记录农药名称、来源和批号的
习惯，以便将来出问题可以及时采取措
施。现在部分保险公司已经开展农产
品安全责任险险种，对于某些风险大的
种类，可以考虑参加农产品安全责任
险，以降低风险。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农业厅厅长江华安：

大力推广农产品
二维码查询系统
■ 见习记者 李磊 计思佳

“海南是农业大省，尤其是冬季瓜菜，已成为全
国人民的菜篮子。”列席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省农
业厅厅长江华安表示，要让百姓的餐桌安全，就要
从田间地头这个源头上堵住有毒农产品的流出。

江华安介绍说，我省已经引入具有相关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协助，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进行农产品安全质量检测。目前，我省已将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范围由往年的“冬季瓜菜”拓展至
全部农产品。

江华安说，同时，我省还将全面推广农产品二
维码查询系统，将检测结果联网，做到“用手机扫
一扫，就知道农产品安不安全，产自哪里。”农产品
二维码查询系统将在今年冬天“冬季瓜菜”上市
前，在全省农产品上进行推广，由此建立起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百姓期盼：

政府要抓源头让百姓吃得安心

不断优化的市区车道却依然无法解决车流潮涌

城市堵车成“老大难”
■ 本报记者 杜颖 金昌波 刘操

“过去从国兴大道大润发超市到金牛
路，20分钟的车程感觉一转眼就到，如今
可说啥也做不到了。”1月26日傍晚，家住
海口市金牛路湖畔雅居小区的海口市民

陈业萍开着车感叹到。因为途经了国兴
大道，并横穿过海口城市主干道龙昆南路，
陈女士再一次都被车流拥堵在其中，掐着
表计算，她开车用了整整1个小时。

“过去20分钟车程，如今变成1小
时”的尴尬感受，是包括陈女士在内的
海口大多数市民中的普遍感受。

“不要说得太远，就是近一两年机动
车猛增后，对堵的感受最为强烈！”在海口

机关事业管理局当了20年司机的符志
辉，过去从机场接客人，若走绕城高速公
路，正常情况下半个钟头可以抵达机场，
如今，他感叹，“根本不敢跟客人说时间，
因为太拥堵了，根本说不准时间。”老符记
得有次从机场出来，赶上周末还下小雨，
从机场开回市区竟用了2个半小时。

记者在今天傍晚6时，也再次感受
了一次海口交通晚高峰。恰巧天公不

作美，下起了小雨，从国兴大道省委办
公区出来，一路都是车排长龙，车灯亮
如霓虹，偶尔看见有年轻人从车里拿出
手机拍“堵车奇景”，令人感慨不已。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昨天的疏港
大道，呈现出自南往北方向的单侧拥
堵。疏港大道也是驾车族常常谈到的

“老大难”路段，数十辆小轿车排成行，
跟进入市区的大货车一起甩“长龙”，这

几乎是每天途经这条路段的人们都要
无奈面对的一幕。

一个“堵”字，道出了无数市民的感
慨之声。

究竟该如何治堵？眼看着海口海
秀快速路紧锣密鼓的修建，市区车道不
断地被优化再优化，可是为啥解决不了
这潮涌的车流呢？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 本报记者 杜颖 金昌波 刘操

“交通拥堵”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
近两年社会发展中被广议的一个焦点
话题。在今年的省两会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们剑指“拥堵”强烈发声。

道路拥堵的趋向用“越来越严重”形
容并不为过。省人大代表吴盼文从交通
主管部门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我省城
市路网建设总体的确仍较为落后。以省
会海口为例，海口次干路网密度0.83千
米/平方公里、支路网密度1.78千米/平
方公里，低于国家1.2-1.4千米/平方公
里、3-4千米/平方公里的标准。汽车保
有量的激增与不相符的路网密度，导致
近年来海口市道路拥堵问题的严重。相
对于四、五年前，如今海口市的交通状况
呈现恶化。在早晚高峰上下班时间，海
口市区至少有滨海大道、海秀路、南沙
路等14条路段拥堵，几乎变成“堵城”。

与此同时，停车位严重不足，乱停、
乱放问题难以根治。由于海南发展相
对滞后，建设规划时停车位严重不足，
机关、学校、大型购物中心等尤为突

出。以省会海口市为例，据海口市交警
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海口当前汽车保
有量在50万辆以上，按照国家对于城
市停车位1：1.2的配套标准，海口应该
配备至少60万个停车位。

人大代表吴盼文：
“调控汽车保有量”

“海南是最大的经济特区，拥有地
方立法权，调控的基础和条件是具备
的。”吴盼文代表提出了一个未雨绸缪
的问题：控制汽车保有量。

吴盼文说，一是拍卖汽车牌照，控制
汽车总量；二是限制牌照使用年限，过期
重拍；三是在油价中征收治污治堵费。

对于外地车，在进岛时征收一定费
用。一是牌照的年使用费，二是根据汽
车油箱容量和我省治污治堵费标准征
收相应的治污治堵费。

政协委员黄绍进：
“智能交通势在必行”

“加大城市交通建设迫在眉睫！”黄
绍进委员认为，解决海口城市交通拥堵
问题，加快智能化交通建设是出路。

近年来，海口市城区建设在不断地
往外拓展，每天上下班人流很大，也造成
了交通流的增大。而在上下班高峰期，
最应该畅通的城市高架桥、环线路等，如
今却变得越来越拥堵，交通事故时有发
生，并带来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

究其原因，黄绍进认为原因有三：
一是上下高架匝道设计存在不足；二是
桥梁跨径设置不合理；三是城市交通监
控系统建设跟不上。

黄绍进建议，我省各地的交通规划
主管部门，要加快发展智能交通系统，
建设智慧城市；在现有公路系统的基本
配置上改进其交通通讯服务系统和配
套的监控设备等。

民建海南省委：
“规划建设无障碍交通车流”

尽快规划建设无障碍交通车流，拟

订过街人行天桥等一揽子计划。这是
民进海南省委提出的关于城市主干道
实行无障碍交通车流的提案。

提案指出，海口划出城市的交通主干
道，在这些主干道上逐步形成无障碍交通
流。一是要建设过街人行天桥100座（具
备电动车上桥过街通道）；二是在有过街天
桥的地方要拆除主干道上的红绿灯和斑马
线；三是在这些主干道两侧要建设1.5米高
的交通护栏；四是实行主干道出入口管理，
严禁行人和电动车进入交通快速道。

引入主干道双层公路网建设机制，
根据海口地貌及交通拥堵重点，建议以

“南北方向走桥上，东西方向走地面”，
以促进无障碍交通车流的形成，减轻单
一地面道路的交通压力。

民进海南省委同样提出了“逐步
限制汽车上牌”的呼吁：如要根据路
面交通压力情况，在交警车辆管理
部门实行年度车辆上牌数量限制；
鼓励购车人根据上牌限制指标来购
车和预约等。

与此同时，民进海南省委建议要建
设更多的停车场。海口有近57万辆汽
车，而停车位不足9万个，为此，要下大
力气推动停车场建设。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省交警总队：

制定科学交通安全
规划破“堵局”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特约记者 周平虎

“破解城市拥堵，首先应该从交通安全规划抓
起。”今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陈鸿飞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从制定科学规划、完善管理体
制机制、加大科技投入方面多管齐下，治理城市拥
堵问题。

陈鸿飞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规模不断扩
大，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交通供需矛盾越来越
突出，城市物流、人员的流动必须借助机动化来实
现，城市车辆迅猛增长，道路增长速度慢于道路交
通需求，加之交通参与者的交通文明素质亟待提
高。种种因素引发城市交通疏堵保畅的任务日益
繁重，尤其是海口、三亚等市县，在节假日、恶劣天
气、上下班高峰等时段易出现的“肠梗阻”。

陈鸿飞表示，要化解城市拥堵问题，需要从以
下五个方面着手：第一，合理的制定好交通安全规
划。把海南岛当做一个城市进行建设，然后合理
制定一些适当超前的交通规划，加大政府的投入，
严格按照规划落实。

第二，在政府层面要成立一个更加权威的交
通管理或者是交通协调的一个机构。如此能更好
地动员或者是汇集各个职能部门的力量，调动全
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关注交通、管理交通。

第三，完善公交体系建设，加快公交设施建
设，提高公交的出站率。

第四，要提升交通管理水平。面对日渐拥堵
的道路、人车矛盾突出，包括交警部门在内的相关
部门提升交通管理水平依然有很大的空间。

第五，要加大科技的投入，向科技要警力，用
科技手段来管理好交通。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交通拥堵”成两会关注热点话题

两会代表、委员共寻破堵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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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建言：建立农产品可追溯机制

生产者要为食品安全负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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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配备了5辆流动食品检测车全天候对
各个市场进行抽检。图为工作人员在检测某商
行的茶叶。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如今，政府也通过多种举措加大食品安全监督力度。图为海口琼山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水果市场抽查进岛水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交通拥堵成为城市之痛。图为暴雨突袭又逢上班高峰期，海口市区出现大
堵车。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一旦遇到阴雨天，海口市区往往会出现交通
拥堵。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康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