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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启动试点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全省10年内逐步完成改革任务

本报海口 3 月 30 日讯 （记 者 孙 慧
通讯员邹小和）记者今天从省水务厅获
悉，近日我省发布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从今年起开始试点推进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10年内推广至全省，逐步建
立保障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和促进节
约用水的体制机制，为农业可持续发展
提供保障。

改革将分步实施，按照突出重点、有序
推进原则，采取3年打基础、5年搞试点、8
年小推广、10年全推开的作法，分步稳妥实
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首先要夯实农业水
价改革基础，加快供水计量设施建设，探索
建立农业水权制度、用水需求管理等；其次
要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包括合理核
定农业用水价格，探索推行分档水价，明确
农业水价定价权限等内容。

据了解，此次改革选择了农田水利配套
相对完善的昌江石碌灌区、三亚赤田灌区、
海口南渡江灌区和陵水部分高效节水灌区
开展改革试点，总结试点经验后在上述市县
全面推开，最后再在全省推开。试点灌区应
在3年-5年内基本完成改革任务；有试点任
务的市县5年-8年内完成改革任务；其余市
县10年内完成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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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月三”

欢庆“三月三”载歌且载舞

3月28日，三亚举行庆祝黎族苗族传统节日
“三月三”活动，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参赛选手在进行
射弩比赛。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3月30日，丁酉年三月三祭祀袍隆扣大典在
五指山市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国军 摄

本报营根3月30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欢欢）今天，海南黎族苗
族同胞迎来“三月三”传统节日，作为
2017年“三月三”节庆活动主会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推出了一系列
精彩的民俗活动，来自各地的游客纷
纷涌入繁花锦簇的琼中县城，与黎族
苗族同胞共庆佳节。

上午9时，以“展示黎苗服饰、相
约魅力琼中”为主题的海南黎苗服饰
展示暨走秀活动在琼中三月三广场
拉开帷幕，该县黎族苗族同胞纷纷走
上舞台，展示本民族传统服饰，并组
成百人表演团，现场示范黎锦编织、

苗衣绣制过程。在现场，黎族苗族服
饰与上百位佳丽相映成辉，令现场近
千名观众一饱眼福。

“参加此次黎族苗族服装走秀活
动的演员，大部分是琼中各个黎村苗
寨的普通村民，让大家参与到节庆日
大型活动中来，进一步增强了黎族苗
族同胞的民族认同感。”琼中妇联主
席林德颖说。

“我是一名业余摄影师，第一次
看到海南黎族同胞展示黎族五大方
言区的传统服饰，今天拍摄了几百张
照片，希望能通过小小相机，将海南
黎族苗族传统服饰美传播到更远的

地方。”来自武汉的摄影师余作均告
诉记者。

随着海南黎苗服饰展示暨走秀
活动进入尾声，百位身着民族服饰的
黎族苗族佳丽走出三月三广场，来到
琼中民族风情一条街特色产品展销
活动现场，向游客推介海南各民族市
县的特色美食及农副产品。

琼中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筹备此次民族特色商品展销暨
美食一条街活动，琼中商务局提前
一个月进行招商，设置展位 120余
个，吸引了全省各市县的80多家企
业参展。

在琼中湾岭镇特色产品展销台，
农家桑葚酒、山兰糯米酒、苗族三色
饭、黎家鱼茶等特色产品受到游客青
睐。“我们为参展的商品设计了具有
黎苗风情的外包装及品牌LOGO，
并印上了农户的联系方式，展销结束
后客人还想购买产品，可以直接联系
农户下订单。”湾岭镇宣传委员王艳
艳说。

“三月三”琼中主会场活动继
续升温，海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展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体
验民俗黎苗文艺大联欢活动、黎学
丛书发行仪式今天也与大家“如约

见面”。
晚上8时，在琼中主会场，激情的

开场歌舞《盛世琼中》奏响了“浪漫三
月·情定琼中”主题晚会暨开幕式的
序曲，整场晚会以“三月恋歌”“小康
路上”“幸福家园”三个篇章及大型歌
舞“情定琼中”等组成，独具特色的黎
族苗族歌舞，原生态民歌对唱给观众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明后两天，黎族苗族民歌对唱比
赛、“山盟海誓、情定合老”黎苗传统
婚俗庆典活动、主会场闭幕式等一系
列“三月三”琼中主会场活动还将悉
数与大家见面。

“三月三”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尽显黎苗特色与风范

美服美食美舞三月 风情激情定情琼中

3月30日晚，2017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主会场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月三广场盛大启幕。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3月29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叉镇南叉河两岸，3000余名群众、游
客坐到一起，享用甘甜的米酒和丰富
的美食。除享用美食外，白沙“三月
三”期间还推出了黎族苗族特色商品
美食展，展销黎族苗族特色服饰、旅
游产品、民族特色美食、电商产品等
白沙特色产品。

今天上午，白沙文化广场热闹非
凡，2017白沙黎族苗族“三月三”丰
收祭典巡游活动正在举行。祭祀祖
先、庆贺丰收、播种希望、祈求来年五

谷丰登，是黎族苗族同胞延续了千年
的传统，今天的白沙文化广场舞台，
黎幡队、粉枪队、锣鼓队、牛角队、铜
锣队一字排开，民族元素绽异彩。丰
收祭典活动结束后，由白沙11个乡
镇和演员组成的13个方阵、近千人
的队伍围绕着白沙县城开展了热闹
的大巡游。

3月29日，首届五指山杯“三月
三”美食烹饪比赛暨南药膳食与五指
山猪食材创新赛在该市的省农林科

技学校（南校区）举行，来自全省各地
的24支队伍现场展示烹饪技艺。在
活动当天，五指山市旅游烹饪协会也
正式成立。

当晚，在五指山市三月三广场，
伴随着美妙的民族歌舞《走进五指
山》，五指山市首届民歌大赛颁奖晚
会拉开帷幕。

3月 29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七仙广场人声鼎沸，黎族苗族同
胞通过丰富多彩的“民族体育竞技

暨体育健身趣味活动”欢度“三月
三”。据了解，本届的民族体育竞技
暨体育健身趣味活动与往年的相
比，在设置上更加多元化，并且响应
全民健身号召，加入了全民健身的
体育元素。

3月 28日，三亚千古情景区设
“百鸡宴”邀请游人共同体验特色
美食，喜迎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

“三月三”。据悉，为传承少数民族
特色文化，目前，三亚千古情景区已
推出“岛民”入园优惠活动，景区内

每天都有黎家婚礼巡游、竹竿舞、摘
椰子喝椰汁、黎族风情百鸡宴等特
色活动。

3月 29日上午，乐东黎族自治
县有关部门结合海南黎族苗族传统
节日“三月三”，在该县大安镇为贫
困户量身定制“情牵三月三”扶贫
相亲会。活动中，160 余名单身贫
困群众通过游戏，不断加深彼此之
间的了解，最终4对单身男女成功
牵手。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发布年度高层次人才需求目录

1240个高层次人才
岗位虚位以待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
涂明捷）记者今天从省人才办获悉，近日，
《海南省 2017 年度高层次人才需求目
录》发布，面向国内外提供省内96家用人
单位1240个高层次人才工作岗位，大力延
揽人才。

围绕服务我省 12个重点产业发展需
要，近年来，我省持续发布高层次人才需求
目录。通过投资创业、全职调入和柔性引
进等多种形式，吸引国内外旅游、海洋、农
业、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重要领域、重点产
业的高层次人才和掌握核心技术、拥有高
成长性项目的创新创业人才等加盟国际旅
游岛建设。

据省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实
现精准引才，我省今年将在用好互联
网、人才对接会、海外联络站等传统引才
平台的基础上，结合即将到来的“校园招
聘季”“学生毕业季”，与国内外知名高校
及其相关学院深入对接，进行重点推介，
靶向引才。

白沙

五指山 保亭

三亚

乐东

◀上接A01版
绿化宝岛大行动以“一区一带，两

环两点，四园万村，五河多廊”为重点，
在全省稳步铺开；以城市森林建设、通
道绿化、河流水库绿化、海防林建设、热
带雨林和湿地保护、林业开发与林场建
设、村庄绿化以及盆景花卉与种苗等为
八大工程，统筹推进，将无限绿意不断
铺陈、蔓延，描绘海南画卷，筑起绿色保
护屏障。

对于四面环海、多台风的海南来说，
绿色保护屏障的第一道防线，无疑是海
防林。

但大约在十年前，我省海防林破坏严
重。围海造田、采矿挖钛、房地产热、高位
池海水养殖、砍伐毁坏以及台风侵袭等
等，让海防林“伤痕累累”。2007年，省委、
省政府发出“筑我绿色长城，护我宝岛家
园”号令，决定用3至5年时间，全面恢复
毁坏的海防林带，牢固海岛“绿色长城”。

绿化宝岛大行动，为海防林恢复添
力。当时，面对绵长的“受伤”海防林带，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林业人，也坦言“真
难”——退塘还林工作难推动，养殖户心
里有抵触；林地落实难，林地纠纷和历史
遗留问题多且复杂；沙地造林成活难，水
土条件有限。

怎么办？绿化宝岛大行动一项项解开
难题，退塘还林采取补偿和激励方式，打
消养殖户顾虑；林地纠纷一宗宗调解，落实
林地；加强打击毁林行为，抓海防林建设示
范点；想方设法科学选树、种植、管护，改造
海防林质量，让种下的树和林浓绿起来，固
住了沙的侵蚀，挡住了风的横行。

自2011年开展绿化宝岛大行动以
来，全省累计完成海防林工程建设12.3
万亩，全省上千公里沿海防护林带得到
修复。在琼海，昔日七倒八歪的木麻黄

残次林，已被改造成为椰子、榕树、凤凰
木等多树种构成的景观海防林带；在文
昌，台风毁坏的90.8公里海防林带去年
实现了合拢，“受伤”海岸上，再次绽放出
绿色希望。

正是有着这样绿化宝岛大行动强硬
姿态的全力推进，琼州大地上刮起了增
绿兴绿、爱绿护绿之风——

3600多名林业职工作为主力军，常
年奋战在造林护林第一线；陶凤交、万宁
凤凰山护林队等绿化先进人物和集体不
断涌现；一片片“党员林”“青年林”“巾帼
林”等纪念林破土而出。

绿化宝岛大行动之愚公，以拳拳红
心绣画绿地，矢志不移在绿色崛起路上
前进，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植绿为民的海南情怀：
城乡绿化提升百姓福祉

绿色，作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强调绿色富国、
绿色惠民，向青山要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们修复的山体植被生长茂盛，基
本上与周边自然的山体融为了一体，特
别是位于华盛水泥厂的抱坡岭Ⅱ号受损
山体，现在形成新覆绿面积约有17万平
方米。”面对这座曾经裸露的山体，三亚
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刘关山颇为高兴，
因为这里如今已是绿树成荫。

近年来，三亚市结合绿化宝岛大行
动和“双修”“双城”建设，实施山体修复，
让秃山披上了绿衣。而“两河七园”一批
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的建设，让市民和游
客，近在咫尺就能找到诗和远方。

绿化宝岛大行动作为一项生态建设
工程，融入了海南动力，体现着“绿色”理

念的大智慧——为发展，为民生。
这样的大智慧，是懂取舍。面对已

批出去的投资数十亿建房地产的黄金地
块，三亚市通过用情说理、依法置换等举
措，坚持收回来改建公园，还绿于民、还
海岸于民。

这样的大智慧，是知优劣。海口市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的
过程中，注重让绿化与美化双管齐下，在
造绿、增绿的基础上，补上造景、造彩、造
美的短板，将省花三角梅打造为城市靓
丽名片；结合“万村绿化”工程，鼓励农户
利用“四旁地”“撂荒地”植树栽花，提升
村庄“颜值”。

这样的大智慧，是重实用。儋州建
设的城西公园，因地制宜，运用自然手法
装点理念，将现有绿化景观和建筑景观
等元素结合起来，打造山水园林城一体
化的特色城市绿景，瞬增魅力。

一点点改变，就会有不同。截至去
年年底，绿化宝岛大行动全省累计完成
村庄绿化23.2万亩，通道绿化7.5万亩，
各市县城区绿地率达到35%以上，道路
绿化达标率达到95%以上。树绿花红，
是海南百姓习以为常的生态美景。

在生态美景中，绿化宝岛大行动还
巧妙地将树和林变为“藏宝的银行”，藏
富于林，藏富于民。

乘着东风，各市县在提升造林质量
的同时，谋划林业产业发展，通过供苗、
实行造林补贴等优惠政策推动，充分调
动广大群众自发种植花梨、沉香、木棉等
乡土树种的积极性，建设绿道、小景区，
发展特色村镇发展乡村旅游，既实现了
村庄的田园化、生态化，又保障了农民经

济增收，一举多得。
绿化宝岛大行动践行着绿色发展理

念的智慧，将蓊郁多彩缀满城市乡间，换
来人们生活愉悦，换来“绿色银行”。

岛礁绿化的海南担当：
南海深处筑起绿色长城

家门口那棵树，往往是人们最依恋
的景。这抹绿色，即使再遥远，也不会在
记忆中缺席。

今年植树节，在三沙市永兴岛上，三
沙市永兴值班领导、各企事业单位的党
员撸起袖子，栽下一株株树苗，开启
2017年“绿化宝岛三沙在行动”的序幕。

三沙已经连续5年开展绿化宝岛大
行动，每年新添的绿色，都是最生态最深
情的颜色。

去年，一张三沙岛礁工人搬运树木
的照片在网上走红。照片上，五名工人
拖着数棵树木在海水中艰难前行，他们
身子往前倾斜，衣服浸在水里，身后那沉
重的浮板，全凭手中绳子拽动。看过照
片的网友，把他们称为“南海上的纤夫”。

用这种特殊方式，三沙的植树者们
将树苗搬到岛礁上，种到岛礁上。

搬运树苗艰难，种活树木更加不易。
为了提高岛礁植树的成活率，鸭公岛的植
树者们想了不少法子：在每棵树的坑内
先填埋100多斤沙土，然后种下树苗，接
着填埋由80多斤椰子丝和100多斤沙土
搅拌而成的混合物，树种下后用稻草包裹
好树干，每天定时定量浇淡水……

“每一棵树木都是花费了好多心血
栽种而成。”正如被派驻到西沙洲上的一

位同志所言，许许多多三沙人怀着“绿岛
梦”，为岛礁绿化尽心尽力。

树和海，是最美妙的色彩搭配师，它们
以翠绿与湛蓝，勾勒出三沙的勃勃生机。

海南绿化宝岛在行动，将“增绿”“护
蓝”责任扛于肩，筑起南海深处的“绿色
长城”，守护家园的颜色。

生态文明制度的海南探索：
依法护绿巩固发展成果

回眸来路，绿化宝岛大行动步步踏
实，推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换来不
易成果。

前些年，一些市县存在采取化整为
零、调整规划等方式违规审核审批林地
项目、林地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导致非法
占用林地和毁林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
止。推进绿化宝岛大行动，与这些问题

“迎面撞上”。
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修改《海南

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从立法上加以
解决，完善林地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但林地管理“病症”不一而足，要如何
改？林地红线事关生态安全，要如何筑牢？

惟其艰难，更显勇毅。从2013年开
始，修订《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
和研究林地征占用审核审批权调整等工
作列上日程，经多轮打磨，2014年7月1
日，修订后的《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
例》正式施行。

《条例》实施后，全省林地资源管理
显现出“强劲力道”。

这一修订，通过调整林地的界定，解
决林地范围之争；完善征占用林地审核
审批制度，将市县林地审核审批权上收
由省林业主管部门统一行使；完善林地
保护利用规划的编制和变更，加强规划

管理；加大林地保护力度，保护林地生态
红线；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提高
违法成本等，强化对林地资源的集中管
理，有效杜绝乱批乱占林地资源行为，全
省林地红线得以筑牢安全保障。

六年来，绿化宝岛大行动不断见证
着海南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规
范化、科学化轨道的征程——

2014年3月，《关于加强东寨港红树
林湿地保护管理的决定》在海口市人大
常委会表决获得全票通过，从区划与法
制的角度入手，完善长效机制，解决制约
东寨港湿地系统保护的系列问题。

2015年12月，三亚市首部地方性法
规《三亚市白鹭公园保护管理规定》正式实
施，为市民保留贴近自然的公共绿地，让景
于民、让绿于民，提高市民生活幸福指数。

2016年9月，《三亚市山体保护条例》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数次易稿，终于经省人
大批准决定施行，以法制化的手段，巩固绿
化宝岛大行动和三亚“双修”“双城”成果。

……
往日，绿化宝岛大行动和全省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的足迹依旧清晰；今日，专
属海南的好消息随着春风传来：2017年
3月14日，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
心将《海口市人民政府湿地保护修复制
度工作实施方案》等三个文件向全国林
业系统印发，为各地落实湿地保护修复
制度方案提供学习借鉴，海口湿地保护
与修复工作办法获全国推广。

替河山妆成锦绣，把宝岛绘成丹
青。绿化宝岛大行动挥出厚重之笔，不
仅描绘出美丽的黛墨画卷，更驱动着海
南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入崭新阶段，深
谋远虑，敢作敢为，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进程中担当起“模范生”的角色。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