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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程明明 实习生 叶映彤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海南
省推广使用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2019
年1月1日起，我省行政区域内供应、
销售的汽油应符合《车用汽油》中的国
Ⅵ标准且全年蒸气压限值不大于60
千帕，供应、销售的柴油应符合《车用
柴油》中的国Ⅵ标准。停止供应、销售
低于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并实现车
用柴油、普通柴油、内河和江海直达船
舶燃料油“三油并轨”。

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省直部门对
国Ⅵ标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为何要进行油品质量升级？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方案》的出台旨在提升车用油品质
量，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确保我省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一流水
平，推进海南生态环境质量居于世界

领先水平目标的实现。
对于实施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带

来的效益，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管理处
有关负责人解释，在环境效益方面，国
Ⅵ标准车用汽柴油具有“清洁环保、动
力强劲、积碳更少、省油省钱”等特点，
是目前全球最严格的标准之一，可达
到欧盟现阶段车用油品标准水平。相
较于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国Ⅵ标准
车用汽柴油的一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50%，总碳氢化合物和非甲烷总烃排
放限值下降50%，氮氧化物排放下降
42%，使用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可大
幅度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在经济效益方面，国Ⅵ标准车用
汽柴油与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主要差
异是油品中不良组分的含量进一步降
低，能有效保护车辆发动机，有效减少
积碳，对车辆和机械的损害大大降
低。比起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能大
幅降低车辆维修和保养成本，有效延
长发动机寿命，使用成本更低。

因此，百姓不必担心“汽车原使用
国Ⅵ标准以下的汽柴油，换成国Ⅵ标

准汽柴油后出现不适应”的情况，推广
使用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工作，可提
升车用油品质量，降低机动车污染物
排放，同时兼顾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
远利益，不会给群众带来经济负担和
生活不便。

油品供应如何保障？

对于油品供应保障问题，据了解，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已于
今年7月19日前生产出合格的国Ⅵ
标准车用汽油，国Ⅵ标准车用柴油已
具备保障市场供应的生产条件。中石
化海南石油分公司已于今年9月13
日起，在全省中石化加油站供应国Ⅵ
标准车用汽柴油。中石油海南销售有
限公司的加油站大部分已完成国Ⅵ标
准车用汽柴油置换，届时将在我省全
面供应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保障省
内市场需求。

同时，海南炼化作为海南油品供
应的主要炼油企业，采用了最新石油
炼制工艺技术，在轻油收率、产品质

量、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
一定的优势，理论和实际上都已具备
生产低于60千帕蒸气压限值车用汽
油的条件，该企业可以按时保障油品
供应。

而对于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的市
场价格问题，根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成品油价格管理权
限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目前尚未出台
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的价格标准，我
省实施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的价格暂
时按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的价格执
行。其他省市推广使用国Ⅵ标准车用
汽柴油的价格也并未调整。

我省标准为何严于国标？

“明年 1月 1日零时起，我省供
应、销售的汽油全年蒸气压限值不大
于60千帕，这一要求与香港标准接
轨，严于国标。这是此次我省油品质
量升级工作的亮点之一。”省生态环境
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大于60千帕与小于60千帕，最

大的区别在哪儿？为什么我省要选择
“自我加压”、严于国标？

据介绍，我省与香港、广东地理位
置临近，气候状况相似，处于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常年气温更高，同样面临着
臭氧以及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问题。当
前，影响我省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因
子为臭氧，降低挥发性有机物挥发是
近期我省大气污染防控的重点工作之
一。根据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
中心的测算，我省由于常年气温较高，
汽油容易挥发，当汽油蒸气压从65千
帕下降至60千帕，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大约可下降16%。控制汽油蒸汽压
可以有效减少汽车使用过程中油汽的
挥发，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从而
间接控制我省臭氧浓度的升高，保障
海南空气质量始终保持优良水平。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严格按照
《方案》要求，落实油源供应、油品置
换、标识更新等各项工作，开展日常监
督检查、联合监管与执法，确保推广使
用工作顺利完成。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解读《海南省推广使用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工作方案》

提升油品质量 共护蓝天白云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陈康）12月12日，万宁市决定即日起
在全市广泛开展“感动万宁”2018十大年度人物
评选活动。

据了解，“感动万宁”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
动自201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三届，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示范作用。
本次评选活动是在万宁市委、万宁市政府指导
下，由万宁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万宁市
委宣传部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国都市报
社、万宁市文明办、万宁市广电中心、万宁市新
闻办联合承办。

活动时间：2018年12月到2019年1月底结
束，历时2个月。

“感动万宁”评选启动
可推荐也可自荐

籍贯、工作或生活在万宁的个人或集体，其参
评事迹发生地不受地域限制；

其他的个人或集体，其参评事迹必须发生在
万宁地区或与万宁高度关联；

在脱贫攻坚工作及“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工
作中有突出表现的个人或集体均可参与。

参评人选和事迹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要求，具有令人感动、催人奋进的人格魅力，
展现积极昂扬 、健康向善的精神风貌。已获得
前两届荣誉称号的个人或集体不再参评。

三亚开通网约公交
乘客可定制线路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记者徐
慧玲）12月12日，三亚网约公交正式
开通，目前14条线路已经上线运行，
试运行3个月，市民游客可通过“天涯
行”APP预订车票。

据介绍，乘客可以通过“天涯行”
APP的“网约公交”功能，提前预订座
位，乘坐现有的定制公交线路；同时乘
客也可提出自己的需求，三亚公交集
团根据需求和客流情况设计出专门的
公交线路；价格低于自驾车和出租车。

当同一时间、同一线路的定制人
数达到一定数量（试运行期间达到6
人以上)，可根据不同车型开通，试运
行期间按公交票价收费，正式运行后
按市场定价收费。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闫治 实习生余梦月）12
月11日至12日，省教育厅在海口举
办专题培训会，推进我省校外培训机
构治理工作。会上，省教育厅与各市
县教育行政部门签订校外培训机构
整改任务责任书，要求各市县到今年
年底全面完成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
作中的整改任务。

根据责任书，各市县教育行政部
门要切实落实牵头主体责任，会同工
商、民政、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
执法，加快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办学
许可证的办理进度，取缔、整顿不符

合办证条件的校外培训机构，确保到
12月30日辖区内不存在无证无照且
仍在开展培训的机构。

同时，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还
要保证辖区内中小学在职教师尊重
教学规律、遵守教学计划，杜绝“超
纲教学”“非零起点教学”等违规教
学行为；引导学生家长树立正确的
教育观念，理性看待学生参加校外
培训的作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校
外培训，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外
负担。

会上，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相
关负责人、校外培训机构行业协会

代表和校外培训机构代表接受了
《海南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暂
行）》及相关政策解读、全国中小学
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操作、
教育行政执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等
主题培训。校外培训机构代表签订
了自律公约，校外培训机构行业协
会代表签订了承诺书，承诺严格遵
守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制定的校外培
训机构办学行为“十禁止”，保证不
以任何形式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
试，不举办或变相举办与中小学生
招生入学有关的竞赛、评级等考核
评价活动；保证不在学科知识培训

中出现“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
化应试”等不良行为；保证不以任何
方式与中小学校及其教师建立经济
利益关系。

海南日报记者还从会上了解到，
当前，教育部正在建设全国中小学校
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该平台启
用后将能实现排查登记、整改跟踪、
信息公示、举报处罚等针对校外培训
机构的全业务监管和服务。值得一
提的是，该平台可向公众提供机构查
询和举报功能，确保校外培训机构开
展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成为学校教育
的有益补充。

我省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年底前关停无证无照培训机构

参评条件

单位推荐：由万宁市委宣传部发文，征集
2018“感动万宁”十大人物候选人；

群众推荐：广大群众可以发送推荐材料至
电子邮箱xuanchuanbu4409@163.com进行
推荐；

个人自荐：符合条件的公民可自荐，以“姓名+
联系方式+推荐人姓名、联系方式、职业、事迹”发
送邮件至xuanchuanbu4409@163.com。

媒体推荐：登录南国都市报官方微信 2018
年“感动万宁”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官方专题页
面点击“我要推荐”在线推荐、自荐或者下载推荐
表格填写，也可以纸质信函寄至万宁市委宣传部
（市党政综合办公大楼501室）。

工作日可拨打 62238659 进行活动咨询
和推荐。

报名
方式

采取单位推荐、群众推荐、
个人自荐和媒体推荐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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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良食”
的三个寓意

三、代表白沙生态环
境，两朵云里有日月图
形，意为日月同辉、润泽
一方，寓示白沙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生态环境。

一、代表白沙
民族风情，整个图
案是衣服黎锦，顶
部的大力神也是黎
族的图腾；

二、代表白沙
地理概貌，图中山
水林云的元素形
象地传达了白沙
的农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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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山兰文化
谋划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白沙黎族自治县位于黎母山脉中段西北麓，
是海南生态核心区。在这里，山兰稻穿越了千百
年，也书写了一部属于海南黎族的农耕历史。

每年11月，是山兰稻喜获丰收的日子，淳朴
的白沙黎族百姓盛情邀约四方宾朋共品山兰新
米，同庆丰收，以此来回馈大自然的赠予。现今，
这一沿袭千百年的习俗已经演变成为白沙独具特
色的民族传统的节日——“啦奥门”，也形成了海
南独特的“山兰文化”。

据统计，截至今年底，全省山兰稻种植面积约
8000亩，而白沙山兰稻种植面积就有4300亩，其
中白沙青松乡约占4000亩。值得一提的是，在省
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扶下，在原有山
兰红、山兰糯、山兰香、山兰黑糯等6个品种外，今年
白沙青松乡首次试种的300亩山栏陆1号高产品种
迎来了大丰收。按照计划，未来，青松乡将推广种
植更多的高产品种，帮扶更多的农户增产又增收。

借助冬交会这一平台，山兰米在向八方宾客展
示海南黎族人民农耕历史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个又
一个让农户们倍感振奋的商机，白沙谋划乡村振
兴的美好蓝图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变为现实。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白沙良食2018年新品——白沙山兰”亮相冬交会

白沙山兰飘香引客商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罗锐）山水白沙，天赐良
食。12 月 12 日上午，2018 年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以下简称冬交会）在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启幕。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沙良
食2018年新品——白沙山兰”亮相
冬交会，受到参展嘉宾一致好评，吸
引了众多国内外客商来白沙馆洽谈
合作事宜。

在白沙展馆里，一颗颗色泽自
然、颗粒饱满的山兰米散发着一股淡
淡的香味，俨然已成为这里的“明星”
农产品，也收获了一个又一个有分量
的合作订单。据介绍，当天，海南恒达
伟实业有限公司与白沙青松兴民种养
专业合作社、白沙仙婆岭种养专业合
作社签约，共计认购了价值60万元的
山兰米，并承诺优先向白沙建档立卡
贫困户收购。

白沙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借助
冬交会的商机与平台，白沙举行“白
沙良食2018年新品首发——白沙山
兰”推介会，不仅是邀请宾客品尝山
兰新米，更是在品读海南黎族农耕文
化。据介绍，2017年11月，白沙县政
府将青松乡“啦奥门”习俗正式确立
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18年
白沙“啦奥门”丰收节期间，白沙农产
品区域公共品牌“白沙良食”正式发
布，这是一个覆盖全县域、全品类、全
产业链的区域公共品牌。按照规划，

“白沙良食”将融合电子商务发展，走
一条全新的县域经济发展路子，不仅
让白沙的特色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还
有效带动白沙全县特色高效农业快
速发展，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
正落到实处。

据悉，今年以来，白沙县委、县政

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
13”重要讲话及中央12号文件精神，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海南省委海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意见》的要求，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抓手，以脱贫攻坚为总目标，
按照产业兴旺的要求，着力打造绿
茶、南药2个万亩产业，红心橙、山兰
米等6个千亩产业，做优做强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同时，还出台《2018年
白沙特色农业产业补贴的方案》，按
照200元/亩的标准对山兰稻种植户
进行补贴，极大鼓励了全县广大农户
种植山兰稻的积极性。今后，白沙将

加强与省内外科研院校开展广泛合
作，做大做强山兰产业，促进山兰种
植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激活农
村经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力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冬交会首日

白沙收获682万元订单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

员罗锐）今年冬交会上，白沙黎族自治县展馆主要
展示了山兰米、百香果以及五里路绿茶等特色农
产品，受到参展宾客一致好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12日傍晚，白沙馆销售总金额为682万元。

白沙馆位于海南国际会展中心B馆B10电商
区，共有28家企业带着65种白沙特色农产品参展，
通过山兰米、百香果、野生牛大力、白沙咖啡，富涵虫
草鸡蛋及五里路绿茶等特色农产品展示、品牌推
介等活动，吸引了大量宾客前来品尝特色农产品或
洽谈合作事宜。据白沙农业局有关负责人统计，当
天，白沙馆签下600万元百香果订单，60万元山兰
米订单，现场交易金额为22万元。

⬅ 2018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
冬季交易会白沙展馆。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白沙山兰米受到参展宾客好评。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