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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年海南省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在
什么背景和时间印发实施
的？

答：为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

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按照《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7〕41号）、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农业相

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

〔2020〕90号）、《海南省财政厅关于提

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

支付资金的通知》（琼财农〔2020〕1131

号）要求，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于今年3月

印发了《2021年海南省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实施方案》（琼农字〔2021〕74号）,要

求市县结合区域实际制定具体方案，并

按时间节点做好补贴资金发放工作。

2.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指导思想和目标是什
么？

答：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以建设全

国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为目标，推进农业“三项补贴”由激

励性补贴向功能性补贴转变、由覆盖性

补贴向环节性补贴转变，提高补贴政策

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将直接发

放给农民的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挂钩，

鼓励农民秸秆还田，不露天焚烧秸秆，

增施有机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主动

保护耕地地力，提高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意识，促进耕地质量提升，实现“藏粮于

地”，确保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不走

样，农民实惠不缩水。

3.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补贴对象是谁？

答：实行“种田得补贴，不种田不得

补贴”原则，补贴对象为拥有水旱田承

包权且在水旱田种植农作物（粮食作

物、木本外油料作物、饲料作物和瓜菜）

的农民（含承包户）和农场（国有、集体

农场）职工。具体农作物种类由各市县

（含洋浦经济开发区，以下均简称为“市

县”）结合实际，在粮食作物、木本外油

料作物、饲料作物和瓜菜范围内确定，

优先选择粮食作物。

4.享受2021年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政策需具备什么条
件？

答：1.以耕作种植农作物的水旱田

作为申报条件，且享受补贴的对象确保

耕地（水旱田）不撂荒，休耕不得超过一

年，地力不降低。

2.已作为畜牧水产养殖场使用的

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

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

的耕地不得补贴。

3.原则上农民申报（填写申报审批

表）前一年内没有耕种的耕地（水旱田）

不得补贴（具体申报日期可由市县农业

农村局确定），撂荒、休耕1年以上（含

1 年）的耕地（水旱田）、占补平衡中

“补”的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水

旱田）等不得补贴。

5.省级补贴标准和分配
给市县的补贴资金额是如何
测算和安排的？

答: 2021年全省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资金总额 49012 万元（中央财政

46812万元，省级财政2200万元）。依

据省统计局2020年水旱田面积统计数

据，补贴资金总额除以全省水旱田面积

得出省级每亩补贴标准，再依据各市县

水旱田面积测算分配市县补贴资金总

额。即：每亩补贴标准＝耕地补贴资金

总额÷全省水旱田面积。资金分配实

行包干制（即用完为止、遵循“不足省级

不补”原则）。

6.市县补贴标准是如何
测算的？

答：在制定市县方案时按省级分配

的补贴资金总额，加上历年未拨付的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金，除以本市县

实际申报补贴种植面积，得出本市县每

亩补贴标准（可低于或高于省级测算标

准），作为测算发放给农户（农场职工）

依据。

7.农户如何申报耕地地
力补贴？

答：农户（含承包户）据实填写《海

南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报审批表》并

附上农户身份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

同或承包经营权证（均为复印件）等凭

证，由本村村民小组核实是否符合补贴

条件，出具初审意见，签名盖章后，提交

所在地村委会。

8.农场职工如何申报耕
地地力补贴？

答：农场职工（含市县管辖内所有

省、市、县、乡镇办的国有农场和集体农

场）据实填写《海南省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申报审批表》并附上职工身份证（复

印件）和水旱田承包权证证明（未有承

包权证的，补签水旱田承包种植合同，

复印件），由农场连队或居民小组调查

核实是否符合补贴条件（尤其种植面

积），出具初审意见，签名（盖章）后，将

所有农场职工的申报材料（申报审批

表、身份证复印件和耕地承包权证明）

装订成册，提交农场场部或农垦农场基

层社会职能管理组织（居）。

9.市县农业、财政部门
审核及发放补贴资金的流程
是什么？

答：1.审核函报材料。市县农业农

村局收到各乡镇政府、农场场部（居）函

报文件、申报情况汇总表和电子文档

后，负责汇总全市县申报情况总表及电

子文档。随机抽查（可通过“土地确权

县级数据库”）或现场抽查核实申报农

户（农场职工）是否符合发放条件（具体

核查比例由市县自行明确），尤其对某

一乡镇、农场（居）的申报面积超过该乡

镇农户、农场职工土地承包证证书水旱

田面积总量时，要重点核实是否符合补

贴条件。根据分配到市县的补贴资金

和历年结余补贴资金除以核实后全市

县实际申报补贴种植面积，测算本市县

每亩水旱田补贴标准（可低于或高于省

级测算标准），制作补贴资金分配表，出

具审核意见，以函件形式向市县财政局

申请拨付补贴资金。

2.审核、公示并发放补贴资金。市

县财政局收到市县农业农村局申请发

放补贴资金函件及申报情况总表和电

子文档材料后审核，确定本市县每亩水

旱田补贴资金标准；市县农业农村局制

作公示表并在当地市县政府网上公

示。公示无异议后，由市县财政局出具

发放补贴资金意见，并按照“便民高效、

资金安全”原则，及时通过“一卡通”方

式向补贴对象兑付补贴资金。

10.怎样做好2021年耕
地地力补贴的保障工作？

答：（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

协作。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按“统一

领导，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制”原

则，由财政和农业农村部门共同组织实

施。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

中央财政下达的资金规模，确定市县补

贴资金额度，制定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并

抄送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各市县农业

农村局、财政局按时做好补贴审核发放

工作，在收到省级方案20个工作日内，

结合本市县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印

发乡镇政府和农场（居）贯彻实施，并报

送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和本市县人

民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各乡镇政

府和农场（居）要按时做好组织申报、审

核、审批、公示、函报、发放工作。

（二）保障工作经费，确保项目顺利

实施。年度资金下达后，财政部门要切

实落实好年度工作经费，确保补贴顺利

实施，并及时将工作经费拨付到本市县

农业农村部门、乡镇政府和农场（居）。

工作经费用于交通、宣传发动、培训、各

种资料（申请表、图表、档案装订）印刷、

办公纸笔、村级以下劳务补助等。各市

县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还要按此方

案，提前做好2022年度工作经费的安

排。

（三）建立健全补贴档案。市县农

业农村局负责有关表格制作并上传至

市县政务网，以便于下载或免费印发给

农户（农场职工）填报。市县农业农村

局、财政局、乡镇政府、农场（居）、村委

会分别建立健全补贴档案，确保补贴实

施有据可查。

（四）抓好政策宣传和培训，强化监

督检查。各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要充

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

体，积极开展补贴政策宣传，增加政策

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促进政策有效

实施，为提高耕地地力质量营造良好氛

围。市县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要加强对

乡镇、农场（居）、村委会等有关人员的

培训，印制工作程序及职责图表，提高

有关人员工作水平，确保项目顺利实

施。省、市县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要加

强监督检查和指导，对项目实施情况进

行不定期抽查，通过实地走访基层干部

和农户，认真了解补贴面积落实、补贴

资金发放等有关情况，及时纠正工作实

施过程中的问题，确保补贴政策落实。

（五）加强耕地地力保护，强化资金

管理。鼓励市县创新补贴工作方法，以

农业绿色生态为导向，以建设全国生态

文明试验区和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为

目标，引导农民综合采取秸秆还田、深

耕整地、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施用有机

肥等措施，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

护，自觉提升耕地地力。同时，切实按

照国家有关法规和《海南省财政厅 海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海南省财政惠民补贴资金发放操作规

程的通知》（琼财库〔2020〕71号）文件

要求，严格使用补贴资金，规范资金发

放管理，清理挂账资金和原已开设但不

再用于发放补贴资金的财政惠民补贴

“一卡通”个人账户，确保专款专用。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面积，不得滞留截留、虚报冒领、挤

占挪用补贴资金，不得用补贴资金抵扣

各种税费、债务和欠款。出现违纪违规

违法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

任。

11.市县农业、财政部门
如何汇报和总结工作？

答：各市县要于今年10月30日前

完成全部发放。要按时报送信息，市县

农业农村局要主动同本级财政局对接，

及时掌握补贴资金实际发放数据，建立

月周报制度，从5月份起每周一将进展

情况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计

财处）。各市县农业农村局联合财政局

做好补贴工作总结，于2021年11月16

日前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12.省级部门设立咨询
和监督电话有哪些？

咨询：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
理处65339342
省农业农村厅计财处
65338367
省财政厅农业处
68558256
监督：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
65308120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

了《2021年海南省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实施方案》（琼农字
〔2021〕74号）。为确保2021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理解
无偏差、政策执行不走样，现就
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2021年海南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解读

本报海口 7月 14日讯（记者赵
优）7月14日晚，2021（第二届）世界
研学旅游大会在海口举行，这是由省
旅文厅主办的“亲子游 青春季——
2021年海南夏天‘童’Young嗨”联
合推广活动的首场活动，标志着为期
两个半月的联合推广活动正式拉开
大幕。

打造“行走天涯 研学
海南”特色IP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建设自
由贸易港的关键之年。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大背景下，海南正积极打造国
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大力推动
境外购物、医疗和教育等消费回流，带
动相关产业提质升级。

省旅文厅厅长孙颖表示，在海南
迎来暑期旅游高峰之际，该厅专门策
划推出“亲子游 青春季——2021年
海南夏天‘童’Young 嗨”联合推广
活动，瞄准“80后”“90后”父母及“00
后”青春群体，通过10余场线上线下、
岛内岛外活动，打造“行走天涯 研学
海南”“亲子印记‘趣’游海南”“热力
全开 花Young海南”三大主题IP，培
育海南旅游消费热点，吸引消费回流。

作为此次联合推广活动的首场活

动，省旅文厅联合世界研学旅游组织
共同举办2021（第二届）世界研学旅
游大会，希望利用举办世界研学旅游
大会的契机，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分享
全球研学旅游发展经验，打造“行走天
涯 研学海南”特色IP，为海南研学旅
游发展提供国际视野、创新思维和开
放胸怀。

世界研学旅游组织执行主席杨
振之表示，研学旅游已成为素质教育
的新载体，有力促进了旅游和教育的
深度变革和融合发展。海南拥有得
天独厚的世界级研学旅游资源，在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背景下，研学
旅游必将成为海南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的新型模式，助推海南建设国际
教育创新岛。世界研学旅游组织将
致力于推动海南研学旅游的创新实
践与发展。

由于疫情原因，世界研学旅游组
织名誉主席丹斯里黄燕燕博士，世界
研学旅游组织主席沃尔夫冈·伊德博
士，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前外经贸
部副部长龙永图特地为本届世界研学
旅游大会在线致辞。

此外，杨振之和成都领攀登山培
训学校校长Jon Otto分别以《全球
研学发展趋势与展望》《研学旅游不止
中小学生》为题进行主旨发言和观点
分享。

我省暑期将推出10余
场活动

据介绍，以“行走天涯 研学海南”
为主题的世界研学旅游大会为期2
天。7月15日还将举办两场论坛，世
界研学旅游组织成员，国内相关省市

旅文部门嘉宾，各大研学旅游机构、院
校，以及省内各市县旅文局、涉旅行业
协会和重点研学旅游基地代表将围绕

“自由贸易港背景下研学旅游促进全
球跨文化交流和青少年的成长”“探寻
海洋文化 创新未来教育”两大主题进
行交流，共同探讨研学旅游发展之路。

以2021（第二届）世界研学旅游
大会为开端，在为期两个多月的时间
里，我省将推出10余场线上线下活
动，让“阳光海南 度假天堂”更加立
体、多元和鲜活，进一步搅热海南暑
期旅游市场，拉动旅游、文化、教育消
费，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1年海南夏天“童”Young嗨推广活动启动

第二届世界研学旅游大会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 7月 14日讯（记者赵
优）7月14日晚，2021（第二届）世界
研学旅游大会在海口举行，世界研学
旅游组织与海南日报智库共同编制的
《海南省研学旅游发展白皮书》（以下
简称白皮书）于当晚正式发布。

海南日报智库负责人介绍，旅游
业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聚焦发展的三大产业之一。近年来，
海南研学旅游迅猛发展，一批景区

（点）相继被授牌成为国家级、省级研
学旅游基地。为科学化、系统化梳理
和整合海南研学旅游资源，培育旅游
消费新业态，助推海南在全球研学旅
游发展中赢得先机，进一步释放“教
育+旅游”发展潜力，全面展示海南研
学旅游的发展成果，阐述自由贸易港
建设背景下海南研学旅游发展的主要
政策和重大举措，海南日报智库与世
界研学旅游组织共同编制了白皮书。

白皮书包括前言、正文、附录。其
中，正文从“海南发展研学旅游具有重
要的时代意义”“海南拥有世界级的研
学旅游资源”“海南研学旅游的探索和
实践”“海南研学旅游的行业发展现
状”“海南研学旅游发展的未来展望”

“研学旅游促进全球跨文化交流的海
南主张”等角度对海南研学旅游作了
详尽阐述。白皮书充分展示了海南研
学旅游发展成果，阐述了海南研学旅

游发展政策及举措，并为海南研学旅
游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白皮书提出，海南研学旅游近年
来迅猛发展，但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
段，为进一步推动海南研学旅游稳步、
高质量发展，应围绕“自贸港建设”和

“一带一路”建设，建立和完善研学行
业规范及标准，打造高品质研学基地，
推出高质量、个性化研学课程产品，培
养高层次创新型研学人才队伍，推动

形成海南省全域研学发展格局，建立
海南研学旅游发展专项奖励机制，将
海南研学打造为吸引消费回流的重要
产业，树立全球研学旅游发展标杆。

白皮书呼吁，研学旅游作为旅游
产业的新业态和新热点，已经成为跨
文化交流的载体，海南应通过积极发
展研学旅游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向世
界讲述海南故事，展示海南形象，传播
海南文化。

《海南省研学旅游发展白皮书》正式发布

全国6基地获世界研学
旅游组织认证授牌
海南十大精品研学旅游线路
上线OTA平台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赵优）7月14日
晚，2021（第二届）世界研学旅游大会在海口举
行。当晚，大小洞天风景区等全国6个基地获得
世界研学旅游组织合作认证基地授牌，海南十大
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在各大OTA（在线旅游服务代
理商）平台上线。

获得世界研学旅游组织授牌的合作认证基地
分别为大小洞天风景区、昭化古城、中国（海南）南
海博物馆、陈家沟太极拳文化旅游区、港珠澳大
桥、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莫高学堂。合作认证
基地是世界研学旅游组织专家委员会根据研学主
题特色性、行业创新示范性、导师专业度、活动开
展频次、市场宣传持续性、国内国际影响力等六大
维度综合考量选择的。

当晚，海南十大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在携程、去
哪儿、飞猪等OTA平台上线。这些线路以热带
雨林、海洋文化、“非遗”民俗、航空航天、科技文化
等为主题，串联起全省不同特色的景区（点）、研学
基地等。

其中，“探访自然，地球卫士”自然研学游线路
为：火山地质公园—东寨港—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兴隆热带自然学校—呀诺达—五指山；“蓝色南
海 丝路逐浪”海洋文化研学游线路为：海南大学
—中国（南海）博物馆—三亚鸿洲游艇会—西岛—
大小洞天；“学习技艺 传承文化”“非遗”民俗研学
游线路为：骑楼老街—儋州东坡书院—白查村—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崖州古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革命传统研学游线路为：冯白驹故居—
临高角解放公园—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红
色娘子军纪念园—宋氏祖居；“大国重器 追梦太
空”航空航天研学游线路为：文昌航天科技馆—文
昌航天发射场—海南航天工程育种基地；“开启智
慧之门 点亮科技之光”科技文明研学游线路为：
海南农垦博物馆—儋州两院橡胶园—昌江核电站
—千年古盐田；“国兴筑梦 少年中国”国兴筑梦专
项研学游线路为：海南解放公园—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霸王岭）—三亚深海研究所—南繁育种
基地—博鳌亚洲论坛会址—文昌航天发射场—国
兴筑梦青少年主题教育长廊；“回归田园 诗意栖
居”研学+乡村振兴主题线路为：美舍村—留客村
—兴隆热带植物园—南湾猴岛—三亚乐堡研学中
心基地；“穿越热带雨林 探秘自然之奇”研学+热
带雨林主题线路为：儋州热带植物园—琼中学而
山房—五指山自然保护区—呀诺达热带雨林文化
旅游区；“舌尖上的海南”研学+美食主题线路为：
海口（清补凉）—文昌（文昌鸡）—琼海（鸡屎藤）—
万宁（后安粉）—陵水（酸粉）—三亚（海鲜）。

7月14日晚，“亲子游 青春季——2021年海南夏天‘童’Young嗨”联合推广活动的首场活动——2021（第二届）世
界研学旅游大会在海口举行。图为嘉宾在分享观点。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