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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议
关注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
讯员朱建）3月7日上午，把孩子送到学校
后，海口市民王霞来到秀英区海玻农贸市
场买菜，在有“电子秤”的平价菜摊，以一元
钱一斤的价格，买了两颗包菜，“平价菜摊
有政府兜底，菜价便宜！”

王霞所说的“政府兜底”指的是我省推
广的平价蔬菜零售保险。

该险种由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在省
专班办、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及海南银保监局等相关部门指导下
推出，去年8月，首单保险在乐东黎族自治
县落地，随后在全省范围内试点推广。

作为财政补贴的政策性保险，平价蔬菜
零售保险的标的为“15+N”种基本蔬菜，各
市县在保障15个基本品种基础上，可结合
实际选取N（不超过7个）个品种作为保险标

的，主要保障零售末端环节即蔬菜零售
经营者，对其在保险期间因保险

蔬菜低于当地平

价蔬菜倡议价销售的实际交易情形，保险公
司按保险合同约定给予保险赔偿。

平价蔬菜零售保险是按月承保按月
理赔，零售商户只要按照不高于政府倡议
的价格卖，就可以按照每斤不超过0.5元
的差额得到赔付，零售商户第二个月即可
拿到赔款。通过实施该项保险，可以引导
卖菜商户降价销售，还可以促使商户提高
销售量，增加其收入，促成平价菜市场销
售份额的提高，达到平抑市场菜价的初
衷。为了确保售卖记录保存，摊主都使用
自动计量的电子秤卖菜。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理赔，最近一次得
到了2000多块钱的赔款，所以愿意尽量低
价卖菜。”海玻农贸市场摊主李春霞对这个
保险也赞不绝口。

据人保财险海口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海玻农贸市场已为143个摊位布
设电子秤。该保险几乎对海口的农贸市场
完成全覆盖。

项目实施以来，人保财险

海南分公司与农行联合采购和铺设电
子秤3695台，占全省电子秤铺设数量比
例的 69.25%。截至今年 3 月 3 日，累计
赔付商户 4261.72 万元，占全省平价蔬
菜零售保险项目总赔款的 76.64%，项目
覆盖了全省15个市县。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发改委、国家
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获悉，2021年海南省
15+N种基本蔬菜价格降幅在全国31个省
份中居首位；菜价绝对值水平，从2020年
的第九位后移到2021年的第十九位。

下一步，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将联
合农业银行加大电子秤铺设力度，力
争通网通电的农贸市场摊位电子秤
铺设全覆盖，同时加大零售保险承
保力度，确保已铺设电子秤
的摊位平价蔬菜
零售保险全覆盖。

我省女代表、女委员
积极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

用心用情履职责
尽心尽力作贡献
■ 本报特派记者 邱江华

“明天就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了，我要
让全国人大代表这个身份发挥出真正的价值，把
来自基层的声音传递到大会上。”3月7日中午
12时，在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海南
农垦乌石白马岭茶业有限公司岭头茶厂技术员
符小琴说。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碰上全国两会，女代
表、女委员的身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她们
为民代言时铿锵有力，建言献策间心怀家国。3
月6日，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全国两
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
各界妇女，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海外女侨胞，致以节日的
祝贺和美好的祝福。深切的关怀，让我省女代
表、委员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祝福，让我非常感
动，同时激励着我用心用情履职尽责。”从一名
制茶工人到全国人大代表，来自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大山深处的符小琴深入基层走访，收集群众
意见。这些年来，她向大会提交了大量关于深化
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建议。“我要用行
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符小琴说。

心中充满了融融暖意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
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莹。“女
代表、女委员更应该展现巾帼风采，贡献巾帼力
量。”她表示，她扎根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多
年，今年的建议依旧和乡村振兴有关。

“我在履职调研中深深感受到，乡村振兴不
仅要规划先行，从生态环境打造、周边资源共
享、交通动线引流、产业发展布局上把握好村庄
规划的细节，更要加强乡村基层组织的队伍建
设，在人才、文化振兴领域给予政策支持，通过
产业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我将发挥自身优势，以
更饱满的热情和更强的责任感带领村民们走好
乡村振兴路。”杨莹说。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海南省委会
主委、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过建春说：“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温暖人心。作为一名民主党派人
士和教育战线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
足岗位，发挥女性的特长和优势，在资政建言与
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海南自贸港教育事业
发展添砖加瓦，在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征程中建功立业。”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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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尤梦瑜 邱江华

物价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时刻牵动着老
百姓的神经。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持物价
水平基本稳定。

稳菜价是稳物价的重要工作。在京参加
全国两会的我省代表委员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我省在“菜篮子”保供稳价上取得
明显成效，今年要持续抓好此项工作，让百姓
有更多获得感。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省开展平
价菜保供惠民行动，多年来百姓反映强烈的
菜价偏高、上涨偏快的问题开始破解。这对
我们基层百姓来说，无疑是个舒心事。”全国
人大代表、海南农垦乌石白马岭茶业有限公
司岭头茶厂技术员符小琴表示，在实际生活
消费中，能明显感受海南菜价已经得到了有
效控制，这说明海南在保供应、稳菜价方面取
得了一定成效。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菜
价问题，将其当作重要民生工程来抓。近年来
我省在保供稳价、做好‘菜篮子’工作等方面持
续下足功夫。建立健全‘菜篮子’稳价控价长
效机制、积极推进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并
从生产、流通、市场巡查监管等多环节发力，这
些都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菜价的积极变化，获
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全国人大代表、陵水
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政府干部陈飘表示，对于一
名基层干部来说，要切实扛起责任，落实好相
关部署安排，从生产环节入手，按照县委县政
府安排部署，加强对本区域内各环节的统筹和

引导，积极解决
好“菜篮子”保供稳价中
存在的矛盾，让吃菜的群众满
意、种菜的农民得利。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副主席、
海南省委会主委连介德说，今年海南
应当确保“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思想
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要严格压
实“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抓好蔬菜产销对
接、集采直供、储备调运，持续提高平价蔬菜
市场份额，着力重塑“菜篮子”供应保障体系，
健全保供稳价长效机制。他表示，实现蔬菜
价格常年稳定惠民，需要紧抓蔬菜生产端，加
快建设蔬菜生产基地改造工程。省财政可加
大对生产端的补贴支持力度，推动平价菜产
能提升。

“让老百姓拎稳‘菜篮子’，应当多管齐
下。”全国人大代表、省地质局局长邓小刚建
议，要进一步加大平价菜供应力度和份额。
一方面，要加大常年蔬菜基地建设力度，大力
建设农光互补蔬菜大棚，出台优惠政策，提高
企业和农民生产热情，提升全省蔬菜自给率；
同时，升级蔬菜储备、冷藏和冷链设施，坚持
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骨干蔬菜流通企业作
用，选择具有较强经营实力、产销衔接能力、
仓储能力和销售网络的蔬菜经营主体承担储
备任务，提升储备能力，加强异常天气等情况
下的供应保障能力。

邓小刚说，另一方面，要出台减免摊位
费、增加平价菜网点等措施，积极探索市场直

供“一元菜”
等模式，从销售端
提升平价菜供应力度
和份额。此外，继续加强价
格监测和调控力度，做好预测、
预警和应急准备，维持市场供应和
价格稳定。

符小琴特别注意到，海南菜价偏高
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气候异常或重大节
假日期间，为了缓和海南蔬菜产销的区域
矛盾以及季节性矛盾，她建议从源头供给
和流通环节上完善保障机制，确保蔬菜正
常供应，保持菜价稳定。“在源头上，应该
大力提升蔬菜产能，充分发挥五指山等中
部市县气候、生态等优势，统筹布局全省
常年蔬菜种植保有面积。在流通环节上，
健全和完善蔬菜销售信息网络，及时收
集、分析、发布蔬菜产品销售信息，同时继
续保持监督规范的高压态势，防止行业垄
断。”符小琴表示。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我省试点推广平价蔬菜零售保险，平抑市场菜价

卖平价菜没少挣 买便宜菜少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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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建议：

加强对海南民族地区
地中海贫血防控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特派记者刘操）“地
中海贫血对人类危害极大，特别是重型病人，患
者的医疗支出给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给社
会带来严重的人力资本损失。”在今年全国两会
上，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海南省委会主委史贻云
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加强对海南民族地区地中海
贫血防控。

提案指出，地中海贫血是影响海南出生人口
特别是黎族同胞出生人口健康最为严重的疾病
之一。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大力实施妇幼健
康促进行动，坚持“建机制、强体系、提能力、惠
民生”的地贫防控思路，就加强地贫防控和出生
缺陷防治制定了系列政策制度，地贫防控试点项
目、地贫患儿救助项目和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
项目在我省落地实施，为我省有效控制地贫提供
了有力支持。

“地中海贫血的综合防治是项系统工程，教
育、宣传、筛查、诊断、干预、治疗、科研等各环节缺
一不可，关键是关口前移、加强防控。”史贻云建
议，提高人口素质，特别是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非
常重要，所以应大力加强社会宣教、遗传咨询、产
前诊断等医疗、保健防控服务。他建议，国家派出
坚强有力的专家团队一对一、点对点进行指导，为
海南定制个性化的具体防控方案，确保明年甚至
未来几年海南地贫病例只减不增。

提案还建议，指导海南广泛开展公众教育，特
别是初中、高中学生全面普及地贫预防教育，提高
公众预防意识。从父母文化程度来看，地贫患者
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大部分父母受教育程
度为初中及以下。建议卫生、教育、宣传等部门联
手起来发挥部门合力，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将预防
宣传工作做在最前面。

① 海口市秀英区一菜篮子平价蔬菜店的一元菜专区。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② 海口市甲子镇菜篮子“农光互补”常年蔬菜种植基地内，农户在培育菜苗。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②②①①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菜篮子桐海生产基地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菜篮子桐海生产基地，，农户正在采收成熟的空心菜农户正在采收成熟的空心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武威武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