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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记者陈炜
伟） 记者 1 日从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农
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近日国务
院农普办成立 36 个事后质量抽查组，分
赴 30 个省份开展抽查，通过对约 2 万农
户的再次入户登记和数据比对核查，确
保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质量。

国务院农普办披露，截至3月31日，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现场入户登记工作
已经按期完成，全国上报各类普查表达
到 2.33 亿份。当前，普查工作转入事后

数据质量评估和数据处理阶段。
事后质量抽查是评估普查数据质量

的重要手段。国务院农普办主任、国家
统计局副局长鲜祖德介绍，抽查通过科
学严格的样本抽选，通过再次入户访
问，比较准确地获得普查对象漏报重
报、普查数据应登未登、多报少报等情
况，甚至还可能发现干扰普查的违法现
象，从而判断普查方案执行的完整性和
准确性，科学合理地利用普查成果为

“三农”决策服务。

鲜祖德介绍，此次抽查随机抽取了
80 个县、160 个村、192 个普查小区、约 2
万农户。抽查组组长由部分省统计局、
调查总队抽调的 31 名分管领导和国家
统计局 5 名司局领导担任，共抽调各级
农普办工作人员 197 人，还邀请了 22 名
社会义务督察员和部分媒体参与。

国务院农普办常务副主任、国家统
计局农村司司长黄秉信介绍，国务院农
普办严格按照方案抽选了样本县和普查
小区，整个过程严格保密。抽查自 4 月

19 日启动，截至 4 月底已全部完成。目
前，国务院农普办正通过抽查数据进行
整体数据的评估分析。下一步将进行数
据的审核汇总和分析评估，并在经过严
格、周密的数据质量审定流程后发布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经过近两年的
准备，于2017年1月1日正式启动，是继
1996 年和 2006 年两次全国农业普查之
后，我国又一次摸清全国“三农”家底的
大普查。

国务院农普办成立36个抽查组

事后抽查确保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质量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1 日 电
（记者王立彬） 为进一步加

大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
力度，今后省级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可以将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

近日，国土资源部印发《关
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
持脱贫攻坚的通知》，明确省级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可以将增
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
流转使用。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使用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
区外国定贫困县扩展到省定贫
困县，这将进一步释放政策红
利，使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

通知说，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可以将增减挂钩节余
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
各地要加强对增减挂钩项目和
节余指标流转的监管，规范节
余指标流转交易，同时综合考
虑区域发展实际，搭建平台，牵
线搭桥，为贫困地区节余指标
流转创造条件；在编制下达土
地利用计划时，应实行增量和
存量用地统筹联动，适当减少
节余指标流入地区新增建设用
地安排，经营性用地尽量要求
使用增减挂钩指标，以提高增
减挂钩节余指标收益，进一步
加大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支持力
度；各省（区、市）在执行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省域范围内流转政
策时，应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易
地扶贫搬迁任务等因素，做好
增减挂钩专项规划与《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方案等的衔接。

国土资源部强调，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将把
各地开展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范围流转使用工作情况作
为督察工作重要内容，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动
态跟踪复垦还耕、地籍调查变更、信息备案及上图入库等情
况，督促各地用好用足政策，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确保工
作规范有序开展。

国土资源部通知明确
—

—

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可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内流转使用

“五一”假期出游人数、旅游收入双双走高——

全域旅游发力 大众旅游红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彬

新华社杭州 5 月 1 日电 （记者董
峻 黄筱） 5 月 1 日，全国海洋伏季休
渔专项执法行动启动会在浙江宁波、辽
宁大连和海南三亚同步举行。这标志着
休渔时间更长、被纳入休渔范围的渔船
更多、监管力度更大的海洋伏季休渔新
制度首次开始实施。

据农业部渔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每年的春夏季是主要海洋生物种类的繁
殖期和幼体生长期。实施伏季休渔制
度，可以有效地保护海洋生物的产卵群
体和幼生群体，增加补充群体数量，使主
要海洋渔业资源品种得到普遍养护，并
有利于资源群落结构的改善。

这位负责人表示，海洋伏季休渔制
度 自 1995 年 在 我 国 管 辖 海 域 全 面 实
施，是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一项重要制
度。此前的休渔作业类型各海区尚不统
一，休渔起止时间在不同海域甚至同一
海域的不同区域相差很大，在不同的作

业方式之间也不尽相同，导致休渔期间
执法困难，渔业资源保护的效果受到
影响。

对此，今年初农业部对这项制度进

行了第 14 次调整。新休渔制度统一和
扩大了休渔类型，首次将南海的单层刺
网纳入休渔范围，即在我国北纬 12 度以
北的四大海区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

均要休渔；首次要求为捕捞渔船配套服
务的捕捞辅助船同步休渔。

同时，休渔时间延长。总体上各海
区休渔结束时间保持相对稳定，休渔开
始时间向前移半个月到 1 个月，总休渔
时间普遍延长一个月；各类作业方式休
渔时间均有所延长，最少休渔三个月。

伏季休渔期间，农业部和中国海警
局将严厉打击违规出海作业，套牌和涂
改船名号，集团性违规、暴力抗法、安装
妨碍执法设施、跨海区违规作业、使用违
禁网具、渔业辅助船出海作业等行为，同
时加大涉渔“三无”船舶打击力度，加强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涉渔刑事案件的侦
办力度。

农业部数据显示，海洋渔业是我
国沿海地区渔民谋生的主导产业和职
业，海洋捕捞渔民超过 102.5 万人、各
类海洋机动捕捞渔船总数超过 18.7 万
余艘。

本报讯 记者杜芳报道：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的
《2016 年中国公共气象服务白皮书》显示，2016 年，中国气
象局启动22次应急响应和特别工作状态响应，应急天数达
86 天，启动 23 次气象卫星区域加密观测和气象应急观测，
约有 32 亿人次通过各种渠道接收预报、预警信息，预警信
息公众覆盖率达到85%以上。

据悉，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实现了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4类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分级、分类、分区域、分受众的精准发布，以及快速有效
的反馈信息收集与分析评估。目前，已汇集 15 个部门 71
种预警信息，全年发布预警 1.3 亿人次，以“12379”作为统
一标识的国家预警信息发布品牌效应初显，社会防灾减灾
应急联动效率明显提升。

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向纵深拓展。全国 1594 个县
和 1618 个县分别开展了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气象风
险预警业务，比 2015 年分别增加 42%、37%。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时效由24小时延长至72小时以上。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受天气晴
好，产品供给丰富，市场秩序、安全引导
及公共服务保障全面加强等因素综合影
响，全国各地民众出游热情高涨，出游人
数、旅游收入双双走高，国内旅游市场供
需两旺。

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
全国共接待游客 1.34 亿人次，同比增长
14.4%，实现旅游总收入 791 亿元，同比
增长16.2%。亮丽的数字展示了假日旅
游旺盛的消费潜力，反映了我国旅游发
展的强劲势头。

供给丰富带来红红火火

假日期间，各地旅游的发展态势是
从景点旅游模式走向全域旅游模式的一
次集中而全面的诠释。国家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以往景区型产品一家独大
逐渐被多样化的目的地产品所取代，园
区型产品异军突起，各种新业态产品全
面开花，乡村旅游、城市周边游、古城古
镇游等持续火爆。

园区型产品异军突起。假日期间，
各地的度假区、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
人流如织，各种实景演出座无虚席，旅游
产品供给的极大丰富，对接了广泛多元
的旅游需求，释放了巨大消费潜力。

自驾游产品持续火爆。城市周边
游、乡村游成为游客首选，自驾游异常火
爆，热门旅游活动项目包括赏花、采摘、
游园等备受青睐。业内人士分析，随着
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乡村旅游扶贫和
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开展，乡村环境不
断改善，走进乡村、品味农韵、回归自然
成为市民假期首选。

此外，技术的变革也推动了旅游消
费升级。各商家除备足货源外，在支付
方式等方面也做了创新，微信支付、支付
宝支付等新兴方式已得到较大推广。

强化管理保证井然有序

曾几何时，假日经济繁荣的背后是
热点景区接待人数超负荷、秩序混乱，冷
门景区门可罗雀、经营惨淡。为此，国家
旅游局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面加
强大众旅游时代假日旅游管理。从今年

“五一”假日的市场秩序情况看，全域旅
游管理的理念和效用得到了有效检验。

假日旅游管理是全域旅游改革的重
头戏之一。假日期间，针对可能出现的
重点景区游客爆满、安全保障压力加大
等特点，国家旅游局要求各地落实景区
景点游客承载量监控，倡导通过各种渠

道预约游览，及时广泛发布安全预警信
息，做好高峰时段游客的疏导控制。敦
煌莫高窟严格执行网上预约制，每天发
售 6000 张门票；安徽黄山风景区实行
分片管理，修订了汤口交通分流方案，通
过在换乘中心、索道下站等一些游客集
散地的电子大屏实时公布天气预报、进
山游客数量和温馨提示。

国家旅游局和各地旅游主管部门加
强 假 日 市 场 监 管 和 文 明 旅 游 引 导 。

“12301”旅游服务热线增加接线人员，
确保 24 小时线路畅通，在接到相关咨
询、投诉、举报后迅速处置，及时转办。
较往年同期相比，咨询电话所占比例上

升，投诉电话比例明显下降。

改革促进整体提升

来自各地的“五一”假日信息表明，
全域发挥“旅游+”功能，使旅游与其他
相关产业深度融合、相融相盛，形成新的
生产力和竞争力，也是这个假期旅游火
爆的强大支撑。

假日期间，在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
舟一号”成功发射后，航天旅游成为旅游
热点。海南省文昌市旅文委特别推出8条
旅游线路，方便游客“五一”到文昌游玩；
重庆市共推出50多项旅游主题活动，为

市民和游客营造了浓郁的节日氛围；四川
省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穿上旗袍去安仁”
活动融合服饰、茶艺、音乐、电影、美食等

“旅游+”元素，吸引众多游客体验。
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

正在从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
游+”融合发展方式转变，“旅游+”正以
强大活力与其他产业磨合、融合、组合，
不断衍生新产品、新业态、新供给，这既
为旅游业自身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也
为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能；
既为旅游业自身的转型升级挖掘了潜
力，也为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注入了活力，
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我国进入“史上最严”海洋伏季休渔期
总休渔时间普遍延长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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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共气象服务白皮书显示——

气 象 预 警 信 息 公 众 覆 盖 率 超 85%

五月一日

，一千余艘休渔渔船停列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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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智力引擎”为伊利带来了更多创新产品。依托欧洲

研发中心，伊利通过适度酶水解蛋白和益生菌技术，推出
了舒适型奶粉品牌托菲尔，用以改善婴幼儿的肠胃舒适
度；引入希腊农业大学研制的创新菌种，推出了高端常温
酸奶安慕希。

集合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全球顶级研发公司，伊利欧洲
研发中心具备充分的开放度、多元化和前沿性，成果见效
快，不仅为企业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提
供驱动力，更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样本。

用最严苛的标准把好质量关

“这太苛刻了！竟然有 1000 多项检验项目！”一些外
国供应商忍不住向伊利的工作人员提出“异议”。原来伊利
对所有国内外供应商都要进行品牌优选，一个必备的条件
是满足伊利的乳品原料质量控制标准。

伊利制定乳品原料质量控制标准时，广泛收集参照国
内外产品及原料标准，结合了国家有关部门和伊利自身对
成品质量的高标准要求，不仅对原料质量控制指标要求多，
并且对每项指标设定了极为严格的限量值。

“企业要建立比肩乃至超越国际水平的质量标准和体
系，才能牢牢掌握国际市场竞争和价值分配的话语权。”潘
刚说。

2014 年，伊利集团与瑞士通用公证行、英国劳氏质量
认证有限公司和英国天祥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打造伊利全
球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这3家质量认证机构在全面考察后
认为，伊利目前完善的流程、严格的检测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准。瑞士通用公证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伊利很多产品受消
费者认可，本质上就源于品质过硬。“与全球质量领域顶尖
伙伴的合作，是希望通过升级伊利全球质量管理体系来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期待。”潘刚说。

目前，伊利已建立起“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
质量管理体系和涵盖“集团、事业部、工厂”的三级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防控体系。伊利液态奶、奶粉、酸奶、冷饮事业部
全部通过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成为中国第一
家全线产品通过此全球性认证的乳品企业。这是伊利全球
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的阶段性成果，不仅实现了从原材料、生
产到成品的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也为伊利产品进入欧洲
及全球市场获取了通行证。

上图 5月1日，湖北兴山县昭君村古汉文化游览区举行
昭君文化民俗表演，吸引了游客驻足观看。近年来，昭君旅游
公司先后投资 2.56 亿元对昭君村进行改造扩建，围绕昭君文
化旅游品牌，开发与昭君相关的各种遗迹，打造集历史文化、
村落文化、田园风光、人文与自然山水景观于一体的文化休闲
旅游区。 蔡 亮摄

左图 5月1日，北京南站检票口人头攒动。当日是五一
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各地公路、铁路迎来返程高峰。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