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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从求量到求质，大国农业向绿色

生态转型
初秋的黑龙江建三江，风吹稻菽千重

浪。七星农场一望无际的稻田里，用水稻
“种”出的“中国粮食 中国饭碗”8个大字，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农场工人代表，张景会清晰地记
得，去年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习近平
总书记就来到七星农场考察的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绿色农业
发展，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确保黑土地
不减少、不退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令张景
会牢记在心。

张景会是七星农场的种粮大户，种植的
水稻有352亩。今年，他家采取了秸秆还田、
测土配方、侧深施肥等技术，每亩地减少氮
肥用量 2.3公斤。他家的这块稻田还被确定
为七星现代农业示范区高标准示范点之一！

“以前种圆粒水稻，收完之后就卖给国
家粮库。现在不同了，我们瞄着市场需求，大
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张景会说，去年他种
的 200亩绿色水稻，加工成大米后，销往山
东，每斤卖到了8元多。

在发展绿色农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方面，七星农场还重点推广应用水稻侧深施
肥插秧机、秸秆还田机等机械设备，并通过
测土配方减少肥料投入。

张景会说，侧深施肥提高了肥料利用效
率，还避免了过去常规施肥造成的肥料蒸
发，减轻了对水源、土地等的污染，达到控肥
增效、绿色种植的效果。

【回响】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绿色转型，关

系食品安全，关系长远发展。
早在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

察时就针对“三农”工作提出，深入推进农业
发展方式转变。

今年全国两会上，在河南代表团参加审
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加大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

农业的绿色转型扎实推进，我国已提前
三年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到2020年，全国
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要实现负增长。

■湖：从围湖到爱湖，湖泊保护进入新
时代

“苍洱毓秀”——李德昌把苍山洱海间
的万种风情写在了自家小院的外墙上。

他的小院坐落在洱海之滨，位于云南大
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2015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小院，和乡亲
们在院子里拉起了家常。习近平总书记叮嘱
说：“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洱海边说，‘立此存
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我们一
定不能辜负总书记的期望。”李德昌心里一
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从那以后，他每天都
会到洱海边走一走，观察洱海水质的变化。

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上世纪八
十年代起，流域内人口不断增长、旅游业飞速
发展，洱海流域污染负荷快速增加。洱海经历
了从贫营养湖泊向中营养湖泊再到富营养湖
泊的演变，出现了蓝藻大面积聚集和暴发。

“只要有时间，我就过来帮忙，打扫滩地
上的生活垃圾，打捞近岸的死亡水生植物和
水藻。”李德昌说，只要洱海水质好了，自己
辛苦一点也值得。

为留住“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
古琴”的自然美景，大理州开启洱海保护治
理抢救模式。截至2018年底，洱海流域城乡
生活污水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完成环湖
1806户生态搬迁，并同步建设 5800多亩环
湖生态湿地和缓冲带；在洱海流域范围内禁

种大蒜10万亩，大幅减少化肥使用。
如今，李德昌的心情越来越好——洱海

水质好多了，站在岸边都能看到湖底，被视
为“水质风向标”的海菜花也多起来。2018
年洱海全湖水质7个月保持Ⅱ类水，为2015
年以来水质最好的年份。

【回响】
人类自古逐水而居。湖泊，一直在人们

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围垦湖泊、侵占水

域、超标排污、违法养殖、非法采砂，造成湖泊
面积萎缩、水域空间减少、水质恶化、生物栖
息地破坏等问题突出，湖泊功能严重退化。

2018年，在东北三省考察时，习近平总书
记乘船察看查干湖南湖生态保护情况，又沿
栈道步行察看水体状况和动植物生存环境。

今年全国两会上，他在参加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要抓好内蒙古呼伦湖、乌梁
素海、岱海的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
抓好落实。

近年内蒙古全力抓好一湖两海的生态
环境治理，目前水质指标总体向好，野生动
植物种类稳步增加，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成
为候鸟天堂。

■草：从牧民到市民，打出生态民生“双
赢牌”

从牧民变成了市民，65岁的更尕南杰
对草原的感情依旧刻在骨子里。

15 年前，牧民更尕南杰住在海拔近
5000米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
尔木市唐古拉山镇措里玛村。为响应国家退
牧还草、生态移民的号召，128户407名牧民
群众从 400多公里之外搬迁至格尔木市南
郊。

新村取名长江源村，寓意“来自长江源
头和饮水思源、不忘党的恩情”。2016年8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个海拔近 3000
米的移民村庄。

想起当时情景，更尕南杰难掩激动之
情：“我和村里的藏族村民穿上了过节才会
穿的藏服，捧着哈达，期待着总书记出现在
村委会门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三江源是党中
央确定的大政策，生态移民是落实这项政策
的重要措施，一定要组织实施好。

“现在全村多户都任命有草原管护员，定
期去山上的草场巡视。过去一年来，村里还重
点实施了电网改造、天然气入户等基础设施
项目，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更尕南杰说。

在寄托了当地10万生态移民“乡愁”的
背后，三江源生态环境正在向好发展。与
2004年相比，三大江河源头年均向下游多
输出 58亿立方米的优质水，草原产草量提
高 30%，藏野驴、雪豹等濒危动物种群数量
恢复性增长。

【回响】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在 2017年 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时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

从山水林田湖，到山水林田湖草，虽然
只增加了一个“草”字，却把我国最大的陆地
生态系统纳入生命共同体中，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的大生态观。

如今，在党中央的重视推动下，我国草
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成效显著，草原涵养
水源、保持土壤、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得到
恢复和增强，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茵茵草原正成为广大牧民群众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重要依托。 据新华社电

■有酒店卫生管理瘫痪、
安全隐患重大、客房空气污染、
噪音污染严重

根据文旅部门披露信息，5家被
“摘星”饭店分别为天津燕园国际大
酒店（原喜来登大酒店）、天津滨海假
日酒店、上海裕景大饭店、重庆希尔
顿酒店、重庆典雅戴斯国际大酒店；
另还有分别位于辽宁、重庆、上海、天
津、河南的多家酒店被限期12个月整
改。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此
次被处理五星级饭店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一是消防器材老旧失效，消防
通道无法正常使用，安保、泳池安全
员等不到位。二是卫生问题突出。消
毒间配备不到位，公共区域、客房、餐
厅卫生管理不达标。三是部分设施设
备因维修保养不力无法正常使用，标
识系统老化。四是员工服务意识淡
薄、服务技能不足，不能严格按照标
准要求提供相应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被“摘星”的重庆
典雅戴斯国际大酒店就存在无礼宾
服务、客房空气质量差、后台区域维
护缺失破损严重、卫生管理瘫痪、设
施设备陈旧等问题。重庆希尔顿酒店
也因必备服务项目缺失、卫生消防不
达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服务不规范
等问题被“摘星”。

■“五星”变“无星”，饭店
在乎吗？

长期以来，获评“五星级”被认为
是饭店硬件与服务品质优异的保证。

“摘星”让“五星”变“无星”，能有效触
动相关不达标饭店积极整改吗？

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饭
店被“摘星”后可能丢掉部分高利润
的高端需求市场。一些高端饭店在

“摘星”后，客流量大幅下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

学院院长、国家级星评员谷慧敏认
为，星级评定事关国家标准，“摘星”

就是要通过维护标准的权威性，维护
饭店服务品质，用“有进有出”来保障
行业健康发展。

但不少业内人士也表示，当前
“摘星”对高档饭店的影响力已明显
削弱。甚至有星级饭店主动申请“摘
星”或“自定义”为“豪华”规避星级评
定标准的约束。

另外，由于信息披露等方面原
因，“摘星”压力往往不能有效传导到
市场端形成经营压力，不少“差评”饭
店仍“客似云来”。记者发现，北京长
安大饭店、淄博世纪大酒店等此前被

“摘星”饭店仍预订紧俏，北京某温泉
度假酒店工作人员甚至向记者表示

“摘星后饭店价格没有任何调整”。

■权威性、专业性、市场化
程度三方面成星评制度“短板”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
为，目前国内很多涉及旅游住宿服
务的标准和质量判定，尚无法律法

规可依，仍主要靠行业惯例、行业标
准和企业自检。旅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也仅做原则性规定，惩罚力度
也不足。另外，专家还指出，当前不
少星级评定机构存在缺少认证资质
的法律隐患。

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国旅
游饭店业协会会长张润钢称，饭店
星级评定本是住宿行业区分等级的
一种技术手段，专业性很强。但现实
中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干扰，比如在
有些地方，相关部门为彰显政绩，催
生出了大批本不具备五星级条件却
硬性开业的饭店，大大削弱了星级的
含金量。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行做法是
按行政级别来决定评定星级饭店等
级的权限：国家评五星，省级评四星，
地市评三星。专家指出，这样的做法
是过去行政主导模式的“遗迹”，既难
以有效配置资源，也难以适应市场发
展的需要。

张润钢等专家建议，市场化改革
是星评制度的出路。一是由市场化程
度较高的专业认证机构实施评定；二
是应主动纳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管体
系，通过推进星评标准的市场化、专
业化来擦亮“星级品牌”。

新华社

台风“白鹿”登陆
福建东山沿海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5日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截至当日 15时，暂未接到因
台风“白鹿”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报告。

台风“白鹿”于 25日 7时 25分在福
建省东山县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副总指
挥、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当日继续
主持视频会商，进一步部署做好台风防
范应对工作。

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地做好防风
工作，此次台风登陆时风力和雨量不
大，局地阵风强，后期雨量大，城市警戒
和海滨管控容易放松，要切实克服麻痹
思想，毫不松懈地抓好转移人员、回港
船只等的安全管理，严防擅自回流。要
特别重视防范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
对粤北、闽南、湖南、江西等地造成很大
威胁，要严防强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
泥石流等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要
严阵以待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各地要对
各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切实做好救援
准备工作。

目前，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浙
江、广西、贵州等地消防救援队伍 1.3
万余名指战员备勤值守，241支抗洪抢
险突击队集结到位，3541名指战员、3.1
万件（套）救援器材整装待发，并在台
风登陆及台风路径上的 64处重点区域
前置突击力量 965名指战员、7000余件
（套）救援器材。福建森林消防总队
1000余名指战员做好救援和跨区增援
准备。

8月25日，上海市代表团在入场仪式上。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天津体育馆举行。 新华社 发

为了美丽的绿水青山多地五星级饭店被“摘星”
不少酒店卫生管理瘫痪、安全隐患重大、客房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严重

“价格五颗星，设施五成新，服务不走心。”近年来，一些五星级饭店名不副实，不仅让消费者闹

心，也不利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8月19日，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取消部分五星级旅游饭店资格。被“摘

星”的酒店存在哪些严重问题？“摘星”处理有实效吗？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开幕

福彩双色球福彩双色球,,欢乐大派送欢乐大派送
7月25日至9月12日期间，彩民凡在市内福彩投注站采用“7+1”、“7+2”、“8+1”、“8+2”、

“9+1”、“10+1”六种复式投注方式，购买双色球彩票且中奖的，兑取中奖奖金时返还等额的购彩金
或等值的双色球彩票。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广告

中国福利彩票，爱心成就梦想。

中山西区沙朗金叶广场十二街1
栋 1号商铺，三层共90平方米，
13802663843林生。

商铺出售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230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6、3、0
“排列五”中奖号码：6、3、0、5、2
兑奖时间从2019年8月25日起至2019年10月24日止。

“七星彩”第19099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9、7、7、3、0、1、7
兑奖时间从2019年8月25日起至2019年10月24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8月25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99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7）、（14）、（22）、（23）、（27）、（30）
蓝色球号码：（08）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30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8）、（8）、（7）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30期开奖结果
如下:
基本号码：（03）、（11）、（15）、（30）、（33）、（35）
特别号码：（05）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 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30期
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05）、（龙）、（春）、（东）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3D、“南粤风采”800万元大赠票：8月 15日至 11月
30日，凡在省内（不含深圳市）福彩投注站购买3D或“南
粤风采”游戏指定投注方式，单张彩票中奖金额小于1万
元（含1万元）的，兑奖时立即赠送12元的好彩1机选彩
票 1张，800 万元赠票金额送完即止。相信梦想，助力公
益，中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