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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办法》强调，要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严
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建立健全省级人民
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制度。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全国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纲要》 确定的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
保有量、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以及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负责，省长、自治区主席、
直辖市市长为第一责任人。

《办法》规定，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
考核，由国土资源部会同农业部、国家统计局
负责组织开展考核检查工作。实行年度自查、
期中检查、期末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年度自查
每年开展1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组
织开展；从2016年起，每五年为一个规划期，
期中检查在每个规划期的第三年开展1次；期
末考核在每个规划期结束后的次年开展1次。
期中检查和期末考核对各省份耕地保护责任
目标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打分排序。

《办法》要求，有关部门要根据《全国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确定的相关指标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生态退
耕、灾毁耕地等实际情况，对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等
下达考核检查指标， 作为省级政府耕地保护
责任目标。 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提供的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面积、生态退耕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数据以及耕地质量调查评
价与分等定级成果，作为考核依据。

《办法》明确，国务院根据考核结果，对
认真履行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 成效突
出的省份给予表扬； 有关部门在安排年度
土地利用计划、土地整治工作专项资金、耕

地提质改造项目和耕地质量提升资金时予
以倾斜。 考核发现问题突出的省份要明确
提出整改措施，限期进行整改；整改期间暂
停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市、县农用地
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

《办法》强调，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
标考核结果， 列为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年度自查、期中检
查和期末考核结果， 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
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粮食安全
省长责任制考核、 领导干部问责和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

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
为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

国办印发《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周倜

2018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于中国选手而
言，有点“冷”。

1月17日的首轮争夺， 谌龙大比分0比2输给印尼人
安东尼·金汀，新年首战即遭失利；仅4小时后，老将林丹
以1比2不敌另一位印尼选手穆斯托法。

如果说新年首站遭遇“一轮游”只是一时尴尬，
那么世界羽联新年新规便是眼下摆在国羽面前不
折不扣的难题。2018年， 世界羽联取消了此前的十
二站超级系列赛， 将全年的各级别公开赛命名为
“世界巡回赛”， 并具体划分为六个等级的赛事。如
此一来，选手需要参加足够多的比赛来获得更高排
名、积分以及参加总决赛的资格。

新政策必然要有新对策。 球员与教练团队必须
迅速跟上新节奏，对于小将而言，高密集的征战行程
在另一方面可以达到“以赛代练”的功效，这要求他
们迅速适应；对老将而言，需要他们付出更多，尤其
是对体能分配做出更科学精准的规划。

被广大球迷寄予厚望的国羽去年表现差强人
意，丢掉了12年不曾旁落的苏迪曼杯。随着众多名将
在2017年退役，国羽的阵容也有些青黄不接，各单项
的新领军人物要担当大任，还需假以时日地锤炼。

2018年是国羽备战东京奥运会周期的关键一
年，亚运会、世锦赛等多项大赛含金量十足，同时也
是国羽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在世界羽联新政下，
国羽应该主动出击，积极做出相应改变，让年轻队
员更快成长。但愿这一年，国羽将士们带给我们多
一点惊喜，少一点尴尬。

当尴尬来临时

� � � � “不能在飞机上开手机”正在成为历史。18日
起， 东航部分航班的旅客可以在飞机上使用手
机，甚至可以连接飞机上的无线局域网。海航、春
秋等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在飞机上给手机“松
绑”的新规定。

场外任意球

打破空中网络信息“孤岛”———

飞机上可以玩手机了
手机“松绑”：

“上网效果不错”

“2018年1月18日起，欢迎大家，率先
开机！” 东方航空公司宣布18日零时起，
部分客机的旅客可在飞机上使用“飞行
模式”的手机、平板电脑（Pad）、笔记本电
脑 、 电子阅读器等便携式电子设备
（PED）了，但需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

海南航空公司更是抢先一步， 于17
日晚起飞的HU7781海口至北京的航班
上开放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 春秋航空
也宣布，将为手机“松绑”，旅客可以在飞
行中使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

“上网效果不错”，首批尝试空中“上
网” 的旅客纷纷在微博上发出自己的使用
体验。

过去，中国民航的飞机上禁用手机，违
反者还将面临处罚，如今为何要解开禁令？

中国民航局15日发布的《机上便携式
电子设备（PED）使用评估指南》提到，“近
年来， 中国民用航空局为了满足广大旅客
需求，根据中国国情，经过技术测试、规章
修订等一系列工作， 认为开放机上PED使
用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据悉，根据指南完
成评估工作的各家航空公司， 才能开放便
携式电子设备在飞机上使用。

1 � � � �在飞机上使用手机上网，并不只是
广大旅客的梦想。早在2012年，东航集
团总经理马须伦就曾畅想过空中无线
局域网的广阔前景。 他说：“旅客对上网
的要求是‘随时随地’， 航空业也必须
‘飞’进互联网时代，这是信息时代对航
空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从
1993年起明确禁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
随后，全球各国纷纷效仿，禁止在飞机上
使用手机。2013年10月， 美国联邦航空
管理局（FAA）认可绝大多数商业航班

可以承受来自便携电子设备的电波干
扰，宣布“解禁”便携电子设备。

这也使得国内航空公司长期以来
在飞机上禁用手机的规定备受争议。有
受访航空公司表示，国内航空公司相比
于国外在开通“空地互联”方面晚了六
七年，还有多方面因素，包括互联网技
术水平、航空公司改装飞机的成本等。

目前，东航已在74架飞机执飞的全部
国际远程航线及166条国内重点商务航线
上提供无线局域网。海航的波音787-9机
队中17架客机已实现空中接入互联网。

2 航空业必须“飞”进互联网时代

3�改装一架“联网”飞机花200万元
� � � �国外航空公司早已启动“空地互
联”的服务，有不少需要支付一定的费
用，中国航空公司的空中上网服务将来
会收费吗？

受访航空公司表示，暂时没有收费的
计划，国内航空公司在“空地互联”的运营
模式上与国外航空公司不同，国内市场很
难实现收费，未来国内航空公司会摸索新
的商业模式，比如与电商合作等。

为满足上网要求，飞机改造、硬件
安装等这些为“空地互联”投入的成本

不小。有航空公司透露，改装一架具有
空中互联功能的飞机大约需要花费人
民币200万元。可见，要实现商业成功
还面临较大挑战。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邹建军认
为，有关部门会对市场进行监督，航空公司
并不能因为提供上网服务而随意收费，在
如今我国的互联网应用环境下， 共享概念
会被引入飞机的上网服务， 航空公司也需
要进行更多的探索，在其中找到新的商机。

（据新华社上海1月18日电）

� � � � 1月18日凌晨， 乘坐海南航空HU7781次
航班的旅客在使用手机。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国家旅游局、 国务
院扶贫办日前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
贫行动方案》，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切实加大旅游扶
贫支持力度。

方案指出，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目标任
务是：到2020年，“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
贫规划水平明显提升，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明显
改善，乡村旅游扶贫减贫措施更加有力，乡村旅游扶贫
人才培训质量明显提高，特色旅游产品品质明显提升，
乡村旅游品牌得到有效推广，旅游综合效益持续增长，
旅游扶贫成果不断巩固，乡村旅游在带动和促进“三区
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如期脱贫中发挥有效作用。

方案提出，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基本
原则是集中优势力量，强化攻坚责任；发挥产业优
势，实现有效带动；坚持深度开发，寻求创新突破；
注重利益分配，确保精准扶贫。将通过组织实施旅
游扶贫规划攻坚工程、 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旅
游扶贫精品开发工程、 旅游扶贫宣传推广工程、旅
游扶贫人才培训工程、旅游扶贫示范创建工程等具
体措施，全力推进旅游扶贫各项工作落地生根。

支持深度贫困地区
旅游扶贫

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印发《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