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01!!"#$%

!今
天"在三亚市育才镇马亮村委会宝力村一个
蔬菜种植基地里"菜农们正在忙碌采摘一种
类似于#尖青椒$的新品种蔬菜%%%黄秋葵&

黄秋葵"又名补肾草'秋葵和羊角豆等"

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非洲热带地区"后来
引入我国& 在美国"黄秋葵被称为(植物伟
哥$"日本人称黄秋葵为(绿色人参$"!""#年
北京奥运会上" 黄秋葵被列入了运动员蔬
菜&

据说"黄秋葵嫩果中含有一种黏性液质
及阿拉伯聚糖'半乳聚糖'鼠李聚糖'蛋白质
等"经常食用有帮助消化'增强体力'保护肝
脏'强肾补虚'健胃整肠之功效&

据悉"三年前"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
究院从日本引进黄秋葵"经过夏季'冬季"陆
地'大棚等多种形式的栽培'摸索"今年有了
很好的收成"而且还掌握了一套完善的管理
技术"向农民推广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在基地里"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了大棚里
种植的黄秋葵" 它的植株高有 $米左右"有
的顶上开着淡黄色的花" 像一个个小的碗
盏"而在枝丫处结出的一个个像青椒一样的
果实"表皮有一层细细的绒毛"但里面却是
实心的&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瓜菜试
验站站长肖日升介绍说"整个基地大棚种植
的黄秋葵有 $%亩"陆地种植有 &"多亩& 这
批黄秋葵是在今年 '"月上旬开始种植"''

月下旬就有了收获"而且一直可以持续采摘
到明年的三四月份& 经过科技人员测算"黄
秋葵每亩至少可以收获 %"""斤&

据了解"基地种植出来的黄秋葵受到了
客商的青睐"来自广东的收购商已经与基地
签署了协议"基地生产出来的蔬菜全部归他
们收购"田头收购价为每斤 #元"市场前景
非常广阔&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员孔
祥义说"黄秋葵不仅价格不菲"而且具有易
管理'粗放型'耐干旱'病虫害少'成本低等
特点" 种植一亩黄秋葵成本大概在 %"""元
左右"但收成在 !万元以上)更重要的是"黄
秋葵能够在冬季种植成功"是三亚冬季瓜菜
系列品种中的一个具有高效益的新品种&

据了解"目前三亚市农民种植冬季瓜菜
品种主要有豇豆'苦瓜'茄子等"但是由于长
年没有新的品种更换"且又连续在原产地上
种植"年复一年"土壤传病严重"病虫害较
多"经常会出现植物枯萎现象"最终造成产
量低"品质下降等&

为此"三亚市农业部门一直在苦苦寻找
和更换新的蔬菜产品"黄秋葵作为海南省越
夏蔬菜品种引进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示范的项目"试种终获成功"这也为三亚增
添了一个新的蔬菜品种"也意味着今后农民
冬季种植瓜菜有了新的轮换品以及多了一
个增收瓜菜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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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启动平价蔬菜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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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昨
天上午" 三亚市人民政府正式启动平价蔬
菜超市" 每天向市民限量限价限品种销售
蔬菜&

三亚目前供应平价蔬菜的超市有天成
超市'明珠广场福乐多超市'旺毫超市'国
际购物中心旺豪超市'南国超市'百佳汇超
市六家" 暂定每天向市民供应 '万斤平价
蔬菜"今后逐步调整& 平价蔬菜品种 !"个"

并实行限量销售" 每人次购买数量不得超
过 '"斤&

为确保平价蔬菜超市工作的有效落实
和平稳推进"'!月 %日上午"三亚价格部门

工作人员深入六家平价蔬菜超市经营单位
检查平价蔬菜超市运营及落实情况& 经检
查" 六家平价蔬菜超市经营单位均已按照
市政府文件规定要求在超市设立平价蔬菜
专卖区销售点" 并标明市政府平价蔬菜价
格及限量规定" 所销售蔬菜价格均低于市
场价的 !"(&

记者在超市平价蔬菜区看到" 市民争
相购买&

据悉" 三亚对承接平价蔬菜超市冷链
物流中的冷库用电' 用水分别实行工业用
电价格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对平价蔬菜
零售价格与正常零售价格低 !)(幅度的差

价部分实行政府补贴" 补贴资金由政府从
价格调节基金中安排解决&

据介绍" 三亚启动平价蔬菜超市只是
(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短期措施与
长效机制相结合'实行价格优惠与加强价格
监管相结合$原则的切入点"这亦是建设平
价蔬菜市场的短期措施"待时机成熟"将推
广到建设集贸市场平价蔬菜摊位&而长期措
施则主要是通过产销对接"建设平价菜店&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三亚新一轮(菜篮
子$ 工程建设重点是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 近期以常年蔬菜生产基地
建设和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为抓手"大

力推进(菜篮子$工程建设&

首先要加快建设一批设施化'集约化'

规模化的高标准'生态型(菜篮子$生产基
地()加快发展畜禽标准化'规范化养殖基
地建设& 其次加快推进农贸市场的升级改
造)新建和合理调整大型购物场所)加快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推进(农超对接$工
作力度"积极引导学校'酒店与(菜篮子$基
地直接对接"减少流通成本&

此外"三亚(菜篮子$工程还包括冷链
物流储备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检测建设工
程"健全和完善补贴机制"加强市场价格监
管及价格信息发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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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三亚规划局获悉" 三亚市政府计划
对火车站站前区进行整体城市设计" 打造
与三亚国际旅游城市特色相符的门户形
象"从 !*''年 '!月 '日*北京时间"下同!

至 !*'!年 +月 '*日举办三亚火车站站前
区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海南东环高铁开通以来"三亚火车站站
前区已成为进出三亚市的标志性区域和交
通集散枢纽"承担着三亚旅游'交通'接待'

商贸服务的综合功能&举办三亚火车站站前
区城市设计国际竞赛"即是为了更好地塑造
该片区的城市形象" 优化片区交通组织"完
善片区城市功能"推其更好更快地建设&

据介绍" 本次涉及竞赛范围北以铁路
为界"南至凤凰路"东至沁园路"西至育新
路"用地面积约为 '+',-公顷& 核心设计范
围北临三亚火车站" 南至三亚航空旅游职
业学院"东临沁园路"西至育新路"规划面
积约为 !#.%公顷&

项目定位为高效快捷的区域交通枢
纽'现代化的城市综合服务区'国际性旅游
城市门户& 主要设计任务是对三亚火车站
站前区"从功能'景观'交通三个主要内容
着手进行城市设计& 重点对核心区的功能
结构'总平面布局'道路交通系统'交通流
线组织'游客到访服务'空间格局及形态'

公共开敞空间与景观系统' 主要公共建筑
及地下空间利用等进行规划设计" 并提出
开发建设计划和经济分析&

为了广泛征集富有特色的规划设计方
案"本次竞赛活动采取#国际竞赛+的方式"

全球的设计机构或联合体均可报名&报名截
止日期至 !*''年 '!月 !*日&主办方*三亚
市人民政府!将从报名设计单位中择优选择
&家具有丰富类似项目设计经验'业绩突出
的优秀国内外知名设计公司 *含联合体!作
为本次国际竞赛的参赛设计单位&!*'!年 '

月 '*日前确定参赛方'现场踏勘答疑"并签
订委托合同&接下来进行项目设计并提交参
赛成果"最后是技术审查与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会从通过预审的参赛设计方
案中评选出前两名" 由三亚市政府在前两
名中确定第一名获得者& 前两名的参赛设
计单位"获得相应的奖金& 第一名获得者可
进入项目深化设计的合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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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想得真周到" 为我们送来这
么多的法律知识" 谢谢你们对我们渔民的
关心,,+ 三亚西岛渔民张某感慨道& 日
前" 海南边防总队海警二支队官兵积极开
展#法制宣传上海岛+活动"为三亚西岛渔
船民送上了一道丰盛的法律知识大餐&

针对渔船民常年在外进行渔业捕捞作
业"信息相对闭塞"文化水平较低等特点"

'!月 !日上午"海警二支队组织 '*余名官
兵组成法制宣传小组乘坐海警摩托艇来到
三亚西岛开展#法制宣传上海岛+活动& 活

动中"官兵们向渔船民宣讲#海上 ''*+报警
常识" 并结合支队近年开展海上执法工作
中的案件'事例"生动形象地向渔民宣传了
-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沿海船舶
边防治安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还向渔民
发放了-渔民海上安全生产作业知识手册.

及警民联系卡"倡议渔船民(遵守法律'安
全生产+"共同营造良好的海上渔业环境&

在此次宣传活动中"该支队共发放(警
民联系卡+ 及各类法制宣传资料 '!*余份"

进一步增强了渔船民法律意识"提高了渔船
民依法海上作业的自觉性和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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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您好" 这里是公共场
所"请您不要随意丢垃圾好吗/ +今天上午"

在美丽的三亚湾海月广场" 三亚市河西区
社区志愿者小林对一位正在丢塑料瓶的游
人劝阻道&

据悉"三亚市河西区管委会'共青团三
亚市河西区委员会利用双休日" 组织了由
各社区人员组成的 %**名志愿者" 在各旅
游点' 主要路口和市场等处开展劝阻不文
明行动&

(不要随手乱扔呀"烟头要放到垃圾桶

内& +在第一市场"一位佩戴(河西区志愿
者+ 绶带的女志愿者一边拣起身边的垃圾
丢进垃圾桶内" 一边微笑着对一位男子进
行劝阻& 男子先是一愣" 瞄了一眼志愿者
后" 面带愧色并很配合地将烟头丢进旁边
的垃圾桶内&

记者 '!月 +日下午在解放一路' 河西
路等各主要路口看到"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里"志愿者们便劝阻了闯红灯'乱停乱放等
%*多起交通违章行为&据不完全统计"'!月
%日至 +日"三亚市河西区各社区志愿者共
劝阻市民'游客不文明行为 '***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