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文城12月16日电 （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者黄良
策）为做好困难群众防寒保暖工作，12月16日，文昌市民政
局为当地敬老院212名老人每人发放衣服2套、棉被1床；
为当地62名孤儿发放衣服和棉被，确保孤寡老人和孤儿温
暖过冬。

据了解，除了发放棉被衣服之外，文昌市民政局之前
还为当地敬老院212名老人下拨蚊帐 212张、鞋 212双。
未来几天，文昌市民政局还准备为当地困难群众发放毛毯
1500张、棉被1500床，同时购买相应物资拨给困难群众、
特困人员。

文昌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将加大关怀力度，
继续开展“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及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
温暖送到困难群众之中，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安全、安心过冬。

为困难群众发放棉被衣服
文昌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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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实习生 陈嘉茗

一有空，海口市民唐玉明一家
三口就会外出寻找好吃的，有时是
去新开的特色餐馆，有时是自驾到
周边乡村的农家乐。“主要是想在品
尝生态美食的同时，也休闲放松一
下。”他说。

把用餐当作休闲方式之一，是
很多人的共同想法，这也与最近被
广为提倡的“绿色餐饮”不谋而合。

12月15日上午，为了招待从岛
外来海南旅游的朋友，家住海口海

甸岛的王力敏早早来到海岛雨林海
鲜坊订好位置。“这里环境舒适，很
有海南特色，在这里吃饭喝茶都很
舒适。”王力敏说。

“店里的装修材料都是结合海
南本地特色选用的，环保又节能。”
海岛雨林副总经理王常红说，海岛
雨林海鲜坊在2016年就获得了国
家五叶级绿色餐饮企业的称号。

装修绿色环保，让客人感觉舒
适是餐饮企业最基础的做法，但是
只有菜品绿色、生态，给予顾客最好
的“舌尖”体验，才是对顾客最大的

尊重。
对此，海南很多企业也都在身

体力行，把“绿色环保”搬到餐桌上。
王常红介绍，店里用的蔬菜、猪

肉都是从附近农村直接采购的，一
般都是当天采购当天用完。

琼菜坊、拾味馆等餐饮企业也
表示，尽量直接从农村、从田间地头
采购食材，即使有时去蔬菜批发市
场采购，也一定选择资质齐全的销
售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在用
餐环节，餐饮企业处理餐厨垃圾的

方式也提倡绿色环保，大多数企业
会选择与专业公司合作，对餐厨垃
圾、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餐厨垃圾和废油脂是跟专业
的环保企业合作，将这些废物回收，
再通过技术处理，最终变成汽车沼
气，为环保服务。”丁村火车头海鲜
广场现场主管黄旭峰说。

“海南天然绿色食材丰富，发展
绿色餐饮有独特的优势，健康餐饮
也会让海南的旅游名片更响亮。”海
口市酒餐协会会长林壮森说。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椰奶清补凉、鸡屎藤、芒汁椰皇
冻……一道道别致精美的传统小吃
在灯光的映衬下散发着诱人的清
香。在繁华的海口国贸，海南本地
小吃连锁品牌“椰语堂”受到了白领
和游客们的追捧。

“餐饮消费者想品尝传统美食味

道，背后其实是对健康、原生态的一
种诉求，这也是我们始终坚持产品原
材料、加工工艺甚至店面装饰保持绿
色、原生态的原因。”12月16日，海南
椰语堂董事长赵玉明接受采访时说。

在餐饮企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背
景下，一大批海南餐饮企业正以“绿
色餐饮”为标准快速发展。

在“么二餐饮”每一家连锁店的

墙面上，文明诚信经营承诺书都赫然
在列。“我们以海南独具特色的抱罗
粉为产品主线，倡导绿色健康饮食，
不断完善自身管理，环保节能理念也
贯穿在后厨管理全流程中。”海南么
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奋说。

“作为生态旅游岛的海南，绿色
餐饮企业数量众多，全省获评‘中国
绿色饭店’称号的企业数量达到了

100多家，走在了全国前列。”省酒店
与餐饮协会副秘书长郑代旺说。在
他看来，文明、卫生和绿色对餐饮行
业而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卫生是
前提，绿色是核心，文明是归宿，餐饮
行业只有将三者贯彻落实好，才能真
正实现转型升级，更好地满足消费者
从“吃饱”到“吃好”的需求。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

新鲜食材“走上”餐桌 餐厨垃圾废物利用

海南发展绿色餐饮大有可为

绿色餐饮让消费者从“吃饱”到“吃好”

博鳌儒商论坛
2017年会开幕
共话以中华文化构建新商业文明

本报博鳌12月16日电（记者孙慧 实习生
黄媛）12月16日上午，以“中华文化构建新商业
文明”为主题的博鳌儒商论坛2017年年会，在博
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开幕。来自美国、德国、法
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新加
坡、泰国等国家的5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来
自海内外的1800多位企业家出席论坛。

本次年会分“向世界说”“致敬儒商”“政商儒
对话”三个板块。年会首次推出博鳌儒商人物
榜。这份榜单是根据博鳌儒商榜组委会于9月
17日在上海向全球发布的第一个儒商评估体系
标准，由来自海内外的儒学界专家学者和企业界
代表组成的博鳌儒商榜评审团，经过认真审核评
定，在海内外3000多位推荐和申报名单中，确定
儒商典范人物10名，卓越人物23名，标杆人物78
名，精英人物345名。

首届海南国际
钢琴音乐周下月奏响
中外知名钢琴家将汇聚琼岛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
生罗雯）2018 首届海南国际钢琴音乐周将于
2018年1月28日至2月2日在海口举行。

此次活动由省文体厅、省教育厅、省文联指
导，中国音协钢琴学会、省音协、中国社会艺术协
会音乐基础教育委员会共同主办，海口市文体局、
海口市会展局、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海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等单位协办。全国十一大音乐学院钢琴
系为此次活动学术支持单位。

2018年1月28日至2月2日期间，组委会将
分别举行两场大师班、3场高峰论坛、5场名家系
列音乐会、7场名师讲堂、全国少年钢琴英才展演
以及日月广场音乐喷泉音乐会等系列活动。值得
一提的是，所有活动均为免费公益活动，公众可通
过关注“SAE艺术教育平台”微信公众号在线申
请入场票。

据悉，此次活动将吸引国内近45位省级、市
级的钢琴协会会长及多位中外世界顶级钢琴演奏
家共60余人汇聚海南，以悠扬旋律献礼海南省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省图书馆海图音乐厅
举办古筝音乐会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
生罗雯）今天晚上，“《桃李芬芳》全国青少年民乐
展演暨百家筝鸣古筝音乐会”在省图书馆海图音
乐厅奏响，来自百家筝鸣筝乐团的小乐手们带来
了多首耳熟能详的古筝名曲。

音乐厅中，古筝旋律时而舒缓悠扬，时而
疾驰紧凑，小乐手们先后带来《林冲夜奔》《茉
莉芬芳》《打虎上山》等古筝名曲以及改编的重
奏曲《蝴蝶泉边》《赛马》等。百家筝鸣筝乐团
由一批就读中小学的古筝爱好者组成，曾在新
加坡国际华乐比赛等多个国内外大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和省文联
指导，省图书馆、省音协和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主
办，海口百家筝鸣古筝艺术中心承办。

据悉，海图音乐厅自11月5日启动以来已经
举办了4场音乐会，公众反响良好。该惠民舞台
不仅为省内艺术院团等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也
为公众提供了又一文化休闲新去处。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邓
海宁）为了提升应对突发食品安全事
件的组织领导、协调配合、快速反应
和应急处置能力，检验食品安全应急
机制，锻炼应急队伍实战能力，今天
上午，海口市2017年Ⅲ级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海南华侨中学

初中部举办。
此次演练活动模拟今年11月10

日发生在海口市光明中学食堂食品
安全事件，演练如何应急响应，及时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演练采取前期情景录制与现场
集中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情景模

拟、集中练兵的方式，有效锻炼和强
化了市区各级各部门应对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水平、应急管理
能力和协作配合意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应
急处处长王超观看演练后表示，此次
演练过程设计合理、科目齐全，充分

展示了海南省、海口市、区食品安全
监管队伍良好的专业素质、严明的组
织纪律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对做好全
省乃至全国食品安全事件防范应对
工作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

此次演练由海南省食安办和海
口市政府共同主办。

我省首家线上线下
融合电商平台上线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杨艺华）结合
海南本地多个线下商业体，打造“线上+线下”一
体化的新零售体验式电商“星汇商城”日前正式上
线运营。该商城将通过整合近千家仓储物流、品
牌商、海外零售企业，多维度构建新零售环境下的
智慧商圈，为消费者提供高端、便捷的购物体验和
一站式服务。

由海航海免自主开发运营的“星汇商城”结合
了日月广场、望海国际等多个线下商业体项目，销
售品类涵盖香化个护、家居生活、智能优品、环球
美食、服饰箱包等。

据了解，海航海免作为海航集团旗下商业领
域的核心企业，依托海航全球产业链优势，全力打
造线上商城平台，未来将进一步整合航空、旅游、
机场、酒店等会员资源，打造“亿万级”流量入口，
作为海航集团互联网核心产品之一，实现人、货、
场全线融合。

“海航海免目前已通过科技创新手段开创顾
客点评系统，用数字化管理为消费者体验保驾护
航，实现线上线下全面互通，为消费者提供高端、
便捷的购物体验。”海航海免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

“星汇商城”还将不断丰富商品品类，提供线
上餐饮排队、路线导航、停车缴费、线下会员同步
积分等多项功能，实现线上线下全面互通。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星汇
商城”作为我省第一家线上业务与线下实体商业
融合互通的电商平台，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多种技术，打造智慧商业范例，汇聚实体商
圈、挖掘线上功能、体现用户价值，已经在数字商
务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向海南建设

“国际购物中心”迈出了坚实步伐。

琼海文艺表演
宣传消防知识

本报嘉积12月16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樊骁）昨晚，2017年海南省
文体系统“消防安全进基层”专题宣传
演出在琼海市总工会文化剧场举行。

音乐、舞蹈、小品……演出现场，
节目精彩纷呈，观众掌声不断。舞蹈
《烈火金刚》表达了灾害事故对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的影响；由海南广歌艺术
团、海鸥艺术团、琼海消防支队联合编
排的消防主题小品《守护》，通过还原
一次营救的情景，讴歌了消防官兵守
护一方平安的博大胸怀；群星艺术团
编排的快板书《说消防》，受到观众的
热烈欢迎。在节目过程中，还穿插有
消防知识有奖问答。

观看演出后，市民陈先生赞不
绝口：“这样精彩的文艺演出，我们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还学习
了消防知识，收获很大，希望能多举
办。”

此次演出由省文体厅、省消防总
队主办，琼海市消防支队协办。

海口举行Ⅲ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专家肯定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
刘操 通讯员王剑）今天晚上，省民
政厅下发《关于做好困难群众防寒
保暖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困难群众的
防寒保暖工作，确保困难群众安全、
安心过冬。

《通知》指出，各市县民政部
门要充分认识严寒天气对困难群

众生活的危害性，切实加强领
导，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紧急动员，迅速行动，切实把
困难群众防寒工作作为当前的一
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要认真
落实各种救助措施，尤其要落实
好各项防寒措施，确保困难群众
有饭吃、有房住、有冬衣穿、有冬
被盖。

《通知》要求，各市县民政部门
要立即制定困难群众防寒保暖工
作方案，指导乡镇开展困难群众生
活情况摸排，精准掌握低保、特
困、孤儿、困难优抚对象、流浪乞
讨人员等困难群体的生活情况，
并及时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要深入敬老院、福利院、光荣院、
救助管理站等机构，对消防设施及

用火、用电、用气等设备和器具进
行全面细致的检查，严防各类安全
事故发生。

《通知》还要求，各市县民政部
门要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系，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适时启动应急预案，指导困难
群众有序有效开展灾害防范。切
实加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

电话、手机、传真、邮箱畅通无阻，
确保信息传递上下无阻，发现重要
情况要及时处置并迅速上报。要
加大关怀力度，开展“送温暖”走访
慰问活动。各地民政部门要以困
难群众为重点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及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
到困难群众之中，切实保障困难群
众安全、安心过冬。

一版纵深

省民政厅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做好困难群众防寒保暖工作

确保困难群众安全安心过冬

本报三亚12月16日电（记者袁宇）记者今天从三亚市
民政局获悉，该局进一步升级“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通过设立临时救助站，增添御寒物品，引进社工提供心理干
预等，及时救助流浪人员。

三亚“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自11月30日启动，持
续至2018年3月15日。三亚市救助管理站打破以往无临时
引导点的局面，在部分社区、商圈和火车站等流浪乞讨人员
集中活动区域设立临时救助引导点，进行无偿救助服务，强
化站外救助保障工作，确保及时发现、及时救助。

三亚市救助管理站相关负责人透露，该站通过加强与
公安、城管等部门的沟通协作，持续开展全天候、拉网式排
查。同时,还通过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由社工负责对巡查
过程中遇到的急难个案进行心理疏导等专业干预服务。

升级“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
三亚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郭萃）“今天天气很冷，但
我们有了新棉被，盖上非常暖和。”今天下午，在海口市秀英
区石山镇敬老院，78岁的老人苏玉兰给记者展示前几天刚拿
到的“美社有个房”民宿老板送来的棉被。

12月12日，石山镇“美社有个房”民宿老板黄妹带领员
工来到石山镇敬老院，为老人们送来了25床棉被及枕头，同
时还带来了自己制作的豆腐脑以及燕麦、饼干等食品。“当时
看天气预报得知周末要降温，老人抵抗能力弱，所以赶紧组
织店里的员工给他们送去棉被。”黄妹说。

石山镇敬老院院长冯推轼介绍，黄妹的团队每个月都会来
敬老院看望老人，帮他们打扫卫生并陪着聊聊天。黄妹说：“我
们是做民宿的，扎根于石山镇，对镇里有种特别的情感，因此也
想将这份感恩之情回报给社会，为敬老院的老人们做点实事。”

海南国际旅游贸易
博览会下月三亚举办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李少红）记者今天从省商
务厅获悉，“2018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
览会”（以下简称海博会）将于2018年
1月12日至15日在三亚举行。

本届海博会以“促进泛南海经
济圈服务贸易交流合作”为主题，将
打造一个国际高端进口消费品、服
务贸易展示交易和招商活动的重要
平台。海博会由展览、会议、活动三
大板块组成。其中展览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包括泛南海经济圈国家
馆区、服务贸易展区、国际旅游岛展
区、“一带一路”国家及港澳台旅游
贸易展区等 9 大展区。海博会期
间，还将举办海南国际经贸合作交
流会、中印中小企业论坛等10场主
题会议。此外，还将组织免税购物
嘉年华、大型拍卖会、美食展及文艺
演出等配套活动。

民宿老板给老人送去棉被

红岭灌区主体工程
有望明年底试通水

12月13日，在红岭灌区海口琼
山区大坡镇田心村段渡槽施工现场，
工人正在加紧施工。作为我省“水
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岭灌区
工程是解决我省百万人饮水、用水的
重大民生工程。据了解，灌区设计线
路总长约518公里，工程点多、线长、
面广，涉及6个市县。目前该项目已
累计完成投资超过41.48亿元，占总
投资的71.9%，主体工程有望于明
年底具备试通水条件。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万宁槟榔加工业
补短板提质效
◀上接A01版

“今年产量增加，亩产约850斤，
预计年收入可增加四成左右！”走在绿
荫成片的槟榔林里，万宁市山根镇多
扶村55岁的农民蔡先达喜不自禁地
说。如今正是槟榔果采摘的季节，他
几乎每天都在林间忙碌，300亩槟榔园
一年能带给他60多万元的收入。

据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调查
统计，目前，万宁槟榔种植面积达53.2
万亩，约占全省槟榔面积的一半，年生
产加工总量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二，槟榔
总产值近25亿元，农民每年从槟榔产
业中获得人均纯收入近4000元，占全
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