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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春文体活动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贺
澜起）春节将至，肉类、水产品和酒类食品进入消
费旺盛时期。记者今天从省食药监局获悉，为确
保这三类产品的质量安全，省食药监局联合相关
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查扣一批问题
冻肉等食品。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检查集中交易市场、商
场、超市、肉类产品加工企业、小作坊、学校食堂、建
筑工地食堂、大中型畜禽养殖场、畜禽散养集中区
域、水产品养殖场、白酒生产企业、白酒批发网点、超
市、酒行、传统白酒小作坊等生产经营单位11325
家次，抽检肉类产品、水产品、酒类产品 16671 批
次，对303家存在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履行不到位的
经营单位当场进行了责令整改和警告处罚，查扣问
题冻肉 70 吨、疑似假冒白酒 1446 瓶，下架问题
白酒 208 瓶，无害化处理生猪27头肉品 1.5 吨；
捣毁私屠滥宰窝点19个，查处违法案件119件，移
送司法机关案件11件、曝光109件。

我省开展节前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罗霞）2018年春
节即将来临，为防止节日期间发生因饮用假酒而导
致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省食安办今天发布白酒消
费提示，涉及正确选购白酒、贮存白酒、饮用白酒等
内容，消费者举报假酒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消费提示指出，选购白酒时，要先认准所购产
品的商标，防止购买假冒产品。其次辨识产品标
签，根据标签上的标注，选择自己喜好的品牌、香
型和酒精度，从标签上也可以了解产品的酿造原
料、工艺类型和执行标准等。

如产品为无色或浅色透明的玻璃瓶包装，可将
酒瓶拿在手中，慢慢倒置过来，对着阳光或灯光观察
瓶的底部，酒液应不失光不浑浊，没有悬浮物。如有
下沉的物质或有云雾状现象，说明酒的质量有问
题。从色泽看，一般白酒都是无色透明的。也有例
外，如酱香型白酒，酒液略显黄色，也属于正常。

挑选白酒时，还要注意酒瓶包装，看酒瓶封口
是否严实，瓶体是否有裂纹和砂眼儿等。如有上
述纰漏，则酒容易漏气、跑“度”和亏量。

消费者如果在市场上购买到或发现假酒，请
及时拨打12331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如经查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省食安办发布白酒消费提示

举报假酒
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本报五指山2月11日电（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李婧）崭新的建筑面
貌，更健全的使用功能，更多样的展示
手段……历经3年多的重建提升，今
天，位于五指山市的海南省民族博物
馆重新对外开放。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前身为海南黎
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于1986年
对外开放，1988年海南建省后改为现
名。长期以来，该馆致力于文物的征

集、收藏、研究和展示，是我省民族文
化交流、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
育的重要基地。但由于基础设施和陈
列展览难以满足新时代公共服务要
求，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2014年
9月，该馆启动了原址拆除重建工程。

此次重新开放的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古朴雅致，宏伟壮观，馆区占地面积5万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馆
长李华权介绍，相较以前，其展区面积更

大，区域划分更合理，使用功能更健全，
在满足规范安全展出要求上进步巨大。

馆内设海南民族历史文化陈列、
海南民族纺织文化陈列、海南民族艺
术陈列三个展馆，书画、陶瓷两个专题
展。陈列通过实物、文字、图片等方
式，并结合现代科技互动手段，介绍海
南的历史和黎族、苗族、回族等民族的
族源、从业、社会生活、文化习俗，融知
识性、科学性、艺术性和趣味性为一

体，是了解海南历史、少数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目前，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馆藏文
物3.2万多件套，在海南博物馆中名
列前茅，也比重建前有所增多；其中，
一、二级文物750多件套，展出文物
1200多件套。据介绍，其所收藏的民
族文物分为历史、革命、宗教、民俗、工
艺美术五大类，其中民俗类和工艺美
术类数量最多。

李华权表示，新的民族博物馆除向
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外，还将积极
创新“文物+旅游”的展示交流方式，重塑
民族文化旅游亮点；并将结合“一带一
路”倡议要求，努力打造成南海周边及东
南亚各国民族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据了解，自1986年开馆至今，海
南省民族博物馆共接待国内外旅客
200多万人次，其中国内旅客190多
万人次，国外旅客4万多人次。

建筑面貌焕然一新，使用功能更加健全，展示手段更加多样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重新对外开放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邓
海宁）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获悉，春节期间，可一览海口湾美
景的“海口滨海夜游”活动也将持续推
出，为广大市民游客欢度春节又提供
了一个好去处。

据了解，“海口滨海夜游”与步行、
车览海口湾、滨海大道的夜景有着截
然不同的观赏体验，在乘船游览的过
程中不仅可以看到海边的全景，更可
全面欣赏海口湾、滨海大道的夜景，尤
其可以从海上欣赏世纪大桥震撼的美
景。春节期间，市民游客还可根据需
要自行定制包船，满足观光游览、美食
品尝、海上婚礼、亲水旅游及海上宴会
等多种需求。

据悉，“海口滨海夜游”行程为：秀
英港客运站——西海岸——世纪大桥——

万绿园——美源码头——秀英港，总里程
数为18.1公里，运营时间为2月16日-
21日、2月24日的每天20时，市民游
客可在海口秀英港码头购票登船。

春节可乘船
夜游海口湾
运营时间：2月16日-21日、
2月24日的每天20时

本报定城2月11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黄祥）记者
今天从定安县旅游委获悉，今年春节
期间，定安将开展主题为“定安快乐
行 欢喜过大年——2018定安新春旅
游月”活动，推出三大主题活动，丰富
新春佳节喜庆氛围。

春节期间，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
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和海南热带飞
禽世界等风景区将分别举办2018南丽
湖国际樱花文化节、文笔峰欣赏浪漫樱
花、观看民俗表演、畅游欢乐灯海，充分
体验当地的民俗风情，感受浓浓的年味。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时间为2月2
日至3月3日，届时定安将组织相关部
门到各个活动现场维护旅游秩序，保障
游客在售票点有序排队购票，旅游线路
沿途也将以更加干净、整洁、喜庆的环
境氛围迎接游客。

看樱花 游庙会 赏灯笼

定安新春旅游月
推出三大主题活动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郭萃 实习生洪
雨）记者今天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获
悉，根据2018年春运工作计划安排，为有效缓解
美兰机场旅客集散压力，海口开通美兰机场至市
一中（夜5路）和美兰机场至白沙门公园（夜6路）
的两条夜间临时公交线路。

线路运营期限为2月13日至3月12日，其中
2月15日、2月16日线路暂停发班，2月17日线
路恢复发班，两线路首班时间均为22时，末班时
间和发班间隔将根据美兰机场旅客集散情况灵活
调整。

夜5路公交线路（美兰机场——市一中）
经停站点：机场候车室、灵山中心小学、琼山

一小、海口汽车东站、明珠广场、市一中；
夜6路公交线路（美兰机场——白沙门公园）
经停站点：机场候车室、灵山中心小学、海口

高铁东站、昌茂花园、钟楼、白沙门公园。

海口明起开通两条美兰
机场夜间临时公交线路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今
天从12345海口智慧平台获悉，春节期间，海口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将实行三班制，24小时全天
候受理来电诉求，第一时间解决市民与游客反映
的各类难题，全力确保市民游客过上放心年。

海口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顾问刘春林表
示，今年春节期间，海口12345热线将持续实行三
班制，每班50人，24小时全天候受理市民和游客
投诉。“同时，为了防范春节期间游客市民投诉增
多，我们还增加50名工作人员备用应急，以保证
市民、游客的诉求能在30分钟内得到核实处理。”

春节期间海口12345
热线实行24小时值班
全天候处理市民游客各类诉求

本报椰林2月11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今天，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发布《2018年
春节元宵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
（以下简称《通告》），要求严禁在主城区内销售、燃
放烟花爆竹，确保广大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新春
佳节。

《通告》规定，主城区即北起滨河北路，西至椰
林南大道，南至陵文路，东至中心大道。市民、游
客可对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和燃放烟花爆
竹的行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0898）83324229、
（0898）83332889。

春节期间陵水主城区
禁放烟花爆竹

本报三亚2月11日电（记者林
诗婷 徐慧玲）乘船出海观赏海景，飞
艇驰骋激情飞扬……今天，三亚天涯
海角景区香蕉船、摩托艇等十余项海
上运动项目纷纷亮相，吸引了不少游
客前来体验。

据悉，天涯海角景区于日前推出
的十余项海上运动项目，包括钓鱼船、
香蕉船、大飞鱼、动感飞艇、观光艇、沙
滩摩托车等。景区通过进一步完善水
上运动中心，丰富传统观光游览体验，
打造体验式亲海旅游产品，积极丰富旅

游产品供给，为市民游客带来更为丰富
的游玩项目，全力备战春节黄金周。

据介绍，该景区与山东省航海运
动协会合作，将共同合作打造国家级
的海上运动中心，通过推动专业培训
教育、海上体验项目、重大活动赛事

等项目落地，促进景区水上运动发
展，丰富海上旅游产品，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同时，该景区还将充分利
用景区发展空间，打造婚拍基地，多
举措促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丰富旅
游产品供给。

天涯海角景区新增十余项海上运动项目，全力备战春节黄金周

海上飞艇跃 天涯共此时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符桃心）积极贯彻落实
国家关于推进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
放的政策，过去一年，省群艺馆在免
费开放场馆的同时举办大量公益培
训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走近艺术、
亲近艺术的机会，今天上午，省群艺
馆在其馆内举办“2017公益性免费
开放美术书法摄影培训班学员成果

展”开幕仪式。
本次展览涵盖了美术、书法、摄

影3个门类，共展出作品115幅。展
览作品主要是成人国画班、成人摄影
班，少儿动漫班、少儿书法班学员创
作的优秀作品，作品题材广泛，风格
各异，既有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作品也有描绘新时代新气象的作
品。摄影作品多以反映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年的发展成果和海南人
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主。值得
一提的是，本次书画展作品其作者年
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只有7岁。

“我1988年来到海南，30年来，
这里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这场
展览让我通过老百姓的视角看到了
海南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海南
文化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果。”参观者

宋女士说。
据悉，省群艺馆近年来坚持开展

各类文化艺术公益培训，引来广大群
众的热烈反响，也逐渐形成了多个文
化公益品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
响。本次书画展展期为2月11日至
3月10日，公众可前往省群艺馆三楼
美术厅免费参观，2月15日至19日
场馆闭馆检修。

省群艺馆举办公益性免费开放成果展
100余幅作品从百姓视角反映美丽海南

本报椰林2月11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符宗瀚 胡阳）展现军
人飒爽英姿的舞蹈、歌颂红军不畏
艰险的朗诵、赞扬美好新时代的歌
曲……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
会堂里欢声笑语、掌声不断，当地群
众、“候鸟”人才与官兵齐聚一堂，畅
叙军民鱼水情。

为丰富当地驻军（警）春节期间的
文化生活，陵水县委组织部联合县文
体局举办主题为“军民心连心 放歌新
时代”的春节慰问军警部队文艺演出，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邀请当地的“候
鸟”人才、文艺界人士为官兵们献上一
场精彩的文艺演出，让官兵们提前感
受到春节热闹的氛围。

近两年，陵水充分发挥“候鸟”人
才优势，助推当地文化事业发展。目
前，该县已在本号镇大里地区、清水
湾、富力湾等地设立“候鸟”人才基地
或人才工作服务站。

陵水举办“候鸟”人才春节
慰问军警部队文艺演出

畅叙鱼水情
笑语迎新春

本报临城2月11日电（记者刘
梦晓）记者今天从临高县委宣传部获
悉，为丰富春节期间群众的文化生
活，临高县委宣传部、临高县文体局、
文联、团委等多个部门将在临高多个
镇及农场举办以“我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为主题的系列文体活动，
共计22个项目。

从2月6日至今，临高县文联已
分别在美夏村和大雅村举办“送春联
下乡”“送文艺下乡”活动，邀请书法
家现场为村民书写春联，并送去文艺

演出。临高县团委也在临城镇、博厚
镇、南宝镇、新盈镇、加来农场等地举
办“青春志愿行，团圆过大年”志愿服
务家乡青春志愿行、文明交通行——
文明交通劝导、“青春志愿行，携手共
脱贫”关爱贫困户志愿服务等活动。

除夕之前，临高县团委还将举办
“青春志愿行，温暖回家路”春运志愿
服务活动，为春运保驾护航。春节期
间，临高将举办戏曲文艺表演下乡、
农家书屋文体活动、春节篮球赛、春
节象棋赛等十余项文体活动。

春节前后临高将举办22项文体活动

2月9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月三广场张灯结彩
迎春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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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游客在三亚天涯海角景区体验动感飞艇、水上飞龙等
海上运动项目。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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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逛”海南省
民族博物馆
视频摄影 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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