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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上接A01版
把学习教育抓得更有成效，广大党员要主动

地学、深入地学。第二批主题教育以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为重点，全体党员参加，涉及的单位和人
员范围广、类型多、数量大，情况复杂，与人民群众
联系更广泛、更紧密，人民群众对主题教育取得效
果的感受也更直接、更紧密。广大党员要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学习，坚持以自学为主，静下心、坐下
来，通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
摘编》等，自觉增强对党的初心使命的认识，强化
对党的事业发自内心的、高度自觉的理性认同。
支部书记要认真参加集中轮训，带头深学细悟，讲
专题党课、谈学习体会。要依托党员大会、支委
会、党小组会，组织党员围绕“入党为什么”“自贸
试验区、自贸港建设和我的使命担当”等专题开展
交流，不断解决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人、
担什么责的问题。

把学习教育抓得更有成效，要真正做到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贵在
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真正用以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要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
学、联系实际学，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同落实当
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结合起来，同抓好本地
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要更加
自觉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的实际行动，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
作、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着力解决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
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密切联系时代问题，填
补“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
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本领赤字，提高应对重大
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
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

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把学习理论当作一种神圣
职责，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终身追求，学思践悟，真
信笃行，不断将理论的力量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
量，就一定能在推动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征程
上闯出新天地！

补足精神之“钙”
克服本领恐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
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
巩固好发展好

保供稳价重在落实快评

◀上接A01版
习近平强调，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
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
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帆
远航。

习近平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
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终赢得人民的衷心拥
护，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密
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加美
好的生活。

习近平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
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
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
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习近平强调，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
设一个新世界。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
美好。

丁薛祥、陈希、蔡奇、尤权，中央宣传部、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陪
同考察。

我省调整购建外省住房
提取公积金材料要件

下月起需提供个人或配偶
户籍和社保证明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 （记者孙慧 通讯员
范杰科）海南日报记者 9 月 12 日从省住房公
积金管理局获悉，从10月 1日起，我省缴存住
房公积金的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外
省购、建自住住房房价款或偿还住房商业贷款
本息的，需增加提供本人及配偶任一方在购、
建房所在地可供查核的户籍身份证件及购、建
房前已在该地连续正常缴存半年及以上的社
保（或住房公积金）材料。职工在其购、建房所
在地购建房前已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半
年及以上，并已通过异地转移接续平台转入我
省的除外。

调整后，职工要在省外购、建房或偿还省外住
房商业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需要在原购、建
房及偿还商业贷款本息提取材料要件基础
上，还需提供本人及配偶任一方在购、建房所
在地可供查核的户籍身份证件及购、建房前
已在该地连续正常缴存半年及以上的社保或
公积金流水清单等材料要件。外省人员到我
省就业的，若其在购、建房地购建房前正常连
续缴存半年及以上公积金通过异地接续平台
转入我省，已能够联网核查公积金缴存情况，
无须再重复提供购、建房所在地的户籍证件
及缴纳社保材料。

多措并举 保供稳价

9 月 12 日 8 时许，在海口市
龙华区金龙横路 2 号，第一天投
入运营的“菜篮子”万绿园社区

平价菜便民网点（以下简称
万绿园社区网点）迎来了
不少消费者。

为 了 保 供 稳 价 ，当
天，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
团新增的 40 家菜篮子社
区平价菜便民网点正式营

业，目前该集团全市网点数
量已达159个。
“我们平时售卖 30个品种的

蔬菜，现在新增到了33个品种，等
网点具备水电条件后，还会增加供

应猪肉等肉类产品。”菜篮子市场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拓展部经理李
军说。

“今早送来了 400 斤菜，其中
卖得最好的是冬瓜、菜心、西红
柿和白萝卜。”万绿园社区网点
售货员陈娴指着已经空了不少的
货架，又拿 出 了 新 的 几 筐 菜 补
上，“集团会根据消费者需求及
时调整供应量，受欢迎的菜也会
在下午进行补给。”海南日报记
者注意到，当天的“一元菜”有冬
瓜和白萝卜，菜心售价为 4.5 元/
斤，西红柿售价为 3.6 元/斤。网
点在售的菜品中，有 10 种省物价

局调控的菜品零售价均低于省物
价局监测价格 15%，其余菜品零
售价均低于省物价局监测价格
5%。

“我们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也
会直接向农户进菜，省去了中间
的环节，所以价格方面有优势。”
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
营部经理林方鼎解释。

据了解，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
团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大末端网点
开拓力度，拓宽平价菜在海口市
的覆盖面，让广大市民全年都能
吃到安全、绿色、放心、价格稳定
的蔬菜。

走农田、跑冷库、逛市场、进社区，看“菜篮子”全链条如何共同发力稳菜价

记者直击：政策红利这样落到百姓菜篮里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张期望 见习记者 习霁鸿

9月12日17时，在海口市
龙华区城西镇苍东村菜农黄
红日的叶菜大棚内，一排排
绿油油的叶菜长势喜人。
黄红日赶在太阳下山前，
抓紧时间给叶菜浇水、除
虫、施肥，以便晚上能采摘

到新鲜优质的蔬菜。
“这几垄菜心已到采收期，共

有200多斤，今晚摘了卖到批发市
场。”黄红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受连
日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苍东村本地
叶菜减产约5成以上。“5日降雨结束

后，我们菜农立刻开始翻地、播种，及
时补种。这几日叶菜的供应量在逐
渐恢复，只要不再出现恶劣天气，预
计10天后就能达到正常水平。”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做好中秋、国庆期间蔬菜保
供稳价工作，该局积极引导菜农保
面积、促产量。目前，海口种植面积
有2.1万亩，预计中秋期间可收获面
积 1500 亩，蔬菜上市量可达 370
吨，其中叶菜290吨。“我们还指导
农民加快种植菜心、小白菜、黑夜
白、上海青等快菜，及地瓜叶、空心

菜、苋菜、苔菜等耐旱耐涝菜，每隔3
至 4 天播种一批，确保分批上市。
预计国庆期间种植快菜0.5万亩，日
供应量300吨。

为快速恢复农业生产，海口市农
技中心、农民学校派出4个专家组，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和
管理工作，指导农户及时使用高效低
毒的农药进行防治。

“我们还将通过免费集中发放种
子、有机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方式，
鼓励农户发展蔬菜生产。”海口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9月12日凌晨1时，海口市菜篮
子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内灯火通
明，一辆辆大货车鱼贯出入。“这些

货车拉来的有本地菜也有外地
菜，每个公司的供货量都有
增加，都是为‘双节’作准备
的。”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工
作人员宋毅平一边指导司
机卸货，一边对菜的数量进
行统计。

冷库的进货量和出货量
也在明显增加。在该批发市

场的冷库门口，一箱箱南瓜、冬
瓜、白萝卜、洋葱已经出库，准备运
往分拣中心。“台风‘杨柳’过后，集

团从山东、广西、湖北、湖南等地调
运了700多吨菜放到冷库储存。‘双
节’临近，我们的出库量也从每天2
万斤增加到4万斤。”仓管员王宝介
绍道。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9月12日该集团总投放量达
40吨，其中“一元菜”投放14吨，占总
投放量的35%，“相较前几天平价菜
投放量增加了近12.5%。”

在海南本地菜产量减少的情况
下，调运外地菜成为满足市民菜篮子
的有效补充。

9月 12日晚上，在海口市菜篮
子集团的冷库，海南乐晖农业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边举着莲花白，边用
手机和河北的供应商视频，让对方
清楚了解莲花白的品相要求。该
公司中秋节后就要开始从河北调
运莲花白，为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供
货。

“节日期间，人工、运输费用都
在增加。把莲花白从河北运到海
南，利润也很低。但签了协议，就要
履行承诺。为市民提供价优、质好
的蔬菜，也是我们企业的责任。”该
工作人员说。

数据显示，9月11日，海口市“云
菜”调运772.92 吨，其中菜篮子集团
22.92吨，凤翔批发市场750 吨。

农贸市场以及各大商超是“菜篮
子”的价格终端，菜价始终是消费者
关注的焦点。

9月12日，海口市菜篮子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罗牛
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肉类食
品事业部、海口市农贸市场
协会、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
场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加
旺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顺合满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椰海分公司6家企业共
同向全行业企业、市场销售摊

主、商贩发起倡议，在中秋期间（9
月12日至15日），对农贸市场猪肉
及蔬菜价格按近期价格情况普遍下
调15%至20%，以实现对广大市民

群众的让利。
“我们要尽到企业的责任，用实

际行动扛起全行业的社会责任担
当。”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肉类食品事业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保证猪肉价格充分让利于消费者，罗
牛山承诺并确保节日期间产品不涨
价。并且与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合作的商超系统销售的五花
肉、排骨及精瘦肉三类商品将以8.8
折销售，涵盖范围有旺佳旺25家门
店、大润发3家门店和家乐福4家门
店，供应给农贸市场的鲜白条肉供货
价格在现行价格基础下调10%，享受
优惠的终端商户需要同比例同步下
调五花肉、排骨和精瘦肉三类商品销
售价格。

价格优惠有没有传导到终端？9
月12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罗
牛山供应点之一的旺佳旺超市滨江
海岸店，看到熟食区的猪肉价格确实
下降不少。其中，作特价销售的黑猪
排骨以及黑猪五花肉分别为38.8元/
斤、22.8元/斤。“前几天，我在农贸市
场购买的排骨已超过50元/斤，这里
的猪肉确实实惠不少。”海口市民鲍
全民说。

“今天的猪肉优惠幅度很大，上
午光是排骨已经卖了100斤，销量至
少比平时翻了一番。除了猪肉，我们
的很多蔬菜、水果也打折促销。例
如，生菜1.98元/斤、葫芦瓜2.68元/
斤、南瓜1.68元/斤。”超市工作人员
介绍。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蔬菜、肉类的价格牵动人心。9月12日至13日，海南日报记者走
访发现，海口市场上的猪肉、蔬菜供应充足，价格也较前几日有所下降。那么，蔬菜是如何从种
植到流通再到市民餐桌的？省委、省政府“菜十条”和9月6日我省“菜篮子”保供稳价专题会
六条意见如何落实到老百姓的“菜篮子”和餐桌上，成为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海南日报记者
走农田、跑冷库、逛市场、进社区，现场采访“菜篮子”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是如何共同发力的。

抢种叶菜保供应 中秋期间可收获1500亩

多渠道加大供应 积极开展外菜调运

6企业发倡议 菜价猪肉价格普遍下调

平价菜店进社区 网点159个品种33个

9月12日，在海口市城西镇苍东村，菜农在菜地里加紧种菜。
本报记者 李科洲 摄

9月7日，海口市民在美兰区的平价菜店内购买蔬菜。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9月11日，海口市菜篮子公益性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冷库内，工人
在搬运蔬菜。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9月7日，五指山居民在农贸市场选购新鲜蔬菜、肉类、海鲜等副食
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魏燕

距9月6日到海口市调研“菜篮
子”工作和副食品价格情况不到一
周时间，9 月 11 日，省委书记刘赐贵
又再次到海口市调研“菜篮子”保
供稳价工作。短短 6 天之内，省委
书记两次调研“菜篮子”，充分反映
出我省对保供稳价工作的高度重
视，充分说明了做好“菜篮子”工作
的重要性。

省委、省政府“菜十条”和 9 月 6
日我省“菜篮子”保供稳价专题会六
条意见，切中要害，契合实际，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为做好我省
“菜篮子”工作明晰了方向。各级
党委政府要以钉钉子精神认真抓
好落实，确保百姓享受到政府的政
策红利。

要确保我省“菜篮子”保供稳价
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需要各级党
委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浓浓
的为民情怀，扎扎实实抓出实效。
一日三餐的吃菜问题是重大的民生
问题。当老百姓不断用菜价、菜品
衡量生活的品质、幸福的指数时，让

“菜篮子”拎得更轻更稳则更体现其
重大民生价值。“菜篮子”一头连着

市民，一头连着菜农，还关联着城市
管理、城市环境。让市民吃上价格
实惠、品质优良的蔬菜，为菜农提供
更多创收渠道、增加收入，是百姓的
热切期盼，更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
的责任。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主动作为、积
极作为，让政策红利体现在老百姓

“菜篮子”和餐桌上。
要确保我省“菜篮子”保供稳

价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需要各级
党委政府以扎实的作风，拿出硬招
实招，做到全链条发力。“菜篮子”
工程既有规划建设问题，也有监督

管理问题，头绪繁多，涉及面广，须
条块结合，部门配合，才能解决问
题，提高效率。要明确责任，协调
联动，形成合力。各地要因地制
宜，从种植、流通、销售等环节发
力，通过合理规划种植、增加批发
网点、保障市场供给等方法，切实
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保
障蔬菜、副食品市场价格稳定。从
实际情况看，连日来，各地通过多
措并举，在保供稳价上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如海口市通过提前
加大采购，发放摊位补贴等方式，
力保“双节”期间市场货足价稳；海

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在全市 4 个区
新增 40 个“菜篮子”社区平价菜便
民网点，充分保障平价菜供应；儋
州市从 9 月开始，对城乡低收入群
体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 100 元的猪
肉价格补贴；三亚市有关部门从 8
月 30 日开始紧急储备冻猪肉，采购
冻猪肉 500 吨保障市场供应等。保
供稳价是一项硬任务，需要实实在
在的硬措施、实招数。我们相信，
只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狠抓
落实，协同配合，措施得当，推进有
力，市民的“菜篮子”必将更加丰
富、安全、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