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措并举 保供稳价

本报那大10月7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郑艳艳）10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旅文
局获悉，国庆期间，儋州接待游客22.81万人次，
同比增长14%，实现旅游收入1.15亿元，同比增
长21%。

国庆节前，儋州市策划发布了赶海游、采摘
游、自驾游、亲子研学游等10条主题旅游路线，相
关旅文企业策划推出系列优惠促销活动，各景区
景点、旅游酒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量游
客前往。

儋州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长假，
儋州市还推出东坡书院、石花水洞两个重点景区免
门票活动，也有效带动激活全市旅游，儋州各乡村旅
游点共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1%。

儋州

系列优惠引客来
旅游收入破亿元

本报抱由10月7日电（记者易宗平）据乐东
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最新统计，10
月1日至7日，全县共接待游客6.28万人次、同比
增长7.2%，实现旅游收入3424.23万元，同比增长
7.88%。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乐东旅游业呈现两
大特点：一是自驾散客游成亮点。随着琼乐高
速公路的开通，旅游公共服务体系逐渐完善，自
驾散客游成为乐东国庆假日旅游的主角，全县
主要旅游景区自驾车明显增多，占旅游接待的
四成以上。二是高端滨海度假酒店开房率高。
国庆期间，该县龙沐湾旅游度假区、龙栖湾旅游
度假区、尖峰岭山上酒店客房爆满。

乐东

路通人气足
自驾成亮点

本报石碌10月 7日电 （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李德乾）热情桑巴沙滩秀、探秘棋子湾徒步探
险、有观百鸟群飞的趣味赶海……这个国庆假
期，昌江黎族自治县依托独特的山海资源，借黄
金周东风策划的精彩旅游活动，不仅炒热了旅
游市场，也收益明显。

海南日报记者从昌江旅游部门获悉，截至10
月7日，昌江全县共接待游客12.79万余人次，同
比增长7.5%，旅游总收入5429万元，同比增长
10.2%。同时得益于交通的愈发便捷，昌江在国
庆黄金周迎来一日游游客9.14万余人次，同比增
长7.7%。

昌江

拥山海资源
迎四方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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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6日12时-10月7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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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张
期望 计思佳 通讯员许晶亮）地瓜叶
每斤2.8元、西红柿每斤3.7元、空心
菜每斤3.2元……10月7日，在海口
市东门农贸市场的一块明码标价牌
上，清楚地显示着该农贸市场当天的
菜价。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多
个农贸市场走访时了解到，国庆假日
期间，海口农贸市场商家普遍执行倡
议价，菜价不涨反降。

“今天的空心菜比节前每斤降了

3角，排骨则每斤便宜了10元钱。”当
天上午，正在东门市场买菜的海口市
民谭丽高兴地说，以前一到节假日就
担心菜价上涨，这个国庆假日她却享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在美兰区美
苑农贸市场，市民陈军也同样感受到
了菜价的下降。“节前，每斤地瓜叶价
格在3.5元左右，国庆假日期间，这个
市场每天都保持在每斤2.8元上下。”
在美苑农贸市场，其他17种基本蔬菜
价格普遍比节前下降了15%左右。

据了解，菜价下降得益于一项措
施：国庆节前，海口60家种植养殖
户、农贸市场、超市、批发市场、便民
疏导点的蔬菜、猪肉生产、销售的相
关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联合发起倡议，
菜肉实行倡议价。在国庆期间（9月
30日至10月8日），小白菜、菜心、地
瓜叶等17种基本瓜菜和猪肉价格普
遍下降15%至20%。

在节日期间，海口各级政府也加
大保供稳价力度。为确保猪肉价格

平稳，琼山区对倡议价格执行到位的
农贸市场进行奖励，给予猪肉摊位每
头不少于100元的奖励补贴。全区
每天补贴猪肉摊位4.3万元，7天共
计补贴资金30万元。该区共计有42
个500户以上住宅小区，37个已有
平价菜销售点进驻。

在美兰区，该区商务局、物价局、
行政综合管理局、辖区街道办等相关
单位组成联合巡查队伍，在节日期间
对辖区各农贸市场进行联合巡查，杜

绝哄抬物价的情况发生。
据了解，节日期间，海口继续加大

各类蔬菜和猪肉供应，10月7日当天，
海口全市生猪供应量增加至 1113
头。为保障海口国庆假期瓜菜供应充
足，海口市菜篮子工程建设联席会议办
公室还印发《海口市国庆期间进岛瓜菜
运输车辆过海费用补贴方案（试行）》，
从10月1日零时至10月7日24时，给
予从岛外运进岛并在海口销售的瓜菜
批发商全额补贴过海费用。

奖励农贸市场倡议价执行到位，补贴批发商过海费用

国庆期间海口基本瓜菜价格普降

本报那大10月7日电（记者刘
袭 通讯员覃凯）儋州市多措并举保
障国庆期间市民“菜篮子”供应，海南
日报记者国庆期间在那大镇多家农
贸市场和超市走访看到，市场肉菜供
应充足，价格平稳。

10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中兴
农贸市场询问摊主得知，地瓜叶3元/
斤、芥菜3元/斤、上海青3元/斤……
主要蔬菜品种均未超过5元/斤，与国
庆节前的价格相比，均没有上涨。乐
卖特超市猪肉标价：排骨30元/斤，
瘦肉26元/斤，与国庆节前相比，价

格也没有上涨。
据悉，儋州从省外调入大量蔬

菜，在超市设立平价菜摊，大量供应
低价蔬菜，有效地平抑菜价。10月6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广百家超市平价
菜摊看到，原价2.98元/斤的红萝卜，
只卖1.68元/斤；原价每斤3元多的
小黄白菜，只卖1.98元/斤。新鲜猪
肉也推出优惠价吸引顾客，广百家超
市猪肉摊原价22.8元/斤的“一刀切”
猪肉，优惠价为18.8元/斤。这些肉
菜的价格，均比国庆节前降低不少。

“今天我家来客人，到农贸市场

买菜时，原以为国庆假期肉菜价格会涨
一些，到了农贸市场才发现，肉菜价格
和国庆节前差不多。”儋州市民王晓涵
说。10月5日，在中兴农贸市场、百佳
汇超市等买菜的市民普遍表示，肉菜
价格没有明显涨幅，对政府部门调控
市场、保障供应、平抑菜价感到满意。

国庆假期市民访亲会友，吃得好
吃得多，肉菜需求量也随之增多。儋
州稳定“菜篮子”价格领导小组办公室
会同该市发改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现
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等部门，多举
措加强市场价格调控，确保重要商品

市场供应和价格总体稳定。加强禽
肉、禽蛋和牛羊肉等猪肉替代品的供
应，缓解市场供应压力，积极从广西、
云南和海口等地调运10多个品种的
瓜菜，满足全市日均销售量和市民的
生活需求。同时，坚决打击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

据悉，儋州为确保国庆期间市场
肉菜供应，进一步加大对生猪出场成
本价格的管控，以平抑肉价。有关部
门密切关注粮油肉禽蛋菜奶等生活
必需品，以及当地居民消费特色商品
的价格变化，加强价格监测分析预

警，做好随时投放192吨冻猪肉平抑
肉价的准备。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水
产制品、水产品、猪肉、禽蛋、蔬菜、水
果等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确保节
日期间食品安全。

在稳定肉菜价格平稳的同时，儋
州对农村低保、城市低保、特困供养
人员、优抚对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
员、全日制在校大中专（含技校）学生
等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猪肉补贴，确
保低收入群体不因猪肉价格上涨而
降低正常生活水平，目前已发放猪肉
补贴271.69万元。

加大对生猪出场成本价格管控，给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猪肉补贴271余万元

儋州节日“菜篮子”货足价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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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国庆节长假接近尾声，来海南的游客陆
续返程。图为多名志愿者在港口服务离岛游客。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10月5日，志愿者在三亚鹿回头风景区为游客服务。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志愿服务
成亮丽风景线

◀上接A01版
“过去村里遇到红白喜事，都爱大操大
办，一两万元一天就花出去了。”在他
看来，村“两委”科学倡立村规，运用民
约管村，从人居环境整治到推进婚丧
喜庆和殡葬改革，一件小事一件小事
地引导村民，渐渐带来村风民风的整
体提升。

长安村的蜕变，是琼中加强乡风
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琼中
加快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建成乡村大
舞台116座、标准化卫生室84家、村
小组文化室 102 个、农村书屋 100
个，实现行政村文化活动场所全覆盖
的同时，充分发挥“一约二会”（村规
民约，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作
用，开展乡风评议活动，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抓产业，盘活“人地钱”资源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没
有产业，乡村吸引不了资源要素，也就
留不住人。

过去几年，长征镇南什村便一直
面临着这样的窘境。“村里产业发展滞
后，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导致不少农
田抛了荒。”南什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万家顺介绍，经过工作队及村“两
委”干部的多方考察，最终决定用一招

“借鸡下蛋”，盘活村里的50亩闲置荒
地，发展百香果种植产业。

由帮扶干部出面向银行争取金
融支持，南什村 5户村民申请到贷
款后，分别出资 5 万元抱团入了
股。“村里引进公司负责种苗、技术
与销路，我们只需负责百香果生长
期的管理工作，根本没有后顾之
忧。”南什村村民许明华说，这段时
间大伙儿抢着动手平整土地、搭架
子，百香果种植基地雏形已现，预计
年底便能迎来第一轮盛果期。

乡村产业一池春水被激活，如今
在琼中并非“盆景”。

上安乡什育村采取“村集体+公
司”的模式发展“短平快”巴沙鱼养殖
项目，中平镇南坵村将农村闲置房舍
改造为可经营的住宿业态，湾岭镇岭
门村将企业、村集体与村民的利益捆
绑起来发展养猪产业……琼中突破传
统思维模式，因村制宜盘活“人、地、
钱”三要素，产业兴旺正为乡村振兴注
入澎湃动力。

（本报营根10月7日电）

一手振人心
一手兴产业

◀上接A01版
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作为一名医
生，我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做好表
率，在本职工作岗位上投入更大的热
情，继续发扬劳模精神，努力为海南
建设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国
内市场和节庆处处长谢秋雄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振
奋人心，今天的中国不仅站起来了，
而且富起来、强起来，让他感到无比
自豪和骄傲，同时也激励着海南干部
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加快建
设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贡献力量。

“激动人心、深感振奋。”海南师

范大学教师王用玺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
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
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前进步伐”，这简短的话语向世界展
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王用玺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今年也是海南师范
大学建校70周年，学校一直在与祖
国同成长、共奋斗。我们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为海南培养
更多教师人才，为海南教育事业蓬勃
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让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的官兵
热血沸腾。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
走过的风雨历程，海口支队执勤一中

队中队长牛纪鹏深有感触地说：“习
主席的讲话犹如前行的号角，鼓舞斗
志，催人奋进，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肩上责任的重大。虽然我们只是普
通一兵，但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一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
强军重任，守卫琼岛一方平安。”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我更深刻感受到中国国力的强
大，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祝愿
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富
强！”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洪义乾表示，他将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把满腔豪情转换为工作动
力，在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道路上继
续努力奋斗。

到海南工作已有5年的新一代

台湾创业青年林瑞斌说，尤其听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提到“推动海
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
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
斗”时，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在海南
的5年时间里，林瑞斌感受到了海南
的巨大发展变化，感受到了海南乡亲
的亲切友好。包括海南在新一轮建
设发展中推出的“惠台30条措施”
等，都让他感受到了因海峡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林
瑞斌说：“海峡两岸人民文化同根同
源，很多台湾朋友们都期待两岸关
系可以越来越紧密，各个领域的交
流能够越来越频繁，大家得以共同
发展进步。”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凝聚奋进力量 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上接A01版
返程客流主要由探亲流、旅游流和学生流构成。
大部分旅客考虑到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客流量较
大，便已提前通过网络和电话订购了出行车票。

为应对国庆黄金周旅客运输返程客流高峰，
铁路部门挖潜扩能，环岛高铁海口东站10月1日
至7日最高开行列车达到了89.5对，以满足广大
旅客的出行需求。

港口：严格实行班轮化
海南日报记者10月7日从海南港航控股有

限公司获悉，国庆黄金周期间，海口各港口在严格
遵守班轮化基础上，密切关注码头车客情况，让司
机旅客顺畅进出岛。10月1日至10月6日，出港
车辆2.49万辆，同比去年增加11.37%，出港旅客
10.76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14.17%；进港车辆
2.80万辆，同比去年增加12.88%，进港旅客11.17
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9.72%。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谢
焕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班轮化运营要求各港口
按照“定码头、定班期、定船舶”模式发班，“以前
旅客订票时并不知道自己具体要上哪条船，上了
船后也不清楚具体停靠哪个码头，要听对岸调度
安排，而改变运营模式后，这些信息订票时就清
清楚楚了，航次也比以前增加一倍左右。”

让旅客平安快速返程

本报海口10月 7日讯 （记者计思佳 邓海
宁 通讯员郑郁凰）海南日报记者从10月7日下
午召开的海口国庆假日旅游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今年国庆黄金周，该市接待游客79.69万人
次，同比增长1.45%，旅游收入10.31亿元，同比增
长1.28%。其中，购物游、夜间游成为假日旅游市
场新亮点，刺激旅游消费一路高涨。

国庆假期，海口借助“国际旅游消费年”启动
之机，创新谋划打造消费品牌，依托海口乐购嘉年
华，全城联动举办系列优惠活动，释放了国内游客
和本岛居民的消费潜力。据推算，10月1日至7
日，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约20.51亿元，同比增长
8.5%，假日经济效应凸显。

随着海口夜间的文化、餐饮业态的不断丰富，
不少游客也选择在夜间出游，获得不一样的旅游
体验。国庆期间，各大夜市举行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促进消费、文化体验、创意生活以及评选活
动，传播海口夜市美食魅力，带旺消费。9月30
日至 10月 6日，海口 10家主要夜市接待游客
34.74万人次，营业额达1771.66万元。

海口

假期购物旅游火
夜间出游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