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邓海宁）1
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局获悉，2020年元旦假期，海
口各旅游景区节庆活动全面启动，为广大
游客带来丰富的节日盛宴。

当天上午，海口火山口公园内游人
如梭，充满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以“旅游
带动消费，消费丰富旅游”为主题的“火
山口新年旅游消费节”正在这里开幕，激
情澎湃的舞狮表演、快乐活泼的竹竿舞

蹈、情深意长的树叶吹奏、悠扬动听的火
山山歌……赢得了现场市民游客的阵阵
掌声，演出期间还加入了抽奖送礼环节，
精美的奖品给市民游客带去幸福满满的
节日祝福。

此外，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长
影环球100奇幻乐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
物园、骑楼老街等海口景区景点当天也都
纷纷推出了各种特色节庆主题活动，吸引
市民游客前往游玩。

休闲旅游人气爆棚

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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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
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海
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该公司已在全市 26 个农贸
市场设立直营摊位售卖冷鲜
肉，所有猪肉品种售价均不超过
27元/斤。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
文华农贸市场看到，市场中间有3
个摊位挂着“罗牛山放心肉”字样
的横幅，前来购买猪肉的消费者
把摊位围得满满当当。

“排骨和五花肉都是25元一
斤，比之前便宜了近一半。”家住

金碧文华小区的业主赵从燕好不
容易抢到了3斤排骨。

据介绍，海南罗牛山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的冷鲜肉直营摊位已
入驻海口26个农贸市场，直营摊
位每天从6时30分开始供应，不
到9时就全部售罄。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
郭萃）海南日报记者1月1日从海
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获悉，为切
实抓好元旦春节“两节”菜篮子保
供稳价工作，该集团提前谋划开
展节日保供稳价专项行动，目前
已调运储存蔬菜1140吨，1月中
旬前还将落实300吨市级储备冻
猪肉投放市场。春节“特殊菜”将
于1月13日起供应市场，持续供
应至2月8日。

在基地生产方面，菜篮子产
业集团蔬菜基地种有菜心、小白
菜、上海青、空心菜等数种市民日
常食用的蔬菜品种，待采收蔬菜
量约180吨。已种植春节期间市

民需求量大的“特殊菜”（水芹、甜
菜、蒜苗、香菜）共170亩，产量约
285吨，目前已陆续上市，计划于
2020年1月13日起平价、大量供
应市场，持续供应到2月8日。

同时，菜篮子产业集团组织
调运“候鸟”、外地游客及本地市
民喜爱的外地蔬菜品种，做好蔬
菜储备。目前菜篮子冷库库存蔬
菜有 1050 吨，主要品种包括土
豆、外地大白菜、莲花白、胡萝
卜、白萝卜、大蒜、冬瓜、南瓜
等。调运在途的蔬菜还有土豆、
白萝卜、大白菜等时令蔬菜 90
吨。该集团将根据元旦春节市场
运行情况调整增加蔬菜调运及投

放量，充分保障市民游客的消费
需求。

此外，菜篮子产业集团还加
大冻猪肉投放力度，近几日，84个
菜篮子直营网点的政府储备冻猪
肉日均投放量达10吨。该集团
按计划于1月中旬前落实300吨
市级储备冻猪肉。

截至目前菜篮子产业集团已
有215个网点，下一步将会同合
作企业探索通过“线上+线下”销
售、直销车进小区等新模式增加
布点。市民可通过椰城市民云

“菜篮子”栏目及菜篮子集团公众
号了解平价菜、“放心猪肉”的品
类、价格及各销售网点位置。

减免进岛瓜菜
运输车辆过海费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
彤彤）为进一步降低岛外瓜菜进入我
省物流成本，增加岛内瓜菜供应，省
交通运输厅近期采取多项措施，保障
我省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畅
通，有效降低鲜活农产品运输成本，
保供稳价。

据悉，省交通运输厅已牵头制定
了《海南省进岛瓜菜过海费用补贴工
作方案》，对进岛瓜菜运输车辆实施
过海费用减免工作。针对通过琼州
海峡客滚运输通道运输瓜菜占全车
满载货物的80%以上的进岛运货车
辆，减免包括客滚船车辆进岛运费、
港口作业包干费、货物港务费和1名
司机的过海客票费用。

省交通运输厅还将对进出我省的
整车装载、无超限超载现象且证照齐全
有效的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分别免征
3天车辆通行附加费；对运输鲜活农产
品进出岛的车辆，采取优惠琼州海峡轮
渡运费和港口客滚作业包干费措施。

同时，我省对运输鲜活农产品进
出岛的车辆实行优先办理免收车辆
通行附加费手续、优先办理轮渡手
续、优先装船等措施。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罗
霞）多措并举保障猪肉市场供应，鼓
励蔬菜批发企业加大叶菜投放量，扩
大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海
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商务厅获悉，我
省正积极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
间市场供应工作。

针对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压

力大、安全生产严峻、消费需求多样
等形势，我省要求各市县商务部门主
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深入
批发市场、超市、农贸市场、商场等经
营一线调研走访，摸清市场供求情
况，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
基本生活需要。特别是针对低温寒
潮等极端天气、非洲猪瘟及其他影响

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多，早筹划、早准
备、早储备，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
慌。

按照要求，我省各市县商务部门
积极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做好产销衔
接，拓宽货源渠道，丰富商品种类，增
加库存数量，确保节日商品供应充足
到位；多措并举保障猪肉市场供应，

防止脱销断档；采取措施加大牛羊
肉、禽类肉等替代品的供给；积极扩
大粮、油、菜、蛋、奶等主要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鼓励蔬菜批发企业加大
叶菜投放量，特别是做好甜菜、水芹、
香菜等“节日菜”的供应。

为激发消费潜力，我省要求各地
创新谋划一系列商旅文、游购娱融合

发展的节日消费供需对接平台；引导
重点流通企业等主体开展“年货节”

“美食节”等形式多样的消费促进活
动，增加特色农副产品、节庆商品、节
日餐饮等商品和服务有效供给；密切
关注猪肉市场供应和价格变化情况，
切实加强猪肉市场监测，确保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

去年投超千万元
“编织”菜篮子

本报万城 1月 1日电 （记者袁
宇）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万宁市政府
相关部门获悉，2019年以来，该市已
投入1600万元用于常年“菜篮子”基
地菜田改造及基础设施完善。截至
目前，万宁冬季瓜菜种植面积累计达
4.5万亩，总产量约5.6万吨，主要种
植菜心、上海青、空心菜等30余个品
种，蔬菜自给率达到60%。

据介绍，去年以来，万宁已建成
一批排灌设施，对稳定蔬菜生产起到
积极作用。该市也将继续落实鲜活
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优惠政策，对
进出万宁的整车装载、无超载超限现
象且证照齐全有效的鲜活农产品运
输车辆，分别免征3日车辆通行附加
费，打通蔬菜的运输环节。

为进一步提高蔬菜供给能力，万
宁市将建立岛外蔬菜供应调节机制，
引导和鼓励蔬菜运销企业与市外蔬
菜生产和批发企业深化合作，同时引
进具有蔬菜生产基地的市外大型蔬
菜产销企业入驻万宁，并支持和培育
直供直销、城市共同配送、农产品电
子商务等现代化流通模式，减少蔬菜
流通环节。

我省积极做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

放心，年货量“杠杠的”

26个农贸市场可买到罗牛山平价冷鲜肉

海大冬季小学期
邀百余名专家授课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李布明）海南大学2019-2020学年度冬季小学期
2019年12月30日启动，开设时间为2019年12
月30日至2020年1月12日。其间将共开设106
门课程，举办102场学术讲座。陈晓亚、桂建芳、
方滨兴、马建章等4名院士将受邀为该校本科生
授课。

根据校方关于冬季小学期提质保量的要求，
各学院要确保邀请的专家中50%具有国家级专
家头衔。据统计，海南大学本学年冬季小学期共
邀请专家185人，具有国家级专家头衔的高层次
学者120人，其中，院士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4人，千人计
划、万人计划、“四青”头衔专家25人，国务院学科
评议组成员、国家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
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57人，所邀请的专家学者是
历届冬季小学期中人数最多、规格最高的一届。

据介绍，海南大学为借助外脑引智兴教，实现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从2008年开始实施春、秋、
冬季“两长一短”三学期制改革，充分发挥海南特
有的“热带、海洋、旅游、特区”地缘优势，聘请国内
外高层次“候鸟型”专家、学者、名师于冬季来校为
本科学生授课，打造海大独具特色的冬季小学期
高端教学平台。

2019年7月18日，海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自2019年起全省所有本科高
校实施冬季小学期制，搭建柔性引才及人才培养
新平台。

本报那大1月1日电（记者刘袭 特
约记者李珂）10万只风车在儋州市的海南
石花水洞地质公园内汇成五颜六色的风
车海洋，以独特的景观在新年的第一天迎
接游客。1月1日，第二届海南儋州绚彩
风车节举行，儋州给省内外游客献出丰富
多彩的迎新年旅游活动。

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是海南唯一
的原生态地质公园。1月1日海南日报记
者走进景区，看到草地上成片地插满小风
车，景区内的道路两旁，树立近2米高的大
风车，高高的树枝上挂着风车，还有风车

长廊、风车彩虹桥、风车体验区、风车花
海、立体热气球等，五颜六色的风车随风
转动，景区变成童话世界。风车景观最受
亲子游客人的喜爱，小游客欢呼雀跃，白
沙赶过来的游客林春燕说：“小孩看到风
车很喜欢，感觉很好玩，进入景区像来到
儿童乐园。”

据悉，当天有省内外上千游客进入景
区游玩。

当天儋州其他景区也推出不同主题、
不同风格的迎新年旅文融合活动，向国内
外游客展示独特人文魅力。

10万风车绚丽多彩儋州

本报万城1月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
员吴鹏）1月1日，万宁市在兴隆凤凰山举
行“新年登高新气象、健康生活步步高”千
人登山活动，近千名社会各界群众、体育健
身爱好者以徒步登山的方式喜迎2020年。

当天9时30分许，鸣笛声响，近千名
登山者从兴隆侨乡国家森林公园大门牌
坊向凤凰山进发。本次登山活动全程6.6
公里，分为公路和森林越野路段，终点站
设在兴隆咖啡谷，登山者在徒步登山过程

中不仅可以尽情感受凤凰山的美好风景，
在终点站，还能品尝到万宁特色美食，领
略兴隆侨乡风情。

据悉，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万宁
市兴隆华侨农场西北部，占地面积达4万
多亩，平均海拔高度在150米以内，原始森
林保存完好，山上原生态热带雨林种类多
达2500种，森林覆盖率达85.1%。

本次活动由万宁市旅文局主办，海南
可可奈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万宁 近千人共登凤凰山

屯昌电音美食嘉年华
4日举行

本报屯城1月1日电（记者贾磊）穿越网红
星空隧道、品美食、赏电音……海南日报记者1月
1日从屯昌县有关部门获悉，2020年海南（屯昌）
电音美食嘉年华活动将于1月4日在屯昌县文体
公园举行。

据悉，1月4日上午，屯昌将举行打折促消
费-商超年货月启动仪式，当地主要商场都会采
取打折促销等方式促进消费。

1月4日下午至晚上，在文体公园将上演电音
美食派对。活动现场将向观众展示屯昌“一镇一
味”特色美食，并为屯昌美食进行推介，通过活动
的影响力，让屯昌全域美食得到集中宣传推广。
期间，屯昌县还将首次举办汽车展。

此次活动由屯昌县政府主办，屯昌县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承办，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执行
落地。

抓牢“菜篮子”做好保供稳价

调运储存千吨平价菜

万宁海口

2019 年 12 月 30
日，海南华侨中学举行
2020 年元旦文艺晚
会，国际部中美班的中
外学子一起表演节目，
喜迎新年。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中外学子
“比心”迎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海南省军区幼儿
园，孩子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舞龙舞狮送福，
并通过参与写对联、
剪窗花、包饺子、做花
馍、唱琼剧、抬花轿、做
糖画等游戏活动，来感
受中华民族传统民俗
文化的欢庆与吉祥，喜
迎新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三亚1月1日电（记者徐慧玲 特
约记者陈文武）“崖州城外南山寺，新年钟
声送吉祥”。1月1日凌晨，三亚南山寺僧
与近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撞钟迎新
年的传统习俗，敲响了祖国最南端的108

响吉祥钟声，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
庆2020年的到来。据了解，南山寺新年祈
福撞钟活动从1999年开始，连续举办了20
年，每年都吸引数千游客前来祈福，目前已
形成海南民俗节庆文化活动的一大亮点。

三亚 南山敲钟祈福迎新

体味民俗
共庆元旦

东方一景区获批
为国家2A级景区

本报八所1月1日电（记者张文君）海南日
报记者1月1日从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获悉，位于东方市八所镇海景路沿线西侧的海东
方沙滩公园景区，日前被批准为国家2A级旅游
景区。自此，东方市有了首个国家A级旅游景
区，实现零的突破。

据悉，海东方沙滩公园景区占地约16万平方
米，海岸线全长2800米，南起富岛酒店以南200
米，北至港门村头，北邻海滨北路，交通便捷。景
区内有百福石雕、亲子游乐园、健身广场、时光隧
道、书苑、风情街、观海平台等配套设施，种植棕
树、椰子树等20多个品种共1000多棵的景观树
以及三角梅、黄金叶等20多个品种5000多株花
卉植物，属于以自然沙滩资源为依托，集观光、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滨海景观公园。

“该沙滩公园的建设，能解决海景路沿线一带
的环境问题，提升东方市的城市形象和品质，吸引
更多游客前来旅游观光，从而促进东方旅游产业
发展，加快建设宜居宜游宜业的热带滨海花园城
市。”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加快鱼鳞洲景区创建国家3A级旅
游景区和俄贤岭风景区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工作。

◀上接A01版
2019 年，海垦控股集团以“八八战略”为

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培育和打造一批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产业集团，推动海南农垦发展成为
全省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国家热带现代农业示
范区。

“资产总额的提升，不仅可以优化企业资
产结构，更能提升企业投融资能力和防范风险
能力，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海垦控股集
团总会计师彭富庆介绍，对于资本市场而言，
资产总额是衡量企业实力的重要指标。随着
企业规模扩张，该集团吸引力不断增强，“朋友
圈”不断扩大，能进一步吸引诸多国内外优势
企业洽谈合作。2016 年至 2019 年，该集团累
计融资额超80亿元。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业侨
表示，今年，海垦控股集团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积
极推动全省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
略性重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努力打
造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热带高效农业领域本土化招商引资和投融
资平台。

海垦控股集团资产总额
突破6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