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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牢“菜篮子”做好保供稳价

本报三亚1月2日电 （记者徐
慧玲）1月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
市发改委获悉，三亚市发改委提前部
署2020年春节期间“菜篮子”保供稳
价工作，目前已在该市74个保基本
平价网点组织蔬菜投放，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西芹每斤2.98元、大白菜每斤
1.8 元、菜心每斤 3.98 元……1月 2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三亚市胜利路购
物广场旺豪超市的蔬菜区看到，蔬菜
品种丰富，价格相对实惠，吸引了不
少消费者选购。

三亚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蔬菜保供稳价方面，元旦前及期
间，三亚市发改委扶持平价蔬菜联盟
企业调运省外蔬菜品种投放到三亚
市政府蔬菜应急投放批发点，并在
74个保基本平价网点组织蔬菜投
放，投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至2020年1月6日，共计7天。春节

前及期间，将分阶段组织蔬菜应急调
运和投放，并在74个保基本平价网
点组织蔬菜投放，投放时间从2020
年1月15日至2月10日。同时，协
调农业部门在抓好冬季瓜菜生产的
同时，结合旅游旺季需求，合理安排
蔬菜种植面积，确保本地蔬菜主要品
种供应，做到量足、价稳。

在肉品保供稳价方面，三亚市发
改委将牵头组织三亚市商务局、三亚
农投集团公司等相关单位，加强市场
价格监测预警，做好春节期间市场猪
肉及其他肉品价格调控。在确保三
亚农投储备1000吨冻猪肉的基础
上，三亚市发改委积极引导市场主体
加大肉品和肉制品储备；在继续抓好
设在农贸市场的8个猪肉公益性铺
面冻肉（猪肉、牛羊肉）投放外，还将
在春节前启动15个大中型超市保基
本猪肉（冻肉）惠民活动，进一步保障
市场供应，平抑市场价格。

三亚在74个保基本平价网点投放蔬菜

供足惠民菜 欢心迎春节

本报海口1月2日讯 （记者罗
霞 通讯员王立明）海南日报记者1
月2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我省正
通过加强“菜篮子”产品市场巡查和
价格监管、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等
举措，保障“菜篮子”物丰价稳。

围绕农副产品、节日特色消费
品、交通旅游、商业零售等重点领域，

我省积极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其中
包括加强猪肉批发和零售环节市场
价格监管，严厉打击串通涨价、囤积
居奇等价格违法行为。严肃查处不
按规定明码标价、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价格欺诈、哄抬价格、违规涨价、
价外收费等违法行为，及时妥善化解
价格矛盾纠纷。

按照要求，我省各地市场监管部
门每日派执法人员对所辖集贸市场、
商超、摊位等进行市场价格检查，密
切关注市场价格动态，尤其是猪肉等

“菜篮子”产品价格情况，确保我省
“菜篮子”产品自由流通、价格平稳，
市场规范有序。以规范市场明码标
价为抓手，通过对经营者、行业协会

等进行约谈、提醒、告诫等方式，多措
并举，引导、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减少
价格违法现象发生。

在海口，海口市市场监管局近日
对各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便民
疏导点、大型商场和超市、猪肉供应
企业进行约谈；敦促各企业经营者
依法诚信经营，做好销售商品的明

码标价工作，告诫生产企业不得在
生产流通环节随意自立名目收费，
加收各种附加费用，各农贸批发零
售经营者要合理定价，不得在春节
期间趁机哄抬价格、囤积涨价，如
检查过程中发现不执行明码标价、
囤积居奇、操纵价格、缺斤少两等
违法行为，将依法从重处罚。

我省加强市场监管，保障“菜篮子”物丰价稳

严厉打击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

海南电网与省政务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数据多跑腿
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伍昭静 龙致）
近日，海南电网服务平台与海南政务服务网完成
系统对接，实现电网与政府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共
享。电费查询、用电新装等34项办电服务均可在
海南政务服务网上查询和办理，企业、群众办电将
更加便利快捷。

以小微企业申请报装用电为例，客户可通过海
南政务服务网“一网通办”栏目跳转至海南电网服务
平台，系统可自动关联获取用电客户的营业执照等
电子证照及相关材料，客户只需要填写用电地址、用
电容量、用电性质等信息，即可提交用电申请。

“接下来只要等客户经理上门服务就可以
了。”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客
户提交用电申请后，工单将自动传递至海南电网
营销系统，并实时派发至各个供电所，由供电所安
排客户经理直接上门服务，实现客户办电“一次都
不跑”。信息共享也便于海南电网提前了解客户
用电需求，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据了解，海南各市县办电业务也陆续接入当
地政务服务平台，如在海口市椰城市民云App上
可以办理电费查缴、服务咨询等功能。同时，海南
电网持续为客户提供互联网服务新体验，线上业
务办理比例已达99%以上。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黄立明

独具民族特色的舞蹈表演《钻
木取火》令人震撼，黎族原生态歌谣
《达达瑟》更让游客感受到当地的民
族风情……2019 年 12 月 28 日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二场“畅游
夜保亭”活动在七仙广场举行，为市
民游客带来一场夜间旅游消费的精
彩活动。

从2019年11月开始，为了着力
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新业态，全面
推动以旅游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消
费增长，打造“昼看景，夜出游”的旅
游环境氛围，保亭决定至2020年 9
月，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举办一场

“畅游夜保亭”活动，以“文化+旅游”
点亮夜间经济。

民俗文化成引客新亮点
在2019年11月的首场“畅游夜

保亭”活动中，美食和农副产品展销、
展演非遗项目、夜间演出互动为此次
活动的3大亮点。

融入了黎族传统文化、民俗风情
的竹木器乐表演，以及竹竿舞、火把
舞、平安舞、打碗舞等多个传统歌舞，
并伴以篝火晚会和嬉水狂欢两大保
亭地方特色仪式，众多的体验活动既
让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也创造了新
的旅游消费增长点。

“保亭的气候条件很适合开展夜
间活动，得知今天有活动我又和家人
准时过来了。”2019年12月28日晚，
第二次参加活动的“候鸟”老人王莺
莺高兴地说。

“我们此次活动以‘篝火+嬉水’
两大民族文化活动为特色，营造了
一场‘夜玩’盛宴，吸引千余名群众
携亲带友参与活动，活动当天也掀
起‘看景+购物’的热潮。”保亭县旅
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带旺保亭夜游市场
“保亭拥有两个5A级景区，以及

一大批风景秀丽、民族风情浓郁的美
丽乡村，但县城的旅游，尤其是夜间旅
游消费的发展一直是保亭发展的短
板。”保亭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此保亭紧抓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的机遇，多措并举点亮夜间经济。

开展“畅游夜保亭”活动是其中
一项举措。活动集中邀请各乡镇的
农户及商家在该县爱心扶贫集散市

场和七仙广场北侧廊亭两个场地，展
销农副产品及特色美食，以此带动扶
贫消费。

“畅游夜保亭”活动也延长了游
客在保亭的停留时间。“我们本来打
算在保亭呀诺达景区游玩后直接返
回三亚，后来听到导游介绍说周六晚
上有活动，就想着过来体验一下。”来
自广东的游客郭明旭说。

未来，保亭还将持续做好七仙岭
景区、保城河道的夜间优化工作，打
造多彩城市夜景，着力构建城市夜间
魅力。同时，将继续组织开展系列旅
游消费活动，推广保亭旅游形象，规
划建设好夜间经济聚集区，形成布局
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
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

（本报保城1月2日电）

保亭举行夜间文化惠民活动助推旅游消费

文旅结合点亮夜经济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王晋）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管理
局近日印发《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医生专家人才吸引及创新药械使用奖励暂行办
法》，单个专家医生年度最高可获得60万元奖励。

此外，经乐城先行区医疗机构认定需求并提
前提出申报，省内或与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建立合
作关系的三甲医院高级职称专家医生，在乐城先
行区年度累计开展诊疗工作不少于80小时的，将
被给予3万元奖励。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招商部负责人介绍，《办
法》适用于在园区执业的所有符合条件的国内外
医疗团队及专家医生，重点突出国际领先的创新
药械在乐城先行区的应用，鼓励引进创新药械完
成首例创新药械具体落地应用。

乐城先行区完善引才机制

医生做手术每人每年
最高可获60万元奖励

完成治疗或1类至2类首例手术

奖励1.5万元/例团队

年度使用创新药械落地首例及累计数量
综合排名前3名的团队

按实际情况，给予10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奖励

完成3类至4类首例手术

奖励3万元/例

10例以上 奖励2万元

针对3类至4类创新药械手术
年度累计完成

最高奖励不超过60万元

应用创新药品、医疗器械

个人
20例以上 奖励6万元

30例以上 奖励 12万元

50例以上 奖励25万元

制图/孙发强

陈苏厚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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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促销

开展多项主题促销活动

本届海购节主题活动丰富多
彩，分别针对国内消费者、国外游
客，从线上、线下两个方面开展多
项主题促销活动进行宣传营销，
吸引消费。

据介绍，线上开展了“走进海
南、品味海南、走遍海南、爱上海
南”4项促销活动。

线下方面，主要针对国内消
费者举办了开往海购节的列车、
主播带你“购”翻天、《听见什么
拿什么》海购节促销广播专栏、
海购 lucky王、“海购金秋欢乐
购”商圈大促销活动、嗨购·品牌
直销、“谁是超级导购”商家互
动、“赏味海购节”餐饮主题促
销、“海购狂欢夜”事件营销活
动、评选最受欢迎商家等12项
促销活动。

2019年（第四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圆满闭幕

海购节，全岛“嗨”购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第四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圆满闭幕。12月6日至31日，26天时间里，第四

届海购节期间全省上千家商家推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创意新颖、体验感强的系列主题促销活动，全省市县共参与、
零售餐饮全覆盖、线上线下大促销，营造了“实惠购物、欢乐购物、放心购物”的热烈氛围，掀起海南年末购物热潮。

氛围热烈

商家、消费者点赞海购节

本届海购节的主题促销活动，吸引了百万消
费者参与其中，实惠、欢乐、放心的消费环境，更
是让商家、消费者不断点赞。

“没想到展览这么火爆，我们家的水果两个小
时就卖出了400斤左右。”“我们每年都来这个展会，
在这个展会上销售比在其他展会上销量更好。”12
月14日，在2019年海南名特优商品展暨琼匠文化
博览会上，参展商如是说。据介绍，名特优展是
201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本届海购节主办方负责人介绍，海购节通过
打造一系列形式多样、创意新颖的主题促销活
动，营造实惠购物、欢乐购物、放心购物的热烈氛
围，目的就是要让广大消费者得到真正的实惠，
享受到在海南购物的快乐。

本届海购节由海南省商务厅主办，各市县政
府、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公安厅、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海汽运输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铁路有限公司等单位协
办，南海网承办。

带动消费

28个重点商家零售总额逾30.6亿元

海购节自2016年举办以来，积极搭建活动
平台、以企业为活动主体，市场化运作方式，坚
持“大众参与、共促消费”，赢得了广大消费者
及商家的欢迎。

本届海购节活动期间，众多商家集中开展
商品打折促销、品牌优惠和特价展销活动，如

“海购狂欢夜”营销活动组织重点商家开展“半
价优惠”、“一折抢购”优惠快闪促销；“嗨购·品
牌直销”活动整合跨行业重点品牌商家，携精
选产品，以全年较低价进场直销。

12月14日，2019年海南名特优商品展暨
琼匠文化博览会在三亚大东海广场开幕，老字
号、知名品牌、文化创意等70家海南优秀企业
参展。据统计，该展会举办3天人流量达5万
人次，商家销售额达400多万元。

根据不完全统计，日月广场、望海国际广
场、三亚夏日百货、首创奥特莱斯等28家参与
海购节亮屏活动的商家在本届海购节中的商
业零售总额已经达到30.6亿元。

2019年 12月14日-16
日，2019年海南名特优商品
展暨琼匠文化博览会在三亚
大东海广场举办。

（组委会供图）

（撰文/洪祊能）

◀上接A01版
1988年6月至1990年1月任海南省
农垦总局（总公司）局长（总经理）、党
委书记，1990年1月至1997年1月
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97年1
月至2003年1月任海南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2003年12月退休。

陈苏厚同志住院治疗期间，省
领导多次前往或委托他人前往医院
看望，并指示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给
予治疗和抢救。陈苏厚同志逝世
后，省领导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哀
悼并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陈苏厚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定
于2020年1月5日（星期日）8：30
在海口殡仪馆举行。

亲属联系电话：13807586386、
13322012816

单位电话：0898—65381511
（传真）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0年1月2日

1月2日，市民游客在三亚市政府保基本蔬菜品种平价专营区选购蔬菜。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