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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1月12日从海口市
相关部门获悉，按照海口市近日出台
的《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菜篮子保供
稳价工作方案（修订版）》，今年春节期
间海口力争使17种基本蔬菜均价下
降15%、猪肉均价下降10%，水芹、甜
菜、蒜苗、香菜4种“特殊菜”春节期间
价格则不得高于去年春节。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1月 20

日-2月8日），海口将力保蔬菜、猪肉
供应充足，针对物价部门重点监控的
17种基本蔬菜价格要力争比节前（12
月1日-12月 25日）均价下降15%，
猪肉价格比节前均价下降 10%，而
光鸡、活鸡的整体价格较节前均价
涨幅不高于 15%。此外，海口 4种

“特殊菜”在春节期间种植面积达
1300亩，预计总产量1940吨，价格
将不高于2019年春节同期价格，全

市（含乡镇）农贸市场蔬菜、肉类不
断供。

目前，海口各职能部门已陆续完
成春节期间蔬菜及肉类生产供应及市
场预计需求情况的调查，并结合制定
投放计划，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及罗牛
山集团将积极对接岛外蔬菜基地与生
猪生产能力较强的地区，采购优质蔬
菜及冷鲜猪肉，确保各类蔬菜及猪肉
有序供应海口市场。

光鸡、活鸡方面，海口农业部门也
已预测春节期间光鸡、活鸡供应量，并
牵头加大春节期间市场活鸡供应，确

保海口每天活鸡供应6.5万只。海口
市发改委还将启动每日光鸡、活鸡市
场售价检测，对销售日均价格变动幅
度大于15%时进行预警，以防出现较
大供应缺口。

此外，海口市商务部门也已协调
组织市菜篮子集团、凤翔批发市场、加
旺批发市场、椰海批发市场等蔬菜运
销企业做好春节期间蔬菜调运工作，
并加强与岛内外蔬菜主产地合作，根
据需求做好春节期间的蔬菜调运工
作，加大“云菜”等外菜入琼调运量，保
证春节期间海口市每天外地蔬菜供应

400吨至500吨。
按照要求，蔬菜储备量需满足海

口5天至7天供应，为此海口将确保
市级3000吨储备蔬菜到位，在遇特殊
情况时及时投放。海口市菜篮子集团
则将在春节期间持续供应基本蔬菜品
种及3种“一元菜”，提前做好调运储
备，保障每日足量投放。春节期间，

“菜篮子”直营末端网点还将适时调整
营业时间，并确保每日投放平价菜不
少于35吨，同时结合市场需求情况投
放足量平价菜，以满足春节期间市民
需求。

海口力保春节蔬菜肉类供应充足
力争17种基本蔬菜均价下降15%，猪肉均价下降10%

抓牢“菜篮子”做好保供稳价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晴）当您接到“96110”号
码打来的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
诈骗或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请务必
及时接听，耐心听取劝阻，避免上当
受骗。1月10日，海南省反电信网络
诈骗中心在全省同步开通全国反诈
中心统一预警专用号码“96110”。

近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层出
不穷，执法部门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
度也在不断加大。为统一“反诈骗预
警、防骗咨询热线”，便于广大市民识
别和确认警方预警电话，根据国务院
部际联席办的要求，全国各地于近日
正式推出“96110”反诈中心预警热线
号码，部署“96110”反诈骗预警、防骗

咨询热线平台。1月10日，海南省反
电信网络诈骗中心预警专用号码

“96110”正式开通。
“反电信诈骗专用号码‘96110’

正式启用后，将专门用于对群众的
预警劝阻和防范宣传等工作。”海南
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负责人介
绍，当群众接到“96110”这个号码

打来的电话，说明其正在遭遇电信
诈骗或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请千
万别当作诈骗电话直接挂断，务必
及时接听并耐心听取民警的劝阻，
避免被遭遇诈骗。

同时，一旦发现涉及电信网络诈
骗的违法犯罪线索，也可以通过该专
线向省反诈中心进行核实或者举报。

海南正式开通反诈骗预警专号

“96110”来电 务必及时接听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显成效

临高数千亩毛豆丰收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吴晶）临高县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去年10月播种下的6000
多亩毛豆近日迎来收获，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的蔬菜新品种。海南日报记者日前在临城镇禄到
村毛豆种植基地看到，一串串沉甸甸、绿莹莹的毛
豆挂满枝头，上百名工人正在田间采收毛豆，一派
丰收景象。

海南临高理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钟冬明
表示，禄到村基地预计产量约800多万斤，亩产平
均达到1300斤至1500斤。“我们给村民提供种
子、化肥、农药，收获的毛豆也由公司负责收购销
售，村民没有后顾之忧。”

钟冬明介绍，毛豆是临高去年推广种植的冬
季“短、平、快”优良蔬菜新品种之一，采取“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从种到收实行供种、
指导、收购、加工、销售“五统一”的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带动农民种植毛豆增收。此外，企业还吸纳
贫困户到基地务工，为贫困户增收。

由于毛豆种植的时间短，3个月即可收获上
市，加之日常管理简单、产量稳定，平均每亩毛豆
能为农户增收4000元左右。禄到村驻村第一书
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杨庆书说：“今年毛豆丰
收，希望能起带动作用，改变村子农业产业结构，
引导更多农户来种植毛豆。”

据了解，临高计划毛豆种植面积扩大至1.5
万亩，同时吸纳更多农户加入，采取统一管理、公
司保底价收购，解决农产品的销路，带动农民持续
增收。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通
彬）1月9日至10日，海南日报记者
随三亚消防救援支队在该市部分小
区进行测试时发现，不少小区消防车
通道被占用现象频繁，有的小区里
800米长的通道，消防车要“走”近20
分钟，安全隐患重重。

火灾发生时，灭火救援争分夺秒，
因此消防车通道也被称为“生命通
道”。但如今，三亚市部分小区消防车
通道被频频占用，“埋下”不少安全隐
患。9日上午，三亚消防指战员用一
辆普通“体型”的消防车进入三亚市万

宝·威尼斯蓝湾小区进行了实地测试。
据现场考察，该小区只有一条主

要通道，消防车刚驶进就迎来了第一
道“难关”，原本4.8米宽的消防通道被
两辆私家车占用后仅剩下2.6米，消防
车只能缓慢通行。在住户集中区域，
狭长的主干道上私家车也排起“长
龙”，占据着消防通道的“半壁江山”。
短短800米的路段，消防车用了近20
分钟才勉强挤了过去。随后，消防员
驾驶车长12米的水罐消防车驶入小
区还不足100米处，便在转弯路口被
私家车堵塞无法继续前行。

此后，三亚市消防救援大队监督
人员又对该市部分小区开展消防安
全检查，发现消防车通道两侧树枝过
长对消防车通道造成阻挡、私家车堵
塞消防通道等现象，监督人员立即现
场要求小区物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整改。

为切实加强消防车通道管理，海
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从今年1月开始，
在全省集中开展为期5个月的“打通

‘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全省各
地消防救援机构将组织高层住宅小
区管理使用单位或物业服务企业，全

部完成消防车通道标线标志施划工
作。同时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
通道拒不改正，或因多次违法停车造
成严重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纳入消防
安全严重失信行为，并推动记入企业
信用档案和个人诚信记录。涉及违
反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部门还将依
法严肃处理。

消防救援部门提醒公众，消防车
通道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必
须保证畅通才能及时抢救生命财
产。公众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
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

“生命通道”被占 带来重重隐患
三亚某小区里800米的路，消防车要“走”20分钟

引进黑科技为农业护航

南繁基地有了
“昆虫情报员”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林
红生）近日，三亚南繁育种基地来了一
位“昆虫情报员”——昆虫垂直雷达。
它将通过昆虫自身的“回波”，用模式
参数计算出迁飞害虫的数量、体型、飞
向、高度等并形成监测数据，可对南繁
基地上空的迁飞昆虫进行预测预报，
保障国家南繁育种和海南农业生产的
安全。

据悉，这是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引进的昆虫雷达之一，同时引进的
还有两台车载昆虫扫描雷达。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
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卢辉介绍，昆虫雷达
是开展迁飞性害虫监测与研究的一种
重要设备。传统的昆虫监测设备通常
准确性不高，如草地贪夜蛾和水稻两迁
害虫危害着海南的玉米、水稻等粮食作
物，它们以迁飞形式转移，繁殖能力快、
较难监控。而新引进的昆虫雷达对目
标的识别能力精确度高，将有效对这类
迁飞性昆虫进行预测预报。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
保护研究所党委书记马子龙表示，此
次系中国热科院首次购置昆虫雷达设
备。3台雷达的配合使用，将提供更
多虫情预报信息，为海南及全国迁飞
性害虫防治提供及时的决策辅助信
息，为海南粮食安全、热带农业提供技
术支撑。

澄迈、文昌驾驶人考场开考

我省首次选定社会
考场开展驾考业务

本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
平虎）为进一步落实“放管服”工作，将
机动车驾驶人考点进一步延伸到市
县，经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验收通
过，澄迈、文昌两地交警大队机动车驾
驶人考场于1月9日正式启用。标志
着我省首次由县级交警大队通过政府
招投标方式，选定社会考场开展辖区
驾驶人考试业务，让考生可就近参加
所有科目考试。

“以前澄迈的学员要跑到灵山考
试，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考。”1月9日上
午，在澄迈老城畅达机动车驾驶人考
场，顺利通过驾驶证科目二考试的李
先生兴奋地说。据介绍，该考场位于
老城经济开发区美朗路9号，文昌交
警大队驾驶人考场位于文昌市文城镇
迈号墟，两地均可承担C1、C2准驾车
型的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每天可容纳
500人次考试，其中科目二300人次、
科目三200人次。

据介绍，考场启用初期，将优先受
理本市县辖区内考生考试申请，近期
内将根据琼北片区驾驶人考试工作实
际情况，陆续受理非本辖区考生考试
申请，保障各地考生尽快预约且就近
参加考试。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全省已办理1万余笔异地分科目考试
业务。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钟玲）1月12日清晨，在海口市世纪
大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行驶中
的小轿车撞向路边的群众，危急时刻，
正在现场执勤的协警朱施宇将身边的
群众一把推开，自己却因来不及躲避

被撞受伤。目前，朱施宇已被送至医
院救治，经初步检查无生命危险，事故
正在调查处理中。

据了解，1月12日1时许，海口世
纪大桥路段发生一起小轿车冲撞防护
栏的交通事故，致使多节交通护栏损
坏，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龙华大队夜间值班队员
朱施宇立即出警展开事故勘查、交通
指挥疏导工作。

为尽快恢复该路段交通秩序，海
口市交警支队通知维修单位对损坏的
护栏进行修复。期间，朱施宇将警用
摩托停放在事故现场路段来车方向，
并开启警灯设立警示标志，同时指挥、
引导途经车辆安全通行。

当天6时许，施工人员在对损坏
的护栏进行修复时，正在指挥交通的
朱施宇发现一辆小轿车似乎未察觉到
前方警示标志，未进行减速变道直接

向施工现场驶来，严重危及自己和一
旁工作人员徐某的安全。危急时刻，
朱施宇将徐某一把推开，自己却来不
及躲避，小轿车在撞击警用摩托后，摩
托车身撞向朱施宇，导致其受伤倒地。

“当时我都被吓蒙了，不知道是什
么感觉。”徐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
时自己正在专心维修护栏，并没看到
车辆行驶过来，如果不是被朱施宇及
时“出手”，被撞伤的肯定是自己，后果

难以想象，“非常感谢他。”
朱施宇今年23岁，现为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龙华大队八中队协警。
事发后他被迅速送至医院救治，经初步
检查，朱施宇多部位软组织擦伤，无生
命危险，正住院治疗。此外据海南日报
记者了解，小轿车驾驶员事发时正驾车
送女儿上学，事故发生后两人均未受
伤，现已排除肇事司机酒驾、醉驾、毒
驾，目前该事故正在调查处理中。

车辆快速驶来，撞向路旁施工人员

危急时刻他弃“自保”救工人
海南正能量

昌江海钢安置区（一期）
预计年底竣工交付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
员何信玲 钟文）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的海
钢安置区（一期）项目，是昌江重要民生工程，于
2018年12月开工建设。海南日报记者于日前获
悉，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施工方正对照时间
节点加快建设进度，预计该项目将于今年底竣工
交付使用。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钢安置区（一期）项目施工
现场看到，塔吊、布料机、挖掘机等各类机械正在
紧张作业，工人们正在浇筑混凝土、绑扎钢筋，现
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据介绍，该项目位于石
碌镇环城西路东侧，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占
地面积62.27亩，共建设安置房住宅楼9栋。项目
的建设将为该县棚改拆迁安置提供重要的房源保
障，并在改善棚户区住户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提
升城市品位等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

据海南海钢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罗才清介绍，项目已于2019年完成了3栋住宅楼
结构主体封顶，剩余6栋住宅楼已完成3层至10层
的施工进度，项目2019年已完成投资8043万元。

海南已成立600个
住宅小区业委会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张期望）1月1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业主委员会协会、海口
市业主委员会协会（以下简称省、市业协）共同举
办的新春团拜会上获悉，目前，全省4246个住宅
小区中，已有3293个引入物业管理，已成立业主
委员会600个。

近两年，海口业委会数量以每年约100家的
速度增长。同2018年年初相比，至2019年年底
已由218家新增至420家，成立比例由7.6%提高
到如今的14.5%，增长率92.6%。海南省业主委
员会协会秘书长、海口市业主委员会协会会长
肖江涛表示，与内地城市相比，海口业委会成立
的数量及比例依旧存在不足。以上海为例，全
市1万余个住宅小区，已经有超90%的小区成
立业委会。

2019年，在海口市政府推动下，由该市住建
局主管、协会组织实施的海口“12345+业主决策”
电子投票平台，在4个试点小区陆续启动运行，为
小区依法合规成立业委会、小区公共事务决策等
提供便捷化服务样本。

今年，省、市业协将继续加大统筹协调能力，
除积极构建相关职能部门与辖区物业管理、业委
会多渠道沟通联络机制外，还将加大力度指导海
口及省内其他城市住宅小区成立业委会，提高我
省住宅小区业委会成立数量和比例，助力我省社
会基层治理。

环岛高速大田互通通车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陈诗春）1月10

日，位于东方市八所镇那等村的环岛高速公路大
田互通立交工程段，往返的车辆正在立交桥上通
行，标志着东方环岛高速公路大田互通正式通车。

“目前，工程量已完成97%，还需进行绿化，
以及边沟、排水等排水工程建设。”该工程项目总
工彭福伟说：“我们正加快项目进度，预计春节前
全部完成。”

环岛高速公路大田互通工程项目是东方市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建设内容包括G98环
岛高速机场互通立交工程、东方市大田镇至四更
镇公路（大田互通段）工程、中信海直东方通用机
场连接路工程、东方通用机场供电工程和东方通
用机场连接线雨水工程。

“该工程连接大田镇、三家镇、四更镇等乡镇，
通车后不仅能方便乡镇群众出行，还能促进当地
经济的发展。”东方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工程还将同时连通东方通用机场，构建起便捷
交通网络，进一步优化东方的营商环境。

1月12日，海口市红城湖路，工人正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红火火迎新春。随着春节临近，海口大街
小巷陆续挂起红灯笼，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红红火火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