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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 20日讯 （记者傅
人意）生猪生产和供应关系到农民

“钱袋子”、老百姓“菜篮子”。海南日
报记者1月 20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连日来，我省通过拓宽生猪等肉
类供应渠道、强化冻肉储备、加大生
猪保供财政支持力度、引进龙头企业
增加生猪存栏等举措，全力推动生猪
恢复生产，确保春节期间生猪等肉品
市场供应稳定。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通过系列组合拳助力生猪等肉
品市场平稳供应。自 2019 年 8月 1
日起，加大对猪牛羊等冻品调入，截

至 目 前 ，共 引 入 省 外 猪 肉 冻 品
2672.63吨，牛肉冻品231.07吨，羊肉
冻品 975.42 吨。2019 年 12月以来，
为确保元旦、春节期间全省热鲜肉市
场供应，我省及时发动符合条件的屠
宰企业开展肉用商品猪牛羊“点对
点”调运，目前共有生猪 50168 头入
岛，有效补给市场不足。

在财政支持方面，省农业农村厅积
极争取省财政厅支持，整合2019年中
央现代农业发展资金7515.37万元，重
点用于省外种猪、仔猪的调入补贴。同
时，不断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加大力度
推广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保险。将能繁

母猪保险保额增加至1500元、育肥猪
保险保额增加至800元，扩大保险规
模，进一步增强生猪养殖行业抵御风险
能力。

“接下来，我省将大力发展生猪生
产规模化标准化养殖。重点发展年出
栏5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稳步提升
生猪养殖规模化率，着力提升生猪标准
化水平。”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海口、三亚、儋州、东方、临高
等市县全力恢复生猪生产，加大招商引
资，引入海南农垦、河南牧原、罗牛山、
温氏、新希望等畜牧行业龙头企业落户
建场，海南农垦草畜集团儋州30万头

生猪全产业链项目、新希望六合养殖有
限公司临高种猪场、海南温氏东方戈枕
种猪场、罗牛山三亚10万头猪场等项
目已开工建设，预计年新增出栏生猪
65万头。

据了解，各市县结合实际加大生猪
生产财政扶持力度，稳定能繁母猪和生
猪存栏。海口、澄迈等利用地方财政和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对生猪恢复生产及种
苗引入等环节进行补贴。此外，我省落
实仔猪及冷鲜猪肉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政策，2020年6月30日前，
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
辆，免收车辆通行附加费。

我省拓宽供应渠道，强化财政支持，引进龙头企业

多措稳定生猪生产 保障春节市场供应

本报定城1月20日电（记者郭景
水）今年春节期间，海城高跷秧歌表演
将亮相海南玉蟾宫庙会，从初一到初九
每天三场演出。海南玉蟾宫庙会至今
已连续举办十四年，已形成了省内外口
碑效应。

海城高跷秧歌起源于辽宁省海城
市，是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集舞蹈、音乐、喜剧、杂技为一体。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称之
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精粹“，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踩在木棍子上
的东方芭蕾“”华夏一绝“，已有300多
年的历史。海城高跷秧歌先后参加亚
洲艺术节、国际民间艺术节，出访美国、
日本等地演出，所到之处好评爆棚。海
城高跷秧歌曾经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前热身展演、2010年上海世
博会开幕式展演，荣获第四届中央电视
台舞蹈大赛银奖、原文化部群众文艺群
星奖金奖，以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表
演金奖等荣誉。

逛玉蟾宫庙会 赏海城高跷秧歌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娟
娟 郑晓菲）当万千网友还在讨论“为什
么年味越来越淡了”的时候，我省文博
单位正在把“文化味儿里过大年”从一
句口号变成一种常态。春节将至，海南
日报记者日前了解到，省博物馆、省图
书馆等文博单位推出系列活动，营造出
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

1月24日-30日，即大年三十至初
六，省博物馆将正常开放（大年三十中
午后闭馆半天），并在1月25日-27日
（初一至初三）推行夜间开放。期间，除
了“南溟奇甸”系列九大展陈外，还将举
办四个临时展览：“‘奋斗新时代 美好
新海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周年海南发展成就展”“海南村老歌
——临高百岁老人写真展”“陶瓷中国
——当代龙泉青瓷大师作品展“请到省
博来做年 海口年俗展示”，为大家送上
节日的文化盛宴。

展览精彩，活动丰富。春节期间，
海南省博物馆6号厅琼工坊将举行庚
子·传承·活态展演，黎锦传习所将上演
纺染织绣·黎锦活态展演，为广大市民
游客展现剪纸、炭画、贝雕、椰雕、鼻萧、
黎锦技艺等传统技艺。“中国红”遇上

“海博蓝”将碰撞怎样的海岛年？初一
至初三，省博物馆将开展扎染体验活
动，7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通过自己的
双手制作扎染的方巾、抱枕、围巾等，过
一个不一样的春节。省博请你来“做
年”系列活动也将同期举行，市民游客
可在微缩年货市集活态展、趣味游戏、
舞狮、琼剧、写福字、绞面、八音演奏等
活动中探寻年味。

迎新春、观展览、送祝福，在庚子新
年到来之际，省图书馆举办“墨香辞旧
岁 书韵贺新年”系列传统文化活动，为
广大市民奉上文化大餐。1月中旬至3
月下旬，省图书馆将联合市县图书馆等
单位开展文化进万家文化下乡活动，
为学校赠送书刊，举办阅读推广活动。

在1月13日到30日的印年画送
春联活动中，读者可以在馆员、志愿者
指导下，按照上墨、铺纸、拓印、晾干步
骤，体验春节主题版画拓印，作品还可
以带回家。春节期间，非遗武强年画
展览、“书香盈岁月 新桃换旧符”楹联
展、迎新春春联作品展等公益展览也
将陆续开展，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的节日”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则通
过诵读沙龙、电影鉴赏等，给喜欢读书
和电影的朋友献上一份节日大餐。

省博、省图推出丰富活动迎春节

客官，您的“文化大餐”已备好

本报文城1月20日电（记者李佳
飞 实习生黄敏茗）春节临近，海南各地
已充满浓浓年味。海南日报记者1月
20日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获悉，以“诗书礼乐”为主题的2020文
昌孔庙新春祈福庙会将于1月28日-1
月30日（初四至初六）在文昌孔庙举
行。

据悉，今年文昌孔庙新春祈福庙
会，除了传统的看花灯猜灯谜赢奖品的
内容外，游客们还可以穿上汉服，过状
元桥，在孔庙欣赏诗书朗诵，敬拜先贤，
撞钟祈福，参与挂福牌、国学小课堂等
一系列精彩活动，感受诗礼传承，祈愿
新年新气象。

为丰富游客们的新春体验，知名书
法家也将在现场即兴泼墨写“福”字，将

“福”送给前来孔庙的市民、游客；国学先
生将在现场为孩子开蒙启智，愿小朋友

们从此聪慧伶俐；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古
代礼仪投壶游戏，也将亮相庙会，供游
客们试一把手气赢取好礼。精彩纷呈、
雅俗共赏的活动形式，好看又好玩，适
合全家老小共同参与。

此外，为增加新春喜庆的氛围，深
受民间所喜爱的“福神”“财神”“仙童”
作为吉祥如意的象征，届时也会在孔庙
里“现身”，为幸运的市民游客送出新春
的礼物和祝愿。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
春节旅游民俗的一大盛会，文昌孔庙希
望能将儒家文化和传统庙会完美融合，
打造海南春节标志性的文化活动，让游
客真实体验浓浓的年味，品味传统文
化。

此次活动由文昌市旅文局主办，海
南云侠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文昌
孔庙协办。

穿汉服挂福牌 逛庙会猜灯谜
文昌孔庙春节文旅大餐邀您体验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舒敬）海南日报记者1月20
日从海南铁路轮渡了解到，1月17日
以来，海南铁路轮渡迎来节前高峰客
流，日均发送旅客1.7万余人次，发送
汽车4000余辆，且在19日迎来今年春
运以来最高峰，发送旅客2万余人次，
汽车4600余辆次，预计随着春节的临
近，过海客流量将继续攀升。

据了解，预约汽车在当次航班开航
前45分钟左右扎推到港待渡的现象较
为普遍，由于当前正处于春运高峰期，港
口客流量大、安检等级高，进港换票、安
检登船所需时间较平常有所增加。

为有效避免人在“囧途”的问题发
生，海南铁路轮渡建议旅客至少提前1
小时到港换票、安检候船，且由于海南
铁路轮渡航班均为定点开行航班，如
旅客未按预约规定提前45分钟到达港
口，港口将可能视情况安排其在下一
个航班过海。

特别提醒的是，海南铁路轮渡可微
信购票预约也可现场购票过海，旅客如
未在“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或椰城市民
云APP成功购票预约过海，仍可前往海
南铁路南港或北港现场购票过海。另
外，夜间过海能力有所富余，有条件的
旅客可选择夜间过海，错峰出行。

海南铁路轮渡迎节前高峰客流

过海车辆至少提前1小时到港待渡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李小青）海南日报记者1月
20日从2020年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工作会上获悉，2019年海口全
市接待游客2820.39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320.61亿元。2020年，海口市将多
措并举，做大“旅游+文化+体育”文章，
把海口打造成“时尚之都”和“演艺之
都”。

据了解，2019年海口市旅文融合
工作有序推进，旅游文化产品不断丰
富，产业发展稳步提升，旅游、文化、广
电、体育产业和广电事业发展取得新成
效。全市接待游客2820.39万人次，同

比增长5.60%，旅游总收入320.61亿
元，同比增长7.55%。

2019年，海口精心策划了跨年狂
欢季等一批文化、旅游、体育等品牌
赛事活动，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特色
旅游饭店、免税购物店、网红打卡地
和风味美食城等海口旅游地标，引进
系列精品演出和惠民演出，丰富市民
游客的文化生活，扩大海口城市影响
力，引进王力宏、莫文蔚、华晨宇等8
场演唱会，拉动了海口的住宿、餐饮、
购物等旅游消费，间接带动消费约6
亿元。

今年，海口将继续引进周杰伦、蔡

琴、五月天等7场以上的演唱会和海口
马拉松、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总决赛
（海口站）等6场以上大型品牌体育赛
事，全面落实人民剧场全年150场以上
精品和惠民演出，扶持不少于20场文
艺精品剧目演出，开展不少于75场次
的送戏下乡演出活动和不少于20场的
文化艺术主题活动，办好2020年非遗
展演活动，把海口打造成“时尚之都”和

“演艺之都”。
同时，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将积极拓展境内外客源市场，力争新
开8条境外航线，引进1家到2家外资
旅行社落户海口。开展中国入境旅游

营销大会，针对欧洲和美国市场进行精
准营销。

此外，还将做大“旅游+”文章，增
加优质产品有效供给，引进20家以上
帆船游艇俱乐部企业，开发帆船运动、
船艇观光、休闲海钓、海洋体验等不少
于10项海上旅游产品。举办龙船帆船
世界锦标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等
赛事活动。推动文化创意动漫游戏等
新兴产业发展。推行“电竞+旅游”模
式，推进电竞赛事进入旅游景区，策划
举办海口电竞旅游节。打造更多具有
海口特色的婚庆旅拍基地，力争引进全
国婚礼主持人大赛。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任爵一 李小诺）“咣”的一
声，矿泉水从自动售货机里掉下来……
1月20日16时35分，港籍在琼人士赖
雁浪在海口市金龙城市广场成功用微
信支付购买了一瓶矿泉水。这标志海
南在全国率先启动入境游客移动支付
服务便利化试点，入境游客今起可以和
内地居民一样享用微信支付的便利。

自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以
来，境外来琼游客逐渐增多。为解决入
境游客在境内无法便利使用“扫码”等

移动支付服务问题，有效拓宽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金融服务通道，加快
推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牵头省旅文厅、省商
务厅、省出入境管理局，组织腾讯金融
科技和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推出入境游
客移动支付服务便利化创新项目，于
2020年1月20日在海南省试点上线。

据介绍，入境游客移动支付服务便
利化试点启动后，境外来琼游客入境即
可下载微信APP并申请开立支付账
户，腾讯金融科技根据出入境管理部门

对入境游客通关时的身份核验信息，在
后台为入境游客开立 I类支付账户。
入境游客无需开办银行卡，兑换外币、
充值后即可享受移动支付。

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过程极其
简便：入境游客按微信小程序“Bal-
ance top up”指引，可以到就近的光
大银行网点办理外币兑换及支付账户
充值，充值完即可使用支付账户余额进
行扫码消费，适用当前零售购物、餐饮
消费、景区购票、乘坐公交、共享骑行、
网络约车等移动支付交易场景，享受与

境内居民同等便利的移动支付服务。
游客离境时可到光大银行的任一网点
提取余额。

入境游客移动支付便利化服务当
前只在海南首试，在海南省内的光大银
行网点充值后可在全国使用扫码支
付。试点分期实施，一期仅限港澳游
客，充值总金额暂限定最高人民币
1000元；二期将力争在2020年6月底
前，拓展至包括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国家
的入境游客，充值金额根据实际需求逐
步提升至1万元。

境外游客在海南可以移动支付了
暂适于港澳入境者，6月前将拓展至所有入境游客

2019年旅游总收入320.61亿元，同比增长7.55%

海口今年将打造“时尚之都”“演艺之都”

本报那大1月20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李秋欢）
1月20日晚，儋州市文化广场流光溢
彩，洋溢着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
2020年海南省首届农民春晚、儋州市
春节联欢晚会暨春节团拜会在这里
举行。全市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同致
新春祝福，共谋幸福小康大计。

晚会以“走在幸福小康路”为主
题，精心编排的15个歌舞、调声、小
品、戏曲等节目，展示海南农村新面
貌，展现海南农民走进新时代的美好
愿景，多角度地呈现广大群众分享幸

福团圆的浓浓年味。
歌唱家蒋大为现场演唱歌曲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熟悉的旋
律、高亢的声音把晚会推向了高
潮。坐在嘉宾席上观看晚会的吴可
宏心里十分激动，作为一名基层民
警，以往的晚会他要参与现场安保
工作，当晚他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第一次受邀观看晚会。“今
年我省提出要加快建设海南自贸
港，我要为建设海南自贸港作出自
己的贡献。”

歌舞《调声新儋州》用优美的舞

姿、动人的旋律，演绎了儋州新时代的
新变化。“幸福的生活需要全市人民的
参与创造。”一线工人代表谢群丽说，
这几年来儋州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
档次也越来越高，充分说明儋州的发
展很快、变化很大，她感到很幸福。

儋州市的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2019年全省劳动模范代
表、扶贫驻村第一书记代表、脱贫励志
典型（贫困户）代表等，以及广大市民
和游客3000多人现场观看晚会。晚
会由省委宣传部、省旅文厅、省农业农
村厅指导，儋州市委、市政府主办。

海南首届农民春晚在儋州举行

1月20日晚，2020年海南省首届农民春晚、儋州市春节联欢晚会暨春节团拜会在儋州市文化广场举行。

歌唱家蒋大为现场演唱歌曲《在
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何文新 摄

喜迎春节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陈烽）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
确保道路交通参与者特别是广大电动
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海口市公安局
紧紧围绕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攻坚战、全市“交通安全整治百日
行动”工作部署，依托“路长制”勤务机
制，整合交警、各分局警力和交通劝导
志愿者，强化路面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
安全头盔劝导与整治，保障电动自行车
骑乘人员的人身安全。1月20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1月
10日至今，该局共查处不戴安全头盔
行为 11580 起，教育引导骑乘人员

14267人次。
“你好，不光驾驶电动车要戴安全

头盔，乘坐电动车同样也要戴头盔，请
你下车接受处罚和教育。”1月20日上
午，在海口市金龙路与侨中隧道交叉路
口整治点，海口交警与联合执勤的派出
所民警分成若干小组，对过往不戴安全
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予以查
处。执勤人员首先指出当事人存在的
交通违法行为，继而告知不戴安全头盔
的危害，最后依据有关法规，对当事人
予以处罚。海口交警还在现场向未带
安全头盔的电动车驾驶员免费赠送了
安全头盔。

海口强化骑乘电动车戴头盔劝导与整治

11天查处不戴安全头盔行为上万起

出
行
提
示

安
全
保
障

出
游
攻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