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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王后文）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获悉，该集团
于1月22日启动市级储备冻猪肉投
放工作，缓解节日猪肉价格上涨压
力。此外，菜篮子末端销售网点也已
开始销售春节“特殊菜”并持续供应
至2月8日元宵节，价格均低于市场
销售价格10%以上。

春节期间，菜篮子直营网点持
续营业“不打烊”，菜篮子集团将通
过旗下直营门店、菜篮子社区平价
菜便民网点投放销售300吨市级储
备冻猪肉，重点加大五花类、肋排类
等市民喜爱的冻猪肉品种投放量，1
月 22日、23日，已投放市级储备冻

猪肉14.59吨。此次投放计划从1月
22日起持续投放至2月8日，根据节
日期间市场需求日投放冻猪肉10吨
左右，充分保障春节期间市民需
求。冻猪肉执行政府投放价格，如
排骨27.94元/斤，一级精五花13.81
元/斤。

另外，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带头
执行春节肉菜倡议价，联合海口20
家企业共同发起《“菜篮子”保供稳
价从我做起》倡议书，向全市农贸市
场、超市、便民疏导点的蔬菜猪肉销
售相关单位发起倡议，春节（2020年
1月 20日至 2020年 2月 8日）期间
执行不高于倡议价格，做好春节期
间保供稳价工作。

“特殊菜”供应方面，海口市菜
篮子集团根据春节“特殊菜”（甜菜、
水芹、蒜苗、香菜）需求高峰及生长
期倒排种植时间，提前组织菜篮子
大荒洋基地、七水洋基地种植特殊
菜品共170亩，其中水芹60亩、甜菜
50亩、蒜苗50亩，香菜10亩，预计
春节期间可生产“特殊菜”285吨，保
障春节期间特殊菜品供应。

目前，菜篮子集团通过菜篮子
末端销售网点销售春节“特殊菜”，
售价方面将保持稳定，甜菜3.5 元/
斤，水芹4元/斤，蒜苗5.6元/斤，香
菜7元/斤，均低于市场销售价格
10%以上。菜篮子“特殊
菜”将持续供应至 2月 8

日元宵节，根据市场需要，重点供应
农历腊月廿八、廿九，除夕，正月初
九，元宵节，确保市民在春节期间能
够买到放心、实惠的特殊菜品。

此外，春节期间（1 月 24 日-1
月30日）菜篮子直营网点营业时间
将进行调整。菜篮子直营门店1月
24日（除夕）营业时间为6：30-16：
00，1月25日-27日（正月初一至初
三）营业时间为 8：00-11：00、16：
00-18：00，1月28日（正月初四）恢
复正常营业时间为 6：30-22：00；
农贸市场菜篮子直营摊位 1 月 24

日（除夕）营业时间为 5：
30- 11：30，
1 月 26 日 -

27 日（正月初一至初三）营业时间
为 8：00-11：30、16：30-19：00；1
月28日（正月初四）恢复正常营业，
营业时间为 5：30-11：30、16：30-
19：00；菜篮子平价菜便民网点1月
24日（除夕）营业时间为6：30-11：
00；1月25日-27日（正月初一至初
三）营业时间为 8：00-11：00，1月
28日（正月初四）恢复正常营业6：
30-11：00。

白沙市场 1 月 27 日 10 时开
业，白水塘市场、头铺市场、水英双
拥市场 1月 28 日开业，向荣市场、
丰南市场1月30日开业，椰合市场
2月 1日开业，其余市场 1月 26 日
开业。

海口启动储备冻猪肉投放市场
同时保障甜菜、水芹、蒜苗、香菜等春节“特殊菜”的供应

本报三亚1月23日电（记者徐
慧玲）海南日报记者1月23日从三亚
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
内在线旅游平台携程发布《2020春节

“中国人旅游过年”趋势预测报告》显
示，三亚位居“2020旅游过年十大热
门自由行目的地”榜首、“2020旅游过年
十大热门跟团游目的地”第七名。据
介绍，春节期间三亚旅游产品供给丰
富，为市民游客提供多样的消费选择。

三亚“乘邮轮海上过大年”成为一

大亮点。1月至3月，歌诗达·新浪漫
号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进行季节
性运营，目的地涵盖越南、菲律宾等东
南亚国家的热门旅游城市。据悉，春
节前后，歌诗达·新浪漫号推出5个春
节航次，让游客尽享海上“年味”。

春节期间，三亚旅游景区新春特
色活动不断。其中，鹿回头风景区推
出第三届鹿回头国际新春欢乐节
——子鼠兆大年，新春寻福“鹿”活
动；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推出“过大

年——稻香花海贺新春，欢乐年俗闹
金鼠”以及“新春灯会：花灯璀璨，缤
纷大地之夜”活动；南山文化旅游区
推出“幸福平安”游三亚南山、欢乐迎
新24小时开园、“吉祥如意”住南山、

“寿比南山”年夜饭等活动。
与此同时，三亚旅游饭店纷纷推

出各类新春优惠套餐。海棠湾民生威
斯汀度假酒店推出萌趣IP“土豆多励”
跨界亲子套餐等活动；海棠湾仁恒皇
冠假日度假酒店推出“萌宝乐不停”套

餐活动；金茂三亚亚龙湾希尔顿大酒
店推出水桶王国套餐、“冬游季 暖心
意会员价低至7.5折”、餐饮年夜饭、水
桶王国冬令营等优惠套餐活动。

在旅游购物方面，三亚国际免税
城推出免税送福·鼠你最红、2020情
人节活动、春节线上宣传等优惠促销
活动。同时，日前三亚国际免税城二
期开业，助力三亚国际免税城的免税
与有税相融、购物与休闲相融、商业
与文化相融，提供情景式、沉浸式休

闲购物体验的新业态。
近年来，“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开

发日渐火热，“山海互动”“蓝绿互补”
的步伐加快，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年
味。其中，海南康隆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推出老友记、一童趣三亚、海南
东线游等线路，游客不仅可以到陵水
南湾猴岛与猴子来一次亲密接触，到
保亭槟榔谷景区感受黎族苗族文化，
还可以到三亚宋城千古情、南山、天
涯海角等景区进行深度游。

三亚为市民游客献上“旅游大餐”

邮轮上过大年“大三亚”联程玩

本省新闻 2020年1月2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郭景水 美编：张昕A04 综合

海南春晚大年初一播出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尤梦瑜 徐晗

溪）海南日报记者1月23日从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获悉，《春暖花开——2020年海南省春节联
欢晚会》将于大年初一19时35分在海南卫视
播出，众星云集欢声笑语迎新春，精彩节目向全
国观众展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呈现出的开放新风采。

在鼠年春节之际，由省委宣传部主办,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2020年海南省春节联欢
晚会，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忙碌了一年的海南
人民奉献一场欢乐吉祥的新春盛宴。

据悉，此次海南省春节联欢晚会在舞台设
计上融入多种海岛风情元素，同时以多元融合
的节目形式展现海南的活力与开放。舞台上，
影视“大咖”携手跨界演唱，笑星齐聚献上爆笑
段子，实力唱将献唱怀旧金曲，新生代偶像唱
跳“燃爆”现场，更有黎族歌舞、杂技、京剧、琼
剧的助力添彩，为全国观众献上独一无二的海
南春晚。

2020年海南省春节联欢晚会力求打造出
独具海岛风味标签的“海晚”家宴，在主题呈现、
节目融合、环节流程等多方面进行创新。海南
交警演唱的原创歌曲《自贸建设有你有我》以及
小品《一起去海南》、歌曲《爱在大海南》等形式
丰富的节目，将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以来的
成绩浓缩呈现，鼓舞人心。

我省保障城乡供水安全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

者邹小和）海南日报记者1月23日从省水务厅
获悉，为确保春节期间城乡居民用水稳定，我省
各市县水务部门及城乡供水企业提前对水源、
水厂、泵站及管网等措施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和
检修，全省23家供水公司均安排值班，并公布
值班服务电话，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优质供
水保障。

我省各市县供水企业根据供水情况合理制
订供水方案，针对不同情况做到有预案，有应急
方案，提高供水保障。各城镇供水企业依据旅
游旺季和节日期间用水量增幅变化，各类运行
参数变动及时调整方案，合理调度配水量、水
压，平衡管网压力，利用夜间用水量减少时段，
集中蓄水，满足高峰时段用水需求。

各市县水务部门组织人员对各水厂、泵房、
泵机、供电设备进行检修，开展安全检查，消除
设备运行隐患。同时，供水公司组织人员加大
供水主次管线的巡查力度，目前各项措施落实
到位，水厂设备及管网等供水、净水设施运行正
常，各类物资准备充足，值班人员在岗，春节期
间安全优质供水有保障。

供水

三亚海棠区
开通免费穿梭巴士

本报三亚1月23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
员蔡佳明）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游，1月24
日至30日，三亚市海棠区将开通“中国年·活力
海棠”免费穿梭巴士。

据悉，免费巴士的起点为蜈支洲岛景区，途
经301医院路口、水稻公园、上工谷、9号酒店、
梦幻不夜城、海棠湾广场、开维万达文华酒店、万
达希尔顿酒店、红树林酒店、环球美食城、香格里
拉酒店、亚特兰蒂斯酒店、仁恒皇冠酒店、三亚国
际免税店等14个站点，到达终点南田温泉站。

值得注意的是，免费穿梭巴士车身贴有“中
国年·活力海棠免费穿梭巴士”红色标识，需要
乘车的市民游客可以在各公交站点等候（滨海
酒店带的客人请行至海棠北路各酒店入口处或
对面马路等候，招手即停）。免费巴士单程需要
40分钟，从蜈支洲岛景区出发的首班车发车时
间8：0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0时20分。

交通

海口派发
新春美食购物消费券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吴业强）近日，
“久久不见，2020新春海口见”乐享美食购物消费
券活动在海口启动，“海口市美食地图”小程序同
步上线。该活动将陆续向游客、市民派发乐享美
食购物消费券，100余家品牌企业参与其中。

此次活动由省商务厅、省总工会、海口市政
府指导，海口市商务局主办，省酒店与餐饮行业
协会等承办，是海口市国际旅游消费年重要活
动之一。线上以“海口市美食地图”小程序为载
体，呈现海口美食足迹，打造吃货指南，推荐海
口必吃餐厅、必吃菜品；线下融合2020海口万
春会，印制“久久不见，2020新春海口见”乐享
美食购物消费券免费派发给市民游客使用。

美食

花灯耀
1月22日，人们在琼海市嘉

积镇溪仔老街观赏彩灯。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文娱

鲜花俏花海醉 春节临近，海口西海岸景观带被花海装扮得非常漂亮。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口市花卉大世界，红掌、兰
花等花卉新鲜上市，供市民游客
选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福来到 1月22日，海南大学的留学生在写“福”字。当日，海南大学组织在校留学生举办了一场春节联欢会。来自俄罗斯、吉尔
吉斯斯坦、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的60余名留学生共聚一堂，感受中国文化，共同迎接新春佳节。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红红火火喜迎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