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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6月 13日讯（记者袁
宇）6月13日，海口市名门广场气氛
热烈，人气火爆，2020年海南端午美
食文化节在这里举行，来自我省儋州、
琼海、万宁、定安等地的数十家粽企带
来自家的粽子产品集中展销，吸引市
民前来品尝、选购。活动将持续2天。

省内名粽云集海口

在活动现场，儋州、琼海、万宁、定
安等地粽企带来的产品琳琅满目，而
且产品各有特色，除了传统的肉粽外，
还有鸡肉粽、牛肉粽、海鲜粽以及西米
粽等新产品。这些特色十足的粽子也
成为本届端午美食文化节的亮点。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儋州粽
子、定安粽子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琼海粽、万宁粽也各有千秋。儋
州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黎冬梅介绍，儋州已涌现了20多家粽
子生产企业，产品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本次活动搭建了展
示儋州粽子的平台，我们也将借助活
动，大力宣传、推广儋州粽子品牌，进一
步提升儋州美食知名度、美誉度。”

组织儋州粽企积极参展的儋州粽
子行业协会会长文德祜表示，儋州粽
子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
如今已经形成传统肉粽、碱水粽、海鲜
粽等系列产品矩阵，“我们下一步将继
续提高产能，丰富粽子产品，让消费者
有更多选择。”

海南传统肉粽的口味一直广受认
可。“我们坚持粽子要做出记忆中的温
情味道。”万宁利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万宁市和乐粽子协会会长温国辉
介绍，和乐粽子坚持传统配方，使用糯
米、猪肉、蛋黄、老盐等，结合现代工艺
生产，在保持粽子口感、口味不变的同
时，让食品安全更有保障。

定安粽子近年来发展迅速。定安
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介绍，目前定
安在粽子品质中已经提出了严格的标
准，不仅对口味提出了要求，也对原材
料采购，粽子制作以及销售过程实行
严格监管，保证所有粽子是用放心猪

肉制作。
此次活动中，琼海粽企也带来了水

晶粽等结合了琼海杂粮小吃等地方特
色的粽子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关注。

市民体验一站式购粽

“原打算托人从儋州买粽子回来
送亲朋，今天在名粽展上就买到了。”

“我喜欢定安黑猪肉粽，很香。”“我买
了2盒万宁和乐的粽子，家里人吃惯
了。”“我是琼海人，对家乡的粽子有感
情。”在2020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现场，不少市民聚拢在名粽展销柜台

前挑选自己心仪的粽子。
在活动现场，来自儋州、琼海、万

宁、定安等地的数十家粽子企业将自
家的“拳头”产品依次排开，现场切开
粽子供观众品尝。粽香四溢，吸引了
不少市民。

“好吃，给我来两盒。”在活动现
场，海口市民陈强在品尝过展示的粽
子后，一口气购买了两盒共计20个儋
州粽子，他告诉记者，每年端午节家人
都要团坐一桌吃粽子，“今天听说这里
做活动，就来看看、选购心仪的粽子。”
购买两盒粽子后，他又转到其他粽子
展区，又选购了一盒万宁粽子。

海南名粽集中展示，也给市民带
来一站式购物体验。海口市民张凡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平时多在网上购
买日常消费品，“粽子产品实地聚展，
不仅提供的选择众多，而且现场品尝，
也不怕买到不合心意的产品。”

公众号“出岛以后”负责人云媚是
此次来到活动现场寻找合作伙伴的电
商之一，她和团队在深圳通过电商推
广、销售海南特产、美食，她说，这次活
动集合了众多海南名粽企业，她已经
与各个市县行业协会初步建立联系，

“粽子长期是平台销售前十的产品之
一。我们希望能够与优质粽企建立合

作，将海南粽子推向更大的市场。”
活动现场还为粽企搭建专场推介

区，通过结合龙、粽子、香囊、艾蒿等端
午元素符号，营造浓郁的端午节庆氛
围，活动现场设置了龙舟、卡通粽子形
象等特装艺术造型，吸引不少市民在
选购粽子之余“打卡”拍照。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儋州市人民政府、琼海市人民
政府、万宁市人民政府、定安县人民政
府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
营中心、儋州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
进局、琼海市商务局、万宁市商务局、
定安县发改委承办。

关注2020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2020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热闹开幕

名门名粽 飘香海口

名粽展晚会：
多彩活动搅热端午节日氛围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袁宇）一曲桑巴
动感舞蹈，让现场的观众不禁跟着熟悉的音乐沸
腾起来；神秘魔术表演，让现场观众齐呼过瘾。6
月13日，作为2020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特色
节目之一的名粽展晚会在海口市名门广场举行，
劲歌热舞让现场成为欢乐的海洋。

在当晚的活动现场，既有轻松活泼的动感歌
曲，也有男女歌手情歌对唱，还有有趣精彩的歌曲
串烧、摇滚串烧。晚会持续近90分钟，精彩的节目
令市民忘记炎热。“活动很精彩，不知不觉就忘记了
时间。”海口市民黄芸连连为精彩节目点赞。

在精彩的晚会节目之间，还穿插了有奖竞猜、
微信摇一摇赛跑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让市民
在游玩品尝的过程中感受端午文化。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袁宇）6月13日，
作为2020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的海南名粽营销分享会在海口召开，围绕“互联时
代，与粽不同”这一主题，有关部门领导、行业协会
代表、粽子企业代表、大型商超采购代表以及电商
代表等汇聚一堂，共同为海南粽子产业发展把脉。

近几年，我省粽子产业发展迅速，各市县纷纷
推出自己的粽子品牌。参加分享会的行业协会代
表认为，海南粽子应当齐心协力抱团发展，冲出海
南市场。要让海南粽子走出去，不仅需要成立海
南粽子行业协会，也需要制定行业标准，规范经营
行为，避免营销过程中出现价格战等。

儋州粽子行业协会会长文德祜表示，通过建
立海南粽子行业协会，来确保海南粽子的产品质
量有保障，进而提高海南粽子在全国市场中的竞
争力，提高知名度。

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认为，海南粽子
需要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竞争，将产
品定位在低、中、高等不同层面的消费市场，通过
市场定位的精细化提高产品竞争力。

万宁粽企代表赵应琼表示，自贸港建设为海
南带来了关注度，海南粽子应当抓住机会，让更多
人认识、了解海南粽子，了解海南粽子代表的文化
内涵，通过打造有故事的粽子，推动海南粽子走出
海南。

在分享会上，大型商超采购代表与电商代表
从市场的角度，为海南粽子发展提供思路。代表们
介绍，当前海南粽子线上销售发展迅速，需要在品
牌化上继续发力，在产品的形象塑造、周边服务等
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打通销售渠道，并通过产业链
优势互补，提升产能，支持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海南名粽营销分享会把脉粽子产业发展
抱团发展 差异竞争

③

①市民在展区前品尝和选购粽子。

②商家忙销售，市民嗨购粽子。

③一名小市民在活动现场的粽子造型展板处玩耍。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定安全县广泛开展“四爱”和巩卫创文工作

人人清洁为环境添彩 全员巩卫让城市宜居

万宁积极开展“四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

本报讯（记者袁宇）6月12日，在万宁市三更
罗镇二村村，村干部、党员、村民等70多人在村内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这是该村党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内容。据悉，万宁市委将开展“爱国、爱海
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以下简称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与基层党建相结合，通过
发动党员干部，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四爱”卫生健
康大行动，营造优质人居环境。

清理落叶、塑料袋，清扫废弃物，众人齐心将
散落在房前屋后的垃圾、废弃物收集起来，用垃圾
车统一清运。在环境卫生整治活动结束后，二村
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积极开展“四
爱”卫生健康大行动，通过在全市组织市直机关、
各镇及村委会分别开展活动，加强环境卫生整
治。又将“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与基层党建、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活动
营造城乡优质人居环境，提振城乡居民精气神，为
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做贡献。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张博

“大家累了就先歇会，这里的垃圾
交给我就行。”近日，在定安县定城镇
建委宿舍院内，定安县住建局退休老
党员莫如春正带头组织建委宿舍院内
的居民们打扫院内卫生。71岁的他
拿起扫把来回几下就把地上的杂物打
扫干净，还帮忙把垃圾装车运走，动作
干脆利索。

“在得知全县开展“四爱”卫生健
康大行动和巩卫创文整改行动的消息
后，我立即和居民们商量整改我们的
庭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持。”莫
如春说。

在莫如春的带动下，院内居民们整
治环境卫生热情高涨，每个人分工明
确，垃圾杂物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

全县动员，市民广泛参
与“四爱”行动

建委宿舍是一栋“36岁”的老式
楼房，居民基本上都是退休的干部职
工。庭院里没有小区物业的系统管
理，环境卫生清洁只是注重各自的房
前屋后，对于公共区域的卫生清洁，居
民们的重视度并不高。

自从莫如春等退休老党员主动
“承包”起小区卫生清洁工作起，带动
了小区里越来越多居民正视环境卫生
问题，并且部分居民还加入了义务清
扫小区卫生的行列中。

“堵塞的下水道疏通了，死角垃圾
也都清理干净了，没有了臭味，蚊子也
少了，住得也舒服了许多。”小区里年近
90岁的退休老人梁振炳开心地说道。

在定安，市民主动参与“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和创文巩卫工作的小区和
村庄还有很多。

据介绍，定安各级、各部门结合
“定安卫生日”及“四爱”为主题的卫生
健康大行动，广泛发动干部职工、青年
志愿者开展卫生责任区、单位庭院内
外清理卫生死角、清除积水、翻盆倒罐
活动。仅5月20日至22日，就出动人
员5000人次，清理垃圾60吨，清除病
媒生物孳生地101处。

同时，定安县文明办还每周组织
3人形成综合治理督察组，深入各镇墟
进行落实情况督导，全面查看各镇墟环
境卫生整治及蚊媒孳生地整治情况。

此外，定安县疾控中心还每月定
期组织人员进行了水体幼蚊检测和全
县“布雷图”指数监测，同时组织专业
消杀公司对重点区域内地毯式喷洒药

物，确保灭蚊不留死角。

纵深开展，全力推动
“巩卫创文”取成效

定安县部分学校周边的脏乱差现
象过去曾是学校和家长及城市管理的

“心头病”：随着放学铃声响起，学生们
走出校门后便围在各个小卖部门前购
买零食，不少学生文明卫生意识并不
强，吃完零食就把垃圾随手丢在了地
面上。

然而这一现象，在定安县巩卫创
文整改行动的治理下，愈发呈现好的
态势。

为加快巩卫工作步伐，定安县全
面启动2020年巩固省级卫生县城50
天冲刺工作，要求各镇、各责任单位要
认真组织开展巩卫推进工作，把本单位
的巩卫创文工作及创卫知识内容通过
多种形式向干部群众进行宣传，营造浓
厚的巩卫氛围，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
参与巩卫创文工作，自觉维护环境卫
生，遵守社会秩序，让干部群众在参与
巩固省级卫生县城中逐步提高自身的
文明卫生素质，真正形成“人人知晓创
卫、人人参与创卫”的良好氛围。

为切实解决巩卫工作中社区和单

位小区存在脏、乱、差的突出问题，落实
好环境卫生整治的长效管理机制，定安
要求各镇、各部门组织至少要开展两次
以上的地毯式卫生大扫除活动。

当前，定安各单位根据已划分的
网格卫生责任区，全面整治背街小巷、
单位小区、社区、城中村等场所的环境
卫生，清理卫生死角，清除乱堆放、乱
张贴等现象。

定安县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
是定安巩卫创文的关键时期，定安县
委、县政府要求该县各责任单位提高
巩卫创文标准，各个卫生包点单位要
针对卫生死角进行彻底卫生大扫除，
并加强“门前三包”制度的实施力度，
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责任划分到人，
对责任区进行日常维护和沟通管理。

（本报定城6月13日电）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记者余小
艳 通讯员王家专）“嗡嗡……”6月13
日，一阵机器鸣响声在澄迈县城区各
中小学校、农贸市场、公园绿地、社区
等公共场所响起。一群带着热力烟雾
机、背式超低喷雾机等消杀设备的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环境消杀。

当天上午10时许，海南日报记者
在澄迈中学看到，消杀人员3人一组，

打开排水井盖，一个不落地向下水道
喷药物。不时能看见，蚊虫、蟑螂从已
消杀下水道仓皇逃出，死在路旁。

在一轮消杀之后，另一组工作人
员提着灭鼠药进场。“我们设置了灭鼠
小屋，定时来查看，投放灭鼠药，避免
老鼠繁殖。”工作人员王秋香说，在消
杀过程中，会提前向群众宣传，并张
贴告示，提醒群众不接触灭鼠设备。

“开展蚊虫消杀工作，主要是为了
预防包括登革热在内的多种传染性疾
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澄迈
县爱卫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5月14日开始，澄迈全县范围内深入
持续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
庭”卫生健康大行动，一方面，开展蚊
媒生物监测评估工作，聘请专业消杀
公司人员，根据监测结果，对建筑工

地、花卉苗圃、废品收购站、废弃旧厂
房等重点隐患场所进行一次清理，对
各类场所尤其是市场、车站、宾馆以及
蚊媒密度偏高的单位和居民小区、部
分重点乡镇（街道）的外环境等重点场
所持续开展统一化学药物消杀，科学
杀灭成蚊。

另一方面，澄迈县各镇各单位利
用周末时间进行“搬家式”扫除，“攻坚

式”清理，对办公区域、工作环境等死
角盲区彻底全面清扫，广泛清理农村
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畜禽粪污及农业
生产废弃物，改造农村厕所、村庄道
路，引导各村建立清洁村庄长效机制。

“持续一个多月的蚊虫消杀和环
境整治，几乎看不到老鼠蟑螂，各个角
落清爽干净，环境越来越美。”澄迈县
金江镇千秋社区居民王敏华说。

澄迈全面消杀整治城乡环境

卫生死角干净了 人居环境变美了

定安县发动市民开展“四爱”行动，走上街头清理卫生死角。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丽云 摄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琼海集中开展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本报嘉积6月13日电（记者刘梦晓）“大家要
把沟沟坎坎里的垃圾清理干净，不要有遗漏。”6
月13日上午，在琼海市嘉积镇龙利坡社区，数十
名居民自发走出家门参与“爱国、爱海南、爱家
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以下简称“四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将街道上的落叶、塑料袋、杂
物等清扫进簸箕里。

琼海市利用周末在全市集中开展“四爱”卫
生健康大行动，以实际行动倡导群众共建整洁家
园，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及巩固该市建设全国文明
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贡献力量。

龙利坡社区居民吴召民已经连续参加了2
个月的“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深刻感受到街
道环境比之前有了极大改善，“保护环境是每个
人的责任，作为社区一员，我愿意为大家服务。”
吴召民说。

为改善市民卫生观念和习惯，琼海市以普通
话和海南话两个版本录制爱国卫生运动倡议，通
过各村委会（社区）喇叭、流动宣传车持续广播，
并在全市各级各类微信群广泛传播，切实提高群
众知晓率，广泛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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