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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强冷空气来袭，鹿城开启“寒冬
模式”。1月11日20时，三亚市河
西路一处临时搭建起的救助引导
点格外热闹。“姜茶、方便面、八宝
粥、棉被、衣服、口罩，你们看看缺
了啥？”“大家记得带上救助管理站
的便民服务卡。”……台灯微弱的
灯光下，三亚市救助管理站和三亚
祥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正在清点当晚巡街准备发放的
御寒物资。

一阵冷风吹来，空气中又添了

几分寒意，街上三三两两的行人不
禁弓起了腰，把双手放进口袋里。

“走吧，就在前面。”说话的是三
亚市救助管理站业务组组长张红
军，他抱起两床被子，往前方的停车
楼大步走去。

果不其然，停车楼一楼是不少
流浪人员的栖身之所。“这几天降温
了，你们衣服够穿吗？要不去救助
站吧？”听到熟悉的声音，陈大爷侧
起了身子，他的身下垫着一张毛毯，
毯子下铺着一张凉席，身上盖着一
床棉被。“不需要了，前阵子你们送
的被子还盖着呢。”陈大爷摆摆手。

“那就喝一杯姜茶吧，让身子暖
和起来。”张红军将一杯热姜茶递给
陈大爷。社工则连忙将八宝粥、方
便面、口罩、便民服务卡塞到陈大爷
手中，“需要帮助就联系我们”“记得
戴好口罩”。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和牵挂。”陈大爷说道。

听到有人送姜茶，睡在角落里
的吴阿公从被窝里探出了头。吴阿
公头发花白，平时靠捡破烂卖废品
谋生，他的三轮自行车后斗里堆放
着不少纸箱，里面铺上一床棉被，这
就是吴阿公的“床”。

“我就不去救助站了。”看到工
作人员递来便民服务卡、姜茶和八
宝粥，还未等他们开口，吴阿公连忙
说道。一口姜茶下肚后，吴阿公站
起来走下“床”，开始整理白天捡来
的废品。

三亚河西路的商铺、银行前，也
是不少流浪乞讨人员的安身之所。
当晚，三亚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也来到河西路巡街，向流浪乞讨人
员发放御寒物资，并劝导他们去救
助站避寒。

“三亚主城区、隧道、废弃房屋
等地有不少流浪乞讨人员。”三亚市

救助管理站站长李静介绍，该市采
用“职能部门+社工+志愿者”的方式
增强救助力量，最近多次开展联合
大行动，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同时，
在三亚市人民医院对面、第一市场
后门、友谊路口设置3个救助引导
点，使救助范围覆盖三亚中心区域、
车站商圈、桥梁涵洞等重点区域。

20时45分，与海南日报记者匆
匆作别，张红军等人又带上御寒物
资赶往下一个救助引导点。夜色
中，他们忙碌的身影让寒夜显得格
外温暖。

（本报三亚1月12日电）

三亚救助管理站为流浪乞讨人员送御寒物资

“浪迹”天涯寒 街角邂逅暖

我省多举措做好低温天气困难群众防寒保暖工作

帮扶实打实 送暖心贴心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 连日来，

海南持续低温天气，给群众生产生活
带来不便，我省各部门、各市县积极
做好困难群众防寒保暖工作，保障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一幕幕暖心的
画面出现在防寒抗寒第一线。

万宁：镇干部逐村慰
问困难群众

“感谢你们这么关心我，我的心
很暖。”1月12日，接过崭新的棉被，
今年49岁的万宁市和乐镇西坡村
低保户李跃洪眼中泛出泪花，向登
门慰问的镇政府工作人员道谢。当
天，和乐镇党委书记郑忠发及镇政
府工作人员带着棉被、米、油等物
资，逐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李跃洪是三级残疾人，独自一
人生活。和乐镇党委及镇政府工作
人员登门，让李跃洪家的小平房温
暖热闹起来。平时很少说话的李跃
洪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之前你们
已经给我送来了棉衣，这次又送棉
被，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

连日来，万宁多部门联合开展
寒冬慰问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去生
活物资。截至1月11日，该市各级
各部门已实地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5629户次。

海口：及时补充储备
各类防寒物资

“感谢你们来看望我！”1月12

日，海口市美兰区大林村村民吴琼
英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棉
衣、棉被后感激地说。

为了让困难群众温暖度过寒
冬，美兰区各部门联合行动，深入
困难群众家中开展慰问送温暖行
动，将棉大衣、毛毯、棉被等物资
及时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美兰
区民政局、扶贫办、残联等单位积
极联动，整合资源，重点做好低保
户、特困户、残疾人户等四类人员
的防冻御寒工作。截至1月 12日
17 时，该区共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3915 人次，累计发放棉大衣 134
件、棉被 1460 条、毛毯 192 条、大
米50包。美兰区扶贫办派出4个
工作组开展送温暖活动，带着棉
被、大米和食用油，慰问困难群
众，确保他们生产生活不受大的
影响。

据介绍，美兰区严格执行24小
时应急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
送渠道，提前做好防寒御寒准备工
作，及时补充储备各类防寒物资，强
化救灾物资保障工作，简化调拨流
程，快速将救灾物资发放到需要救
助的困难群众手中。

东方：关心关爱住校
贫困学子

“今晚可以盖新被子了，肯定比
旧被子更暖和。”1月12日中午，东
方市第二思源学校九年级贫困生陈
珮瑶领到了一条教育部门送来的新

被子，她掂了掂被子的重量，开心地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我们学校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
住校学生比较多，市教育局送来了50
条被子，让贫困住校生都有好被子
盖。”东方市第二思源学校副校长符煌
说，面对持续低温天气，该校认真做好
学生防寒保暖、生活保障等工作，确保
学生温暖过冬。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该校食堂
看到，学生们正拿着饭碗或保温杯

排队领取免费的热姜汤，食堂大厅
里热气腾腾、暖意融融。

“最近我们食堂中午和晚上都
会煮姜汤，免费提供给师生们饮
用。”食堂工作人员李密忙着给师生
们打热姜汤。她说，学校食堂算好
时间准点供应餐食，让学生们下课
后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在学校宿舍，学生们也感受到
了学校和老师们的浓浓温情。“最
近这几天洗澡的热水都比以前热了

很多，而且生活老师晚上会到宿舍
提醒我们盖好被子。”该校八年级
学生程梦佳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近日东
方扎实开展校园暖冬行动，全力做
好师生防寒保暖工作。该市有关部
门积极帮助住校生特别是贫困住校
生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添置衣物
和被褥，让他们在校也能感受到家
一般的温暖。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傅
人意 实习生冼弘臻）连日来，受强冷
空气影响，海南出现持续低温天气，
对我省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海
南日报记者1月12日从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我省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正
在积极开展抗低温保生产工作。

据了解，当前，我省冬季瓜菜在
田面积211.8万亩，常年蔬菜种植面
积10.2万亩，热带水果种植面积271
万亩，热带作物种植面积1061万亩，
琼海、万宁、澄迈等市县早稻播种面
积16.1万亩。目前，我省大部分经济
林果蔬菜正处于结果关键期，少量冬
瓜、南瓜、苦瓜正在移栽。此次寒潮，
对正在开花或处于小果期的辣椒、豇
豆、冬瓜、南瓜等农作物产生较大影
响。同时，由于部分罗非鱼、金鲳鱼
等养殖户无法及时投料，也会一定程
度上影响养殖鱼类的生长速度。

为积极做好农业抗低温保生产
工作，省农业农村厅先后印发《关于
做好防寒抗寒工作的通知》《海南省农
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今冬明春渔
业防范寒潮低温天气工作的紧急通
知》，并下发了《罗非鱼防寒技术措施》
《海水养殖品种防寒防冻措施》，有针
对性地指导市县和养殖户做好防寒工
作。各市县迅速行动落实防寒措施，
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将已制定的技
术措施及时发送给农户。

此外，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
出农技、畜牧人员分赴各市县了解寒
害情况，制定紧急技术措施指导市县

做好抗低温保生产工作。海口、琼
海、昌江、琼中、临高、保亭、乐东等市
县农技部门及时制定农业生产应对
预案，组织农技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冬季蔬菜抗寒防寒技术指导，对发生

寒冻的重灾区，采取蹲点包片的形
式，指导农民应对寒潮。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关注天气状
况及冬种瓜菜生产情况和早稻播种情

况，持续做好农作物抗寒防寒技术指
导与宣传培训工作，保障我省冬种瓜
菜种植和粮食生产，并全力指导各地
畜牧兽医部门切实加强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确保农业生产总体稳定。

我省积极做好农业抗低温保生产工作

防寒措施下发 农技服务下沉
琼中成立5支
农作物管理服务队
助农户做好瓜菜防寒工作

本报营根1月12日电（记者李
梦瑶 通讯员徐世国 王小霏）1月12日
一大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加
章村黄竹埇田洋的一块农田边，来自该
县农业农村局的几名农技人员刚下车，
便被农户郭泽禄“堵”住了去路。

“你们来得可真是时候！”郭泽禄
神色焦急，拉上来者径直往自家的苦
瓜地走去。近日，郭泽禄种下的几亩
苦瓜陆续出现叶片发黄的情况，让他
一下子慌了神。“原先种菜没出现过这
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得知当天
村里有农技人员来，他早早在田洋上
等候。

“这是苦瓜苗受寒了，得适当用一
些抗寒防寒的药物才行。”在苦瓜地
里，农技人员杨海中掀起几片病叶查
看，迅速找出了病因。在苦瓜地里转
了一圈后，他又补充道：“地里的积水
也得赶紧排掉，别沤根了。”专家现场

“开方”，郭泽禄的眉头总算舒展开了。
郭泽禄的烦恼并不是孤例。海南

日报记者了解到，琼中共有18个蔬菜
基地，眼下正是种植冬季瓜菜的关键
期，然而持续低温天气对瓜菜种植带
来了不利影响，易引发各类病虫害。

“我们第一时间制定了农作物防寒
田间管理措施，并成立5支农作物防寒
管理技术服务队,服务队分赴各乡镇的
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农作物防寒抗
寒措施。”琼中农业农村局局长梁海明
介绍，该局要求各村科技特派员及时掌
握所在村农业生产情况，并采取措施，
确保冬季瓜菜生产稳定。

我省积极做好市场保供工作

市场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李
学锋）海南日报记者1月12日从省商务厅获悉，
我省积极做好低温天气条件下市场保供工作，目
前市场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为保障低温天气条件下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和价格稳定，我省组织大型批发市场、商超加大商品
备货量，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启动重要生活必
需品日报制度，及时掌握市场供求和价格情况。

根据海南农产品流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监测
数据，1月11日，我省重点监测18个市县农贸市
场和超市农副产品零售均价，市场价格运行总体
平稳。重点监测的重要生活必需品中，水产品、精
瘦猪肉、羊肉、排骨、五花肉、鸡蛋、牛肉零售均价
与1月6日相比均下降；重点监测的41种蔬菜中，
豆芽、大白菜、菜椒、毛节瓜、冬瓜、白萝卜、西红
柿、黄瓜等品种零售均价与1月6日相比均下降。

目前，我省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的重要生
活必需品即粮、油、肉、禽、蛋、蔬菜等市场供应充
足，未出现断档、脱销等情况。我省将进一步做好
低温天气条件下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确保重要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价格稳定。

建立应急调运机制

海口菜篮子集团
调运储备3000吨蔬菜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郭萃）受强冷空
气影响，我省持续低温天气，为做好市场保供稳价
工作，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积极从岛内外调运
储备蔬菜、加大市场平价菜投放力度，已调运储备
蔬菜3000吨。

近日，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积极做好自有种
植基地农作物防寒防冻工作，确保本地叶菜生产供
应。该集团现有的大荒洋、七水洋等种植基地保有
面积达6801亩，各基地目前种植本地小白菜、菜心、
黑叶白、上海青、小芥菜、空心菜等市场需求量较大
的叶菜共计4800多亩，日均供应蔬菜约15吨。

在蔬菜调运储备方面，该集团重点从岛外
的云南、山东、湖北、河南等省份采购土豆、大
白菜、冬瓜、南瓜、紫洋葱、生菜、上海青、小黄
白等菜品，持续补充蔬菜储备量，同时对接岛内
的东方等地调运本地叶菜，目前已储备蔬菜
3000吨。同时，该集团联合菜篮子江楠市场及
港航、气象部门等，建立了蔬菜应急调运机制，
就近对接广东湛江霞山、广州江楠市场做好蔬
菜应急调运工作，及时补充调运蔬菜，保障海口
市场需求。

在末端网点供应方面，目前海口市菜篮子集
团共设置末端网点224个，并根据市场需求做好
二次、三次乃至四次配送补货，提高配送时效性，
确保蔬菜供应不断档。该集团还通过联手京喜拼
拼开展“移动便民菜站进社区”业务，将各类平价
菜品直接送进社区售卖，目前已投入10台直销
车，进驻10个小区，每日售卖的品种主要有上海
青、芹菜、胡萝卜、土豆、大白菜、香菇、鸡蛋等。该
集团计划在1月31日前总计投入30台直销车在
海口各社区布点，进一步做好蔬菜供应工作。

儋州发放蔬菜和猪肉运销补贴

每天投放约90吨蔬菜
本报那大1月12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丁子芹）1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在
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农贸市场看到，猪肉、牛肉、海
鲜、淡水鱼，及大白菜、蒜苗、芹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价格总体平稳。据了解，近日儋州农业农村局等有
关部门通过抓农业生产、加强蔬菜调运，确保市场
供应稳定，目前每天向当地市场投放蔬菜约90吨。

受强冷空气影响，近日儋州持续低温天气。
儋州市有关部门及时发放蔬菜和猪肉运销补贴，
确保市场供应充足，菜价基本稳定。1月10日，
儋州从市外调运蔬菜共100吨，补贴蔬菜2159
斤，补贴金额3296.5元，补贴猪肉907斤，补贴金
额2721元。

“近日，我们组织蔬菜批发商从海口江楠市场
调运蔬菜，平均每天调运约60吨，本地蔬菜种植
基地平均每天供应20吨至30吨蔬菜，猪肉以本
地供应为主，市场供应总体稳定。”1月12日，儋
州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孟维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除本地土猪肉价格略有上涨外，该市农贸市场和
大型超市的蔬菜、鲜肉价格保持平稳。

此外，儋州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寒冷天气菜价监
测工作。有关部门每天跟踪监测15个基本蔬菜品
种、猪肉等零售价格，防止畜禽肉、蔬菜等价格因降
温而大幅上涨。1月11日，儋州物价部门提供的监
测数据表明，该市15种蔬菜平均价格每斤3.98元，
比12天前的平均价格每斤3.82元略有上涨。

1月12日，在屯昌县枫木镇永安村，该县农技人员在地里查看苦瓜苗长势。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月11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联合相关部门为该县营根镇南丰村困难群众（左）送棉被。通讯员 林学健 摄

农林植保

市场保供稳价困难群众帮扶

市场价格监测情况
1月11日

我省重点监测18个市县农贸市场和超市农
副产品零售均价，市场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水产品 精瘦猪肉 羊肉
排骨 五花肉 鸡蛋 牛肉

零售均价与1月6日相比均下降

41种蔬菜中，豆芽、大
白菜、菜椒、毛节瓜、冬瓜、
白萝卜、西红柿、黄瓜等品
种零售均价与1月6日相
比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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