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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午后的椰乡，水清草绿，春光正
好。路旁盏盏高悬的大红灯笼，昭示着
新春的临近。这几天，为了筹备年货，
是文昌市文城镇竹苑村36岁村民张贤
明忙得不亦乐乎。这不，除了春联、水
果、文昌鸡等新年必备物件，他还买回
了一辆新能源轿车。

“瞧，这辆是新买的，给我老婆开，
我自己开去年买的那辆，也是新能源
车！”2月7日下午4时许，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张贤明家中时，他刚好从镇墟买完
东西回家，利落地停稳车子，插上充电
线，高兴地给记者介绍起来。

眼前的新能源车，一辆红色，一辆
蓝色，虽然车子不大，都只有两座，但并
排停在院子里，显得十分醒目。

“别看个头小，实用着哩，经济实
惠！”张贤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买一辆
车花费总共不到4万元，海南和文昌省
市两级分别鼓励新能源车消费，各补贴
1万元，实际自掏腰包支付不到2万元。

充电咋办？“政府免费上门安装充
电桩！”张贤明说，因为不用加油，相比
燃油车，这项开支更是节省了一大笔
钱，“粗略估算了一下，一年能省下1万
多元，能买一头牛呢！”他用省下来的油
钱供两个孩子上学，绰绰有余。

张贤明夫妻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个
体户，平时除了种槟榔、养蜜蜂、养咸水

鸭、捕鱼，还常常给文昌、琼海、海口等
地的消费者运送当地的农特产品，用车
频率高。“不仅方便，这是新能源车，环
保呀。”张贤明告诉记者，竹苑村毗邻八
门湾红树林，优良的生态环境让村民们
引以为豪，村里选择绿色健康出行方式
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张贤明家的充电桩上，我们看到
一个方形的电表，上面记录着车主每个
月的用电量，过去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张贤明充值不到30元钱。“一般每晚充
电8个小时，一天能跑300公里，从文昌
到海口，来回都够啦！”张贤明说。

在张贤明接受记者采访的间隙，他
的妻子王国燕主动过来“插话”道：“现
在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真的应该
感谢党和政府，没有好政策，就没有村
民今天的好生活。”王国燕说，今年春
节，她正打算开自己的新能源车回琼海
的娘家拜年去。

从张贤明家的小院出来，沿着平坦的
水泥路出村口，经过滨湾路，转眼就上了
海文高速，两头分别连接着海口和琼海。

“得益于交通路网的改善，如今不
仅村民出行更方便，来文昌的游客也渐
渐多了起来。”张贤明说，接下来，他和
妻子计划在村里开农家乐办民宿。“有
了新能源车，我们可以随时载着客人逛
美丽乡村，看红树林湿地，带孩子们到
海边捡螺、抓螃蟹呢。”他这样憧憬着。

（本报文城2月9日电）

文昌文城镇竹苑村村民有话说——

新能源车好，去年省了

省钱年货，有多牛？

一头牛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王艺晓

“你再拿一包8只装的餐碟，左手
边，一次性甘蔗纸浆的那个。”2月8日，
腊月廿七，在海口家乐福（红城湖店）的
年货大街区域，市民张玉珠一边推着购
物车，一边让丈夫从货架上取下要买的
商品。

堆成小山似的购物车里，除了春联
和饮料酒水，还有一包包袋装的餐碗、
碟、盘。

“今年超市里卖的都是纸浆碗碟，
货架上找不到以前那种塑料碗碟了。”
接过丈夫从货架旁递来的纸浆餐碟，张
玉珠翻看了一圈，指着包装袋上的产品
信息说道，“耐用最高温度95℃、食品接
触用……可以，就这个了。”

张玉珠是内蒙古人，孩子在海南定
居工作，春节期间的家庭聚餐是她和老
伴要操办的“重要大事”。“每年亲友来
拜年、家里搞聚餐，一次性餐具都能派
上大用场。”她说道。

但在张玉珠的年货采购记忆中，往
年自家购物车里几乎没出现过纸浆碗
碟的身影。

去年12月1日起，我省“禁塑令”正
式实施，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
餐饮具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被全面禁止，替代产品

“上岗”。在家乐福、
大润发、盒马鲜生等
多家大型超市内，除
了货架上摆放的一
次性餐具、垃圾袋
等全生物降解产
品外，生鲜区的连
卷环保袋、熟食
区打包用的一次
性餐盒也都是可
降解材质，顾客
可免费使用。

在海口大润发（国兴店），同样有不
少人将一次性降解餐具加入购物车
中。“春节期间，我们想带着孩子去露
营，这些餐具质量不错，不仅干净卫生，
而且绿色环保。”市民李文峰说道。

在该超市中，记者还注意到，收银
台处统一“亮出”全生物降解塑料购物
袋付费使用的宣传牌，写着“少用一个
塑料袋，减少碳排放12克”等标语。

事实上，绿色环保的理念，正被越
来越多的人接受。张玉珠、李文峰年货
购物车里的纸浆碗碟，正是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的替代产品，它们由甘
蔗、竹浆、纸浆等原料制成，可在自然界
中消化分解。

“拒绝‘白色污染’是新趋势新潮
流，我们对禁塑很有信心。今年春节家
里购买使用一次性纸浆碗碟，过了‘不
塑’之年，也赶上了践行禁塑的环保新
时尚。”张玉珠说，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环
保商品被添至自家年货购物车中。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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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庆明 计思佳 李佳飞
实习生 范平昕

土鸡蛋、红米、蜂蜜、马鲛鱼、茶叶
……2月9日，春节前夕，在海口市申鑫
广场小区，市民陈颖准备的年货，与往
年相比分外特殊。

“都是助农产品！”陈颖兴奋地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几天前，在海口国兴大
道海南广场举办的“消费助农大集市”
上，他收获颇丰，“这个土鸡蛋，色泽很
好，吃起来唇齿留香；这两瓶蜂蜜，我妻
子这几天每天都喝，口感不错；还有这
袋红米，已经多次回购了。”

陈颖介绍道，如今全省各地生产的
助农产品很丰富，价格、品质、包装都不
错，基本可以满足自家的年货需求。“除
了参加助农集市，助农产品的购买渠道
也越拓越宽。”陈颖说。

“大家团购的年货到了，赶紧下楼
取吧！”2月9日下午，像往常一样，在海
口滨海新天地小区微信团购群中，社区
团购团长周雪娜发出了取货提醒。

周雪娜介绍，去年，小区引入了向
农户下单、送货上门的社区团购。“我们
几乎每个月都发起一次团购，买的都是
永兴镇脱贫户种植的时令果蔬。产品
很划算，像佛手瓜4斤7元，甘蔗3元一
根，基本上只有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品
质也很好，很受欢迎。”她说道，“大家得

知消费同时还可以帮农户增收，小区居
民团得起劲，吃起来也是有滋有味。”

吃鸡，是海南人过年的“必选动
作”。前两天，文昌市锦山镇居民黄兹
志，刚刚向认识的文教镇加美村脱贫户
林尤道买了8只文昌鸡。

“这些文昌鸡都是林间散养的，吃
的是自然草料、五谷杂粮，养足了时间，
品质好，一般市场上还不一定买得到
哩。”黄兹志来到林尤道家中采购时，鸡
群在林下跑得正欢，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如今自己一有机会就会买助农产
品，希望为脱贫户增收和乡村振兴尽一
些绵薄之力。

有了市民百姓的踊跃支持，脱贫户
直接受益。近期，在海南爱心扶贫网
上，白沙黎族自治县富涵家禽合作社的
虫草鸡蛋冲上了扶贫产品销量排行榜
第二名。

富涵家禽合作社相关负责人陈荣
介绍，该合作社共纳入白沙牙叉镇、七
坊镇、青松乡共约400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去年在海南爱心扶贫网共销售鸡蛋
等产品约100万元，贫困户分红20多
万元。

“海南爱心扶贫网已经是我们销售
扶贫产品的重要渠道，我们也精心把控
品质，回馈客户，让大家过年吃上又香
又放心的农产品。”陈荣说。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编者按

这一年，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从城里到乡间，从线下到线上，一项
项政策红利得到最大限度释放，在奋进脚步中，一些“新”年货更显深意：购
物清单上，人们添置了绿色可降解塑料制品；城乡公路上，崭新的新能源
车来来往往；电商平台上，助力乡村振兴的助农产品销售火热……
这些尖货好货，带来的是老百姓在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

最真实的参与感、幸福感、获得感。
在新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实地探访，感受

各地群众置办年货中的新变化，分享生活
变迁的幸福和喜悦。

逛超市的海口市民有话说——

替代产品赞，践行禁塑

线上线下买买买的居民有话说——

农货品质优，乡村发展

环保年货，有多牛？

一起牛

助农年货，有多牛？

一定牛

起早赶集买年货，天晴趁暖宰鸡
鸭。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备年
货。看看大家晒出来的年货，除了往常
的“海鲜水果和蔬菜，瓜子烟糖与酒茶”
外，还多了不少新鲜货，比如，在扶贫网
上给老家父母买的海南农特产品，一两
万元就能开回家的新能源汽车，过年用
的可降解塑料制品……

新年货折射出时代的变迁。环保
节能的新能源汽车开进普通农户家，总

价才不到 4 万元，政府还能补贴一半；
海南全面禁塑后，可降解的塑料袋、餐
具成了年货热销品，反映出绿色环保观
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近年来，网
购已成人们普遍购买年货的方式，今年
扶贫产品成为新宠，土鸡蛋、红米、蜂
蜜、茶叶等海南特色产品通过爱心扶贫
网等网购平台进入千家万户，电商和扶
贫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助力乡村
振兴的重要方式。80 后、90 后逐渐成
为社会和家庭消费的主力后，在年货的
品种选择、购买方式等方面都更潮更年
轻了，更能清晰地反映出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变迁。

新年货晒出新收获。年货清单更
新的背后，是海南人民消费水平的提
升，是海南发展的具象化。海南自贸港
建设开局以来，免税购物等多项优惠政
策相继落地，脱贫攻坚、全面禁塑、新能
源汽车推广等政策措施稳步推进，自贸
港建设让千万海南人共享红利，也得到
了千万海南人的支持。这收获与支持，
便体现在千万海南人的日常生活中，也
体现在千家万户的年货购物篮里，承载
着人们抹不去的新年情怀，也表达了对
新的一年的美好期待。

新年货晒出新收获
■ 魏燕

探索发展生态养殖业新模式

东方市鸭鹅养殖协会成立
本报八所2月9日电（记者傅人意 实习生

冼弘臻）2月8日，东方市鸭鹅养殖协会成立大会
在东方市八所镇上红兴村广场举行。

海南大学派驻东方市八所镇上红兴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杨元广介绍，八所镇上红兴村和下
红兴村是我省西部生鸭生鹅主要货源地，依靠高
坡岭水库丰富的淡水资源，进行立体养殖“鱼鸭生
态共育”，鸭鹅主要销往海口、三亚、儋州、临高、乐
东、东方等地。这两个村80%农户从事鸭鹅养殖
产业。为突出农业品牌价值，上红兴村还注册了

“红日兴温泉鸭”等商标，打造助力乡村振兴的“一
村一品”，在当地形成一定影响力。

东方市鸭鹅养殖协会第一任会长符清介绍，
东方市鸭鹅养殖协会共有137名会员。去年，仅
上红兴村和下红兴村约出栏鸭鹅600多万只。未
来，协会将全力服务好农户和助力乡村振兴。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协会要
做好鸭鹅品牌文章，探索发展生态养殖业新模式，
引导农民转变养殖观念，将鸭鹅产业往规模化、标
准化、生态化方向快速推进。

我省今年启动建设
公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马珂）2月9日，
省卫生健康委召开2021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视
频会议，会上回顾了我省“十三五”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并对2021年重点工作进行部署。会上提
出，我省将做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
作，启动公立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各市县
至少培育1家以上手续完备、管理规范的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

会议指出，抓好“一老一小”照护服务，提升妇
幼健康保障。做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工作。要在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琼海市先行
试点的基础上，启动公立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建设，各市县至少培育1家以上手续完备、管理规
范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加强母婴安全保障，
运行好危重孕产妇和儿童救治平台，补齐能力短
板，进一步减少孕产妇及新生儿可避免死亡。发
展老年健康服务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支持养老机
构设置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提供养老服务，鼓励社
会力量举办老年医疗护理机构。推进健康扶贫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

2月9日，海口市民陈颖和儿子购买的扶贫产品迎春节。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2月9日，在海口国兴大道大润发超市，市民选购纸浆碗。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2月9日，在文昌市文城镇竹苑村，村民张贤明一家三口，
开新车迎新年，幸福感满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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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旗下Coach等三大品牌

Tapestry集团
将参加消博会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罗霞）2月9日，美
国纽约现代奢华生活方式类品牌集团Tapestry集
团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召开视频会议，签署参展
合作协议。Tapestry集团将携旗下Coach、kate
spade及Stuart Weiztman三大品牌最新产品参
加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

签约活动中，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介绍了海
南自贸港优惠政策、投资机遇及消博会的进展情
况，欢迎Tapestry集团在消博会期间举办新品发
布会、参加采购对接会。

Tapestry亚太区总裁Yann Bozec（杨葆焱）
表示，消博会是全球高端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了解
海南自由贸易港优惠政策，对接中国采购商的理想
平台。Tapestry 旗下三大品牌 Coach、kate
spade、Stuart Weiztman将凭借品牌知名度和
产品设计，为中国消费者带来焕然一新的体验。

“Tapestry已布局海南市场，下一步将结合
海南自贸港的最新政策，谋划升级战略布局。”
Yann Bozec说，未来期待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
局进一步深化合作，持续深耕中国时尚产业，并充
分借助消博会这一平台，挖掘更多属于时尚产业
的中国市场机遇。

据了解，由商务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首届消博会，将于今年5月7日至10日在海
口举行，这将是全国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
家级展会。

文昌首家进口超市
在南洋美丽汇开业

本报文城2月9日电（记者李佳飞）进口食
品、进口日用品、进口酒水……2月9日上午，文昌
市首家进口超市——中绿园进口超市开业盛典在
位于文昌市龙楼镇的南洋美丽汇举行，琳琅满目
的进口商品引来如潮的人群。

中国绿发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在开业庆典仪
式上介绍，中绿园进口超市是中国绿发投资集团
在海南省离岛旅客免税新政之下勇担央企使命的
创新之举。该超市设于南洋美丽汇商业街，一期
开业规模1000平方米，主营进口洗护美容系列、
进口食品系列、进口酒水系列、进口日用品系列、
进口母婴系列和进口保健品系列，上百个国际品
牌，2000余款单品，覆盖生活的点滴，旨在为广大
业主和市民游客提供国际优品生活。

时值新春佳节来临，超市当天推出多种优惠
促销活动，引得消费者争相选购。“我们有正规渠
道进货，比起网购省了时间、省了麻烦、多了保障，
安全的渠道、丰富齐全的品类，力争让消费者逛得
舒心、买得开心、用得放心。”超市工作人员张心冉
介绍道。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口日用化妆品
系列如雅诗兰黛、资生堂、后等高端美妆护肤品
牌，进口酒水包括红酒、洋酒、啤酒等，颇受消费者
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