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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致公党一行访琼

深化两岸经贸文化交流
本报讯（记者昂颖 特约记者何光兴）6月11

日，来自台湾地区的中华民族致公党主席陈柏光
一行到访海口，期望寻找自贸港发展商机，深化琼
台在经贸、文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当日，省委统战部与中华民族致公党一行在海
口座谈，介绍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取得的成果，就进
一步深化琼台商贸、文体等方面合作展开交流。

会议指出，琼台民众血缘相亲，人文习俗相通，
两地在医疗健康、科技文创、现代农业和少数民族等
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当前，海南正在加快推进
自贸港建设，欢迎各界台湾同胞来海南旅游观光、投
资兴业、创业就业。希望中华民族致公党积极牵线
搭桥，促进台商在推进海南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上发挥积极作用。海南将落实好惠
台措施，以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港澳台侨服务工作
站为平台，为台胞投资兴业提供暖心服务。

近年来，中华民族致公党一直致力于传递两
岸同胞友谊，增进两岸人民文化认同，促进琼台文
化繁荣发展。接下来将推动琼台文化产业合作，
促进两岸青年的交流与往来，号召台商台企参与
海南自贸港建设。

三亚

普遍降水
无异常报告

本报三亚6月12日电 （记者
周月光）受台风“小熊”影响，6月11
日8时至12日18时，三亚全市普遍
出现降水，平均降雨量为 38.9 毫
米，强降水区位于该市东部和西北
部地区，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南岛
农场站点，为80.3毫米。

6月12日，三亚成立检查组先
后到天涯海角景区、西岛景区、三亚
湾海滨浴场等地，检查安全生产和
疫情防控等工作落实情况。截至6
月12日18时，三亚市应急管理局没
有接到异常情况的报告。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叶
媛媛）端午临近，粽子热销。6月12
日，在海口市吾悦广场举行的2021年
海南端午名粽展进入第二日，现场热
闹依旧，儋州粽、定安粽、和乐粽、琼海
粽等海南传统名粽应有尽有，让市民
游客直呼“吃得过瘾”，大饱口福。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展会
现场搭建了专场推介区，设计布置充
分展现龙舟、粽子等端午元素，营造
浓郁的端午节气氛。现场也设置了
卡通粽子形象等特装艺术造型，可供
市民游客打卡拍照。

名粽展上，定安冷泉青梅粽、儋
州静姐粽子、琼海大路陈记粽子等省
内数十家知名粽子企业纷纷亮相，借
助名粽展平台向游客展示品牌特色
的同时，带动粽子销量稳步提升。

“今天卖得不错，带来的粽子都
卖光了！”定安优禄禄粽子品牌负责
人告诉记者，始创于2000年的优禄
禄选用火山岩地带的原生态糯米、定
安农家黑猪肉和咸泥咸鸭蛋等好料
制作而成，从粽叶加工、糯米提味到
腌渍黑猪肉，各个环节均按行业标准
严格制作。

得益于近些年来定安粽子品牌
影响力的提升，优禄禄粽子销量不断
突破，截至目前，今年该品牌粽子的
订单量已经超过了35万个。“此次参
展也是希望借助展会的影响力提升
品牌的认知度，让更多市民游客了解
我们品牌。”该负责人说道。

在儋州粽展区，很多游客品尝过
后还向商家索要了联系方式，有意长
期订购。不少商家告诉记者，得益于
名粽展良好的影响力和品牌力，开幕
当天自家带来的粽子就被抢购一空。

据悉，本届名粽展于6月11日启

幕，将持续举办3天。本次活动受到
了儋州、琼海、万宁、定安等市县的大
力支持，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在粽子
饮食文化的基础上，刺激海南消费升
级。活动将以诱人可口的海南名粽
为载体，架起社会各界认识海南粽
子、了解海南粽业、热爱海南美食的
纽带和桥梁。

本次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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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县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共同承办。

2021年海南端午名粽展第二日

游客吃得过瘾 商家销售火热

关注台风“小熊”

省民族博物馆推出
端午节系列活动

本报五指山6月12日电（记者
赵优 通讯员冯祥盛）6 月 12日，海
南省民族博物馆推出“欢乐端午节，
亲子做龙舟——手工立体龙舟制
作”活动，让亲子家庭共同制作有趣
的手工立体龙舟，用艺术形式一同
庆祝美好节日。

活动中，博物馆的活动老师为亲
子家庭讲解各地不同的端午节习俗，
介绍龙舟的由来与历史，并带领亲子
家庭观察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内的特色
藏品，挖掘文物中的艺术元素。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活动旨在让民众通过欢乐的
活动更加深入了解传统文化，感受传
统文化底蕴。

万宁举行和乐粽子
龙舟渔家文化节

本报万城6月12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朱乃飞）6月12日，万宁和
乐粽子龙舟渔家文化节暨乡村特色美
食推广季启幕，整个活动包括和乐粽
子龙舟渔家文化高峰论坛、和乐粽子
展销会等系列活动。

活动将持续至6月14日，紧紧围
绕“粽最懂你·食味和乐”的主题，通过
和乐粽子龙舟渔家文化高峰论坛等系
列活动挖掘和乐龙舟渔家文化与和乐
粽产业潜力。

和乐镇商会会长李庆全表示，举
办这次活动旨在把和乐粽子龙舟渔家
文化节办成展示传统文化的窗口，全
面展示乡村美食的独特魅力，带动万
宁相关产业发展。

陵水

对全县水库
仔细排查

本报椰林6月12日电 （记者
贾磊 通讯员陈冰）6月12日，受台
风“小熊”外围环流影响，陵水黎族
自治县出现普遍降水。

6月 12日，陵水对全县33宗
水库的水位、水库大坝以及雨量
水位检测设施进行仔细排查。目
前，水库无渗水、坝体无裂缝滑
坡、应急供水设施正常运行、防汛
物资储备齐备、值班人员全部到
岗尽责。

从6月12日8时开始，陵水全
县景区除椰田古寨外全部关闭。

南海热带低压升级为今年第4号台风“小熊”

今日我省大部仍有降雨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习霁鸿）据

省气象部门6月12日消息，南海热带低压的
中心已于12日9时50分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新村镇一带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有7级（15米/秒）。16时，其加强为
今年第4号台风“小熊”（热带风暴级），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8级（18米/秒）。

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12日17时，“小
熊”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上，即北纬19.1度，
东经108.3度。预计，“小熊”中心将以每小时
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
略有增强，并将于13日上午登陆越南北部。
省气象局6月12日16时40分继续发布台风
四级预警。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6月 8日上午9时，太阳大一些
了，北港村村民肖明军把前一日买的
一堆钢管往路边又推一推，确保不会
挡路。随后回了家，躺上吊床，一边乘
凉，一边逗起小外孙。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北港村四面
环海，村民们靠海吃海，大多以养殖和
捕捞为生。50多岁的肖明军就干了一
辈子捕捞，扎在近海的几根木桩和木
桩上绑的千秋网，就是他的营生工具。

木桩容易被海水腐蚀，需要一年
一换。肖明军想换成钢管，钢管能用

三四年。但是，以前出岛只能靠船，想
到买钢管可能要多次出岛询价比价，
肖明军将就了几十年。

今年2月4日，海文大桥北港岛
互通工程（以下简称互通工程）通车，
北港村村民去海口市区，开车只要半
小时。

肖明军出岛了。经过在海口市区
多家店里比较、砍价，他终于下了订
单。6月7日，肖明军雇了一辆车，从
美兰区经互通工程拉回一车钢管，运
费180元，比过去船运便宜三分之一。

“我准备过两天就换上，以后几年
就不用总操心了。”说话间，肖明军朝

小孙子拍拍手，小孙子向他蹒跚走来，
扑倒在他怀里，爷俩抱着笑开了花。

向肖明军告别，海南日报记者继
续往村里走。

85岁的邓琼花坐在邻居门口乘
凉，从那儿可以一眼望见海文大桥和
互通工程。

邓琼花18岁嫁到村里，因为带着
孩子坐船不便，她几十年来都很少走
出北港岛。海文大桥通车那天，年过
八旬的她高兴得不得了，兴冲冲地打
算顺着大桥一路步行到对岸看看“外
面的世界”，家人好不容易才劝了下
来。互通工程通车时，老人更高兴了，

“孙子辈们都住在市区，以后想见他们
随时都能坐车过去，我做梦都想不到
这么好的事呀！”

继续往前走，在老村委会底下的
架空层，记者碰到了正在带侄子玩耍
的陈奕一。

年轻的陈奕一长期在外务工，
自从互通工程通车后，他回家频率
明显高了：过去，进出岛的船每天18
时就停运，干活、聚会都受限。现在
只要一脚油门，随时进出。“就在前
几天，我和朋友们晚上一起去了桂
林洋吃烧烤，吃到大半夜才回家。”陈
奕一说。

“和小陈一样，很多年轻人都愿意
回来了。你说，回家这么方便，谁不想
住在自己家呢？”北港村委会委员陈文
东说，不止如此，还有很多年轻人看好
家乡的发展，选择回家做捕捞和养殖，

“有了互通工程，送货时间短了、运输
成本低了，致富路更宽了！”

站在村口四望，北港岛的一头是
互通工程，一头紧挨东寨港红树林。

“通车之后，村里还能吃上旅游饭哩！”
北港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奕存满是憧
憬：“现在已经有不少村民在筹备开农
家乐了。未来，我们有信心！”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

东方

党员干部
奔走在防风一线
本报八所6月12日电（记者肖

开刚）“台风来了，你们要注意安全，有
什么需要帮助的，就给我打电话。”走
进独居老人张华龙家，东方市东海派
出所民警朱德玉关心询问老人的生活
情况。6月12日，东方市党员干部纷
纷行动起来，深入独居老人等困难群
体的家中，了解台风天困难群众的生
活情况，帮助他们更好防风避险。

东方市气象局局长王剑说，此
次降水较少，当天该局抢抓时机实
施人工增雨作业，助力水库增加蓄
水，缓解旱情。

临高

严格执行24小时
值班制度

本报临城6月12日电 （记者
张文君）6月11日17时起，临高启
动防汛防风IV级应急响应，县“三
防”指挥部落实24小时领导带班值
守制度，全县11个镇（农场）、22个
主要成员单位24小时有领导带班
值班。

各镇落实防汛抢险队伍和抢
险救灾基本物资、装备和交通运输
工具,组织镇、村干部深入乡村，做
好五保户、农村孤寡老人、低洼易
淹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
的排查。

关注端午小长假

6 月 12 日，游人在琼
海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观
赏盛开的荷花。当天是端
午小长假第一天，雨后的琼
海气温凉爽，盛开的荷花显
得更加艳丽，吸引众多假日
休闲观光的游人。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端午赏荷
正当时

昌江

设立应急处置
指挥中心

本报石碌6月12日电 （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为应对
此次台风天气，昌江黎族自治县启
动应急预案，设立渔业船舶安全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及时报
告渔业船舶安全突发事件的有关
信息。

“我们进行及时的信息监测与
报告，对可能威胁水上渔业人员生
命、财产安全或造成水上渔业安全
突发事件发生的其他信息等进行及
时报告。”昌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许必晰说。

◀上接A01版
今年1月至5月，三亚旅游接待过夜游客突

破千万人次，同比增长166.3%，旅游总收入349.3
亿元，同比增长421.1%。保利C+博览中心、黄金
珠宝产业园、南边海国际游艇交易中心和公共游
艇码头、华侨城欢乐东岸等项目加快推进，亚特兰
蒂斯二期等一批重点项目积极谋划。

免税市场引领增长

“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建设全面展
开，在离岛免税新政和旅游新业态的有效拉动下，
旅游消费呈现持续增长势头。”三亚市副市长吴海
峰说。

目前三亚已开业的离岛免税店增至4家，全
球最大单体免税店——三亚国际免税城吸引超过
650个国际知名品牌进驻，三亚海旅免税城引进
超过500个国际品牌，消费集聚、品牌汇集，“淘海
外”变成了“淘海南”。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4月，三亚免税商
品销售额呈现强势增长，销售金额达288.8亿元，
同口径增长 249.8%，占全省同期销售金额的
75.5%，购买免税品旅客占三亚接待过夜游客比
例超过1/5，积极吸引境外消费回流，免税购物拉
动消费势头强劲。在其带动下，三亚仓储和邮政
业也呈现较快增长。

在用好政策红利，做强优势产业的基础上，三
亚也积极补齐短板，提升免税购物体验。目前，

“邮寄送达”和“返岛提取”等便利化提货方式在三
亚已正式实施；多家免税店主动开展“服务提升
年”活动，举办时尚潮流沙龙等活动，升级基础服
务设施；我省首个保税物流中心（B型）——三亚
凤凰机场保税物流中心（B型）计划本月建成投
用，届时该中心将以空港枢纽为依托，集通关、仓
储、分拣、转运、加工等服务功能于一体，主要为跨
境电子商务、国际贸易提供免税、保税商品存储和
包括普通货物、冷链物流、危险品物流（消费品）等
多种形式的国际物流配送服务，有效解决三亚离
岛免税发展产业配套不足的短板。

消费升级释放潜力

今年前5个月，三亚新增市场主体数同比增
长8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同比增长213.7%，城
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分别同比
增长11%和16%。百姓的钱袋子鼓了，成为提振
消费的重要支撑。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火热。1月至4
月，化妆品类增长 232.6%、金银珠宝类增长
350.6%、通讯器材类增长254.7%、汽车类增长
86.4%，前4个月线上商品销售额为52.34亿元，
增长92.9%。”三亚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说。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旺了，
经济才会是一池活水。围绕汽车消费、5G消费等
重点领域，三亚顺应商业变革和消费升级趋势、补
齐重点领域短板，着力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

“三亚将举办‘Free Go福利购’和‘旅游消
费季’活动，策划引进文化节等一系列大型优质活
动，积极做好‘数字人民币’在全市大型商超的场
景应用和推广普及等，持续推动消费升级。”三亚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钊军表示。

（本报三亚6月12日电）

消费齐发力 城市添动力

北部，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5℃至27℃ 最高气温32℃至34℃

中部，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4℃至26℃ 最高气温32℃至34℃

东部，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5℃至27℃ 最高气温32℃至34℃

西部，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4℃至26℃ 最高气温33℃至35℃

南部，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5℃至27℃ 最高气温32℃至34℃

15 日
夜 间 到 19
日白天，全
岛 多 云 间
晴，局地午
后 有 雷 阵
雨，气温较
高。各预报
海 区 风 力
5-7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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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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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海文大桥北港岛互通工程为村民带来便利

告别旧渡船“互通”新生活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 未来4-7天
天气趋势

固根本 稳预期 利长远
◀上接A01版
中国旅游集团海南区域总部副总经理蒋豪说。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颁布实施为自贸港产
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
方向，也给投资者和园区吃了一颗定心丸。”海口
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高新区将学习
好、领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并在实际工作中将
其融会贯通，围绕重点产业积极开展招商，深化开
展制度创新、极简审批工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不断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满意率和获得感，
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自贸办副主任叶杨表
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明确的有关改革事项以法律形式予以确
认，确保了我们开展的每一步改革都于法有据。作
为基层的自贸港建设者，感到未来的方向更加明确
了，工作也更有底气了，也更加清楚改革的方向在
哪、边界在哪，哪些领域可以自主改、大胆试，真正
做到“既敢想又敢闯”。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