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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文昌市不仅是海南省驻军大市，也是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模范市，现有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1.2万人。自组建退役军人事务机构以来，文昌市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加快推进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总体部署，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用心用情做好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帮扶解困、走访慰问、信访接待、权益保障等工作，全力推进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增强了退役军人的归属感、获得感、荣誉感和幸福感，谱写退役军人
服务新篇章。 地址：文昌市文清大道19号（文汇集中办公区）电话：63231581

改革创新
服务升级

详
情
请
扫
码——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和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
中征缴期为2021年9月1日至12月31
日，个人缴费标准为320
元/人。（详情请扫码查看）

电 话 ：0898 — 12366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关注2021年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欧倩）9月9日至12日，海
报集团金秋车展将在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二期举办，作为海南本地知名汽车
经销商，海南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几乎年年参展，并紧贴海南发
展各项政策，实时给本地消费者以最
大的购车优惠。

“最低149999元就能将宝马买
回家了。”海南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徐宇飞介绍，宝翔行
在本次金秋车展上将进行网络直播秒
杀活动，在直播中将提供6台特价宝
马车，比如宝马1系，X1、X2等热销
车型。此次秒杀活动遵循先到先得的
原则，广大消费者届时可及时关注车
展直播相关信息，第一时间参加秒杀。

徐宇飞表示，宝翔行作为宝马全

国第一家领创展厅，将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周到的服务。为了回馈消费者，
本次车展上，海南宝翔行汽车公司将
奉上热销车型今年内最大的一波金融
优惠政策：贷款买宝马1系运动轿车、
创新宝马2系四门轿跑车享48期0首
付，年利率低至3.88%（单利）；贷款买
全新宝马3系享48期0首付，享年利
率低至4.88%（单利）；贷款买宝马3
系GT、宝马4系双门轿跑车享60期
10%首付，年利率低至4.88%（单利）；
贷款买宝马5系Li享5年超长贷期，
享24期50-50金融方案，即付一半车
款提车，余款分 24个月付清，月付
858元，年利率低至4.88%；贷款买宝
马6系GT同样享5年超长贷期，老客
户可低至3.88%年利率；贷款买新宝
马 7 系享 5 年超长贷期，老客户享

2.88%超低利率；贷款买全新宝马8系
四门轿跑车享5年超长贷期，老客户
享低至2.88%利率（单利）等等。此
外，针对教师、医护人员等群体还将额
外享受5000元礼包的优惠福利。

为了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各个汽
车品牌纷纷布局新能源汽车，宝马也

不例外。2021年宝马划时代的新能
源车型创新宝马 iX面市。今年 11
月，此款车型将在宝翔行汽车展厅展
出。消费者届时可以前往展厅进行试
驾预定。

据介绍，创新宝马iX整体采用原
石切割设计，简约大气，还可根据驾驶

者的喜好提供多样沉浸式座舱体验。
创新宝马iX车身架构中混合使用高
强度钢、铝合金以及碳纤维等材料，有
效降低了整车重量。宝马电动全轮驱
动系统配合两个强劲电机，最高可突
破600公里（WLTP测试标准下）的纯
电续航里程。

宝翔行携实惠宝马参展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关注车展直播 宝马“秒”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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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南美食打call
创意漫画《披荆斩棘的炸炸》推出

本报海口9月6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吴春媚）9月6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
国都市报联合推出创意漫画《披荆斩棘的炸炸》。
该手绘漫画以食物为载体，盘点炸炸食材出圈单
品及“灵魂cp”，讲述简单又鲜活、踏实又乐观的
海南人的小确幸。

兴隆热带植物园入选
科普型景区品牌100强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
报记者9月6日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获悉，近
日，中国热科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兴隆热带植物园
入选迈点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科普型景区品牌
100强榜单”。

科普旅游是把科普和旅游结合，使参与者在
寓教于乐之中接受自然科学及人文知识的旅游业
态，其本质是旅游市场日渐成熟细分的结果。科
普型景区是指兼具教育、科研、保护等功能的人文
类旅游资源，主要包括科技馆、动植物园、博物馆
等旅游景观。

迈点品牌影响力指数旨在通过数据从潜在用
户关注、媒体舆论聚焦、网络口碑评价、运营能力
展现四个方面解读各主题景区在互联网及移动互
联网领域的影响力，为景区制定战略方案，提升品
牌发展赋能。

多年来，兴隆热带植物园积极开展科普研学
教育，将优质的植物资源与科普研学教育相结合，
打造了“博士大讲堂”科普研学品牌，先后开发出

“植物生长的秘密”“可可文化与巧克力制作”“奇
妙的微生物”“有趣的昆虫世界”等30多项科普活
动与研学课程，获得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全国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多项科普荣誉，受
到广大学子的欢迎。

油价上调

92#汽油再回8元大关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

报记者9月6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根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官网新闻发布中心6日公布的国内成品
油价格调价信息，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
均上调140元。调整后，海南92#汽油价格为8.08
元/升，95#汽油为8.58元/升，0#柴油为6.69元/
升，分别上调0.11元/升、0.12元/升、0.12元/升。

据了解，本次调整自9月7日0时起执行。根
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海南车用压缩天然
气销售价格从4.73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6.57
元/公斤）上调为4.81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6.68
元/公斤）。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椰子价格再过2个月左右，预计
就能降下来了！”连日来，海南椰子零
售价格屡创新高，目前海口市场上椰
青的零售价已达15元/个左右，比去
年同期翻了一倍有余，不少椰子销
售行业从业人员均向海南日报记者
表示，今年椰子价格上涨主要因为
供不应求，并非市场炒作，随着文
昌、琼海等椰子主产区新一轮椰子
将在11月前后大量上市，加上届时天
气转凉后市场需求减少，椰子价格有
望出现回落。

涨价涨在哪？
收购价4元+采摘成本2

元+三级批发加价1.5元+零
售加价3元以上

去年在海口市区零售单价还是7
元左右的椰子，今年一下翻了倍，涨到
15元左右。

“今年椰子卖得贵很多了，人家来
收购是4元一个，去年是1.5元一个。”
琼海市博鳌镇的王女士种植了上百棵
椰子树，她说虽然今年椰子收购价上
涨，但是椰子产量并不多，总体增收的
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并没有扩大种植
的计划。

海南的椰子树高，且多为分散种
植，采摘成本不菲。来自贵州的赵国
雄目前主要在海南从事摘椰子工作，
他告诉记者，今年他摘椰子的报酬2
元/个，“往年是1元一个，今年椰子产
量低，一棵树上有三五个也要爬上去
摘，一天只能摘一两百个。”

“加上搬运、运输、损耗等成本，我
们批发要每个加价1元至1.5元才能
经营得下去。”在琼海市经营一家椰
子收购场的负责人李生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椰子的收购价从今年春节后不
断上涨，与此同时，椰子进货越来越
难，到今年8月几乎无货可进。李生
无奈只好到三亚、陵水等地从一些小
的收购商手中，以每个7元至7.5元的
价格进货，最后再以每个8元至8.5元
的价格批发出去。

一个批发价8元以上的椰子，在
零售端会以多少钱售出呢？海口市龙
华区一家椰子水果店店主黎辉勇给记
者算了笔账，椰子从三亚运到海口运
费要1元/个，从琼海或文昌运到海口
运费则为0.6元/个，他实际的进货成
本就是每个9元至9.5元。

“我这里兼顾批发和零售，批发的
话我就卖10.5元/个，零售就是11元/
个，椰子水一杯是12元。”黎辉勇说，
砍椰子、清椰子壳比较麻烦，耗人力，
铺租贵，“像我们这样的小店，售价要

卖到15元/个左右才能有钱赚。”
记者随后在美团平台上以“椰青”

为关键词搜索后发现，目前该平台上
海口地区的椰子零售价普遍是15元/
个左右，其中多家店的售价已经涨到
17元/个以上。

“现在想买椰子不容易，不仅价格
贵了，卖的地方也少了。不知道何时
才能实现‘椰子自由’呢！”家住海口市
海马家园的王先生说。

未来趋势如何？
待11月供给增多后价

格有望回落

李生认为，椰子价格上涨，并非有
人炒作，因为全省有300多个大大小
小的椰子收购场，大家很难做到统一
价格，是供不应求后市场的正常反

应，待供给紧张的局面缓解后，价格
自然会降下来。

“气候原因是导致今年椰子产量
低的重要因素。去年下半年的台风
多，今年年初又出现持续低温寒潮，上
半年干旱，影响了好几轮椰子的成果
率。”李生说，椰子虽然是全年生长，但
是从开花到成果采摘，一般需要4个
月，而去年下半年以来接续出现不好
的气候条件，使得椰子产量不断趋紧，
推动价格走上了历史高位。

市场需求增多也是加剧椰子供给
紧张局面的重要原因。目前，李生收
购场收购的椰子，大多数都批发到外
省。“椰子在全国各地都有市场，岛外
市场对品质的要求还没有岛内高，损
耗会比岛内市场低一些。”李生说。

黎辉勇表示，商户都不想椰子涨
价这么高，价高了椰子难卖，销量低，

收入并没有增多。“以前一天能卖出去
四五百个椰子，现在一天只能卖一两
百个，且椰子的品质也低，损耗大。”黎
辉勇说。

对未来椰子价格走势的看法，李
生说，海南的椰子是从南到北依次成
熟，目前南部的三亚、陵水陆续有一些
椰子上市，但是量还不够多，因此预计
椰子价格还会在目前的高位维持一段
时间，待到11月前后，文昌、琼海等椰
子主产区新一轮产出的椰子上市后，
供给紧张局面有望得到缓解。

黎辉勇也说，根据其往年经验，到
第四季度后，海南的椰子会有一波上市
的高峰期，同时天气凉快后购买椰子的
消费者减少，椰子零售价一般比较低。
但是今年11月椰子零售价能否回落到
往年的六七元一个，则很难判断。

（本报海口9月6日讯）

宝翔行领创展厅。 （参展商供图）

供需失衡导致椰子零售价涨至约15元/个,业内人士称——

椰子价格有望11月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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