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到达港口后，是否需要到
窗口或自助机取票？

答：不需要，可直接凭有效身
份证件（需与购票时提供的有效身
份证件一致）及购票订单信息到达
始发港检票登船即可。

六、港澳籍及外籍人员如何办
理购票手续？

答：港澳籍及外籍人员，可以
直接在线上选择相应的证件类型、
输入证件号或护照号就可以购票。

七、已提前在线上购买散客
票，但还未购买车票的，如何办理
车辆的购票手续？

答：需在网上购票平台查找出
已购票订单并办理退票，再重新办
理车辆及随车人员购票手续。

八、购买了免税商品需要提
货，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答：免税品只能在新海港提
货，秀英港不设有提货点。散客需
要先到自助取票机或者窗口取票
后，凭纸质船票和身份证到提货点
办理提货手续。如驾驶小车过海，
则可以凭线上订单信息和身份证，
到小车专用提货点办理提货手续。

九、提前几天能购票？

答：可以提前7天购票。

一、如何提前预约购票？

答：可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
及“新海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
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在线上预约购
票；也可以通过携程、同程、椰城市
民云等第三方平台提前购票。

二、没有提前网上预约购票的车
辆到港后是否可以进港待渡？

答：不可以，车辆凭预约购票订
单进港。

三、需要取票报销，该怎么取票？

答：（一）散客票：前往港区客运
站大厅售票窗口或售票自助机凭有
效身份证件打印纸质船票。

（二）小车票：无须自主取票，到
港后直接前往车辆检票闸口凭身份
证检票，检票员会打出纸质船票给司
机。

（三）货车票：线上预约后，到港
区售票窗口或售票自助机办理购票
手续，领取缴费凭证单（自助机购票
会发送通知短信），凭缴费凭证单（或
短信）前往检票闸口核验身份信息打
出纸质船票。

四、购票成功后，需提前多长时
间到达港口？

答：需在预约航班的开航前90至
180分钟到达港口，提前20分钟结束
检票。温馨提示：需考虑外围交警管
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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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习霁鸿）
随着春运的来临，来返琼人员人数大幅增
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需求大幅提升。为
更好地满足重点人群和春运期间来返琼人
员的核酸检测需求，海口市卫健委采取增
设核酸实验室、增派采样人员、增加核酸采
样点以及设置移动核酸采样车等多种措
施，为市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该委提前布局，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建设核酸检测P2实验室，在新海港购进方
舱核酸实验室，提升入琼关口核酸检测能
力，为来返琼旅客新冠病毒核酸样本的

“送”和“检”提速，实现2.5小时内出具报告
检测结果。海口美兰机场P2实验室已于1

月16日启用，新海港方舱核酸实验室预计
在本月下旬启动。

该委将采样关口前移，抽调177名采
样人员补充到“三港一站”和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对所有未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
证明的入岛人员进行核酸采样检测，提
高检测效率。抽调人数根据实际需求动
态调整。

除此之外，该委在全市原有38个核
酸采样点的基础上，又改装了 13 辆移
动核酸采样车，派到市区重点点位，设
置成核酸检测采样便民服务点，为重点
人群和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核酸
采样服务。

满足来返琼人员大幅提升的核酸检测需求

海口增强采样服务力量

关注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林
晓婵 蔡璐祎）春节期间，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储备
蔬菜3000吨，冻猪肉720吨，“一元菜”将从3种
增加到6种，此外，“特殊菜”已于1月初陆续采收
供应市场，计划持续供应至2月15日。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1月19日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的。

据了解，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现有大荒洋、
七水洋、龙湾种植基地6811亩，用于常年蔬菜
基地建设，并已建成96亩育苗大棚、337亩蔬
菜生产大棚、200亩龙湾光伏大棚。在种植豆

角、青椒、圆椒等“15+N”基本蔬菜的基础上，
还种植了小白菜、菜心、空心菜、地瓜叶等市民
需求量较大的菜品，目前种植面积已达5336
亩，日均生产蔬菜约20吨。

根据海南人民春节习俗、饮食喜好及市场
消费需求，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积极组织生产水
芹、甜菜、香菜、蒜苗等“特殊菜”，并从2021年
11月下旬陆续开始播种、育苗，截至目前已种
植“特殊菜”95亩，其中水芹60亩，甜菜15亩，
香菜10亩、蒜苗10亩，总产量预计240吨，已

于1月初陆续采收供应市场，计划持续供应至2
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五）。

除了自有基地生产，该集团还积极建立蔬
菜岛内外应急供应调节机制，与岛内市县及岛
外云南、贵州、山东等大型蔬菜主产区建立产
销对接，订单保供，并通过在菜篮子江楠农产
品批发市场、椰海、加旺蔬菜批发市场直采，本
地田头收购、蔬菜供应商直供等多种采购方
式，扩大采购渠道。据悉，该集团共与岛内外
60家蔬菜产地供应商签订供应合同，其中岛内

产地供应商47家，岛外产地供应商13家，货源
地覆盖云南、山东、广西、河北等地，确保海口
市场蔬菜足量供应。

为确保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充足、物价稳定，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确保2022年春节期间储备
蔬菜3000吨，包括土豆、洋葱、大白菜、胡萝卜、
莲花白、白萝卜等35个品种，并做好增储准备工
作；冻猪肉储备方面，在现有400吨冻猪肉储备
量基础上增储320吨，预计2022年春节前达到
720吨，全力保障市民节日期间的购买需求。

春节期间海口将储备3000吨蔬菜，“一元菜”将从3种增加到6种

多措并举保“菜篮子”足量供应

旅客出岛需提前预约购票

您关心的问题答案都在这里

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三周年店庆

多重好礼回馈消费者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张可 实习生董雅婷）1月19日，cdf海口日月广场
免税店迎来三周年店庆。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
店推出了低至5折店庆香化闪购、国际精品、精选
腕表珠宝多倍积分、店庆当日抽免单大奖等一系列
大力度、全品类、多形式的促销活动。同时，全场国
际精品多倍积分活动返场，与中免会员一同狂欢，
畅享5倍积分福利。店庆当日还开展抽取免单活
动，最高可获免单4.9万元大奖。

除大促活动外，1月12日至18日期间，cdf海
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与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联
动，开展“福虎生威”三周年店庆视觉设计展赛。
近百幅由美院师生创意演绎的海南地域人文风
情、虎年生肖等系列画作共庆cdf海口日月广场
免税店三周年生日宴，邀请广大消费者一同进店
品鉴，感受国潮与世界的文化碰撞。

临高“暖冬行动”
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本报临城1月19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王信隆）1月18日上午，临高县2022年“暖冬行
动”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临高汽车站前志愿
服务站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为期20天，以助力乡
村振兴、关爱困难群众、服务春运为主要内容，为
市民群众提供春运、乡村振兴、关爱困难少年儿童
等8项志愿服务。

去年至今全省发放安居房
住房公积金贷款103笔
共放款6593万元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薛
涛）1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2022年度全省住
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会议获悉，截至2021年底，全
省已开工建设安居房38517套，并陆续有安居房
项目进入居民申购审核、摇号选房、购房的阶段。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统计，截至1月19日，全省
已经发放103笔安居房住房公积金贷款款项，共
放款6593万元。

去年全省归集住房公积金162.11亿元，同比
增长19.98亿元，增长14.06%，完成全年计划的
106.9%。全省当年住房公积金实际缴存人数
121.36万人，比上年增长10.94万人，增长9.91%。

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额1264.26亿
元，缴存余额5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2.91%。
全省提取住房公积金99.64亿元，占全年缴存额
61.47%，同比增长8.11亿元，增长8.86%，提取笔
数77.34万笔。累计提取额717.97亿元，占累计
缴存额的56.79%。

去年，我省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优势，支持各
类人才购房需求。全面落实自贸港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要求，调整“存贷挂钩”政策向刚需购房
群体倾斜。2021年6月10日至12月31日，全省共
计受理9279笔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其中有5869
笔贷款属于首次购买住房，占受理量的63.25%。

本报海口 1 月 19 日讯 （记 者 郭
萃）2022 年春运已开启，按照国家交
通部珠江航务管理局的预测，2022 年
春运期间，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航线旅
客运输量将达 186 万人次，车辆运输

量 达 58 万 台 次 ，旅 客 将 同 比 增 加
15%，车辆将同比增加 20%。 1 月 19
日，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就琼州海
峡轮渡全预约过海常见问题作出解
答。

本报万城1月19日电（记者张惠宁）1月
19日，万宁市万城镇西门社区服务中心，来自
万宁市书法家协会的10位会员挥毫泼墨为群
众写春联，浓浓的春节气息扑面而来。万宁市
万城镇“庆新春，促党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由此开启。

为了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
和的节日氛围，万城镇委决定在春节前组织开
展“庆新春，促党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在万城

镇西门社区服务中心、乌场村、益民村和红光村
设点，活动内容包括义务送春联、义诊、义剪和
送宽带业务等。

活动吸引了不少社区居民前来请写春联。
“万城镇委镇政府不仅为四个活动举办点，备好
了笔墨纸砚，准备了1600副对联纸，还特地邀请
万宁市书法家协会10位会员，前来为群众写春
联，让社区群众充分感受传统书法艺术之美。”万
城镇党委宣传委员陈小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三亚启动“一起去村游”
休闲农业系列活动
四大主题“嗨”到8月

本报三亚1月19日电（记者李艳玫）近日，
“一起去村游”三亚市2022年休闲农业系列活动
在三亚市天涯区抱前村启动，将从1月持续至8
月，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活动形式同时展开。

该系列活动串联四大主题——“一起去观光”
“一起去体验”“一起去科普”“一起去探索”，内容
包括灯展摄影大赛、乡村寻宝、乡村好声音、乡村
露营奇妙夜、南繁科普游园节、农人三项赛、美丽
乡村研学活动、水果采摘、瀑布旅游观光等，活动
形式多样、主题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该活动将借力互联网提升影
响力，并创新玩法推出IP形象“小鹿村长”，营造
三亚乡村旅游品牌亲和力，为市民游客带来不一
样的乡村游体验。

白沙特色农产品毛薯上市
预计今年全县产量有20万斤

本报牙叉1月19日电（记者曾毓慧）正逢白
沙黎族自治县特色农产品毛薯集中上市的时间，
近日，白沙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组织参加“百名
导师”直播培训的部分学员来到毛薯盛产地元门
乡向民村等地，在田间地头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助农拓展销路实现增收。

在直播过程中，学员们邀约当地种植农户“入
镜”与网友进行互动，不仅将毛薯的生长环境直观
地呈现在直播间里，还用镜头记录农户开挖毛薯的
全过程等，可谓赚足了人气与商机。白沙电商人员
介绍，元门乡向民村等附近村庄的土地肥沃疏松，
土壤富含有机质等，孕育出来的毛薯不仅个头饱
满，而且粉糯香甜，近年来颇受省内外消费者好评。

向民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剑介绍，通常情况下，
当地农户会选择每年的二三月份挖地种植，次年
的1月才能迎来收成；由于轮作原因，去年该村毛
薯种植面积减少至70亩左右，预计今年收成有
10万斤左右。白沙电商部门介绍，除向民村外，
与其毗邻的牙叉镇营盘村毛薯产量也十分可观，
估测今年白沙全县毛薯产量约有20万斤。

据悉，早在上个月，白沙电商已协同相关部门
提前进村入户了解各家各户种植毛薯的规模及产
量，并提前对接商户助农拓展销售渠道。

春节将至春节将至 年味渐浓年味渐浓

挑春联

选年桔

万宁市万城镇组织义务送春联活动

春联送群众 墨香暖人心

1月18日，在海口南海大道的海南方卓体检中心，工作人员
为重点人群采集咽拭子样本。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月19日，在海口骑楼老街，市民选购春联。春节将至，海口骑楼老街的商家
“年货大战”已打响。售卖年货的店铺里，一副副春联、一个个中国结、灯笼串，还有
种类繁多的新年礼盒整齐地摆放在显眼位置，让人感受到浓厚的新春气息。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月18日，春节临近，年味渐浓。在海口红城湖延长线，新鲜的年桔上市供市民
选购。每到新春佳节，不少椰城市民喜欢购买年桔摆放在家中，营造年味氛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