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日
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大部分地区早晚有雾
最低气温：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 16℃～

19℃，其余地区20℃～23℃
最高气温：全岛大部分地区27℃～30℃

15日～20日
15日起受较强冷空气持续影响，我省将出现

明显降温、降雨和海上大风天气
其中14日～15日琼州海峡部分时段有雾，能

见度较差，18日～20日，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各
地气温明显下降

最低气温：中部和西北地区可降至 8℃～
11℃，其余地区可降至 12℃～15℃

最高气温：16 日和 17 日五指山以北地区
14℃～17℃，五指山以南地区 18℃～22℃

文字整理/习霁鸿 通讯员/刘原岳 翁小芳

天气播报

15日起我省将降温降雨
最低气温可降至8℃～11℃

海口储备4300吨蔬菜
保障春节“菜篮子”
约130吨节日“特殊菜”供应
至2月5日

本报海口 1月 13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1月12日从海口市
菜篮子产业集团获悉，为做好春节期
间“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该集团组
织种植“特殊菜”，预计产量130吨，目
前已陆续供应市场，计划供应至2月5
日。此外，目前海口“菜篮子”储备库
已储备蔬菜4300吨。

为满足海南人民的春节饮食喜
好，海口“菜篮子”蔬菜种植基地于
2022 年 11 月起组织 35亩水芹、20
亩甜菜、5亩香菜、10亩蒜苗等“特
殊菜”菜地的播种、轮作和采收，总
产量预计 130吨，已于 2023 年 1月
陆续供应市场，计划在“菜篮子”直
营网点持续供应至2月5日（农历正
月十五）。

在常用蔬菜储备方面，海口市菜
篮子产业集团积极建立蔬菜岛内外应
急供应调节机制，提前对接甘肃、河
北、云南、山东等地的蔬菜基地，加大
调运力度，目前储备库正常轮转，储备
蔬菜4300吨。

为保障春节期间蔬菜供应，海口
市菜篮子产业集团及海口市菜篮子江
楠批发市场充分发挥在流通环节中的
重要作用，全力做好外菜调运和应急
储备投放工作。

此外，为保障春节期间市民能
买到价格实惠、质量放心的猪肉，海
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将在旗下 10
家“菜篮子”直营门店，按政府指导
价格投放惠民冻猪肉，分别为前腿
肉 11.9 元/斤、后腿肉 9.4 元/斤、五
花肉9.1元/斤、肋排15元/斤。这些
惠民冻猪肉均经过严格的食品检验
检疫，投放期为2023年1月20日至
2月5日。

据了解，春节期间，“菜篮子”各
销售网点每日正常营业。网点将增
加22种基本调控品种蔬菜及市民喜
爱的菜品的投放量，按照不高于倡议
价的零售价销售，同时每日供应3种

“1元菜”，满足广大市民的节日消费
需求。

民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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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春 节 出
行高峰期间，我
省高速路段主
要拥堵情况预
计 集 中 在 G98
环岛高速三亚
绕城段（双向）、
G98 环 岛 高 速
东线海口至琼
海段（双向）、
G98 环 岛 高 速
西线白莲互通
至美台互通段
（双向）。

其中，G98
环岛高速东线
海口至定安段，
交通量均值预
计将超过 7 万
辆/日；G98环岛
高速三亚绕城
段，交通量将超
过8万辆/日。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程剑花 潘彤彤）2023年春节假期期间（1月21日至1月27日），海
南省公路管理局综合往年情况分析，预计我省高速路出行高峰期为1月24日至26日。为更好服务出行群众，该
局近日发布相关出行服务指南。

三亚涉旅企业推出非遗嘉年华、亲子体验等活动迎旅游旺季

游客往来热情高 产品升级年味浓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李盛兰）2023年春运期
间进出海南岛车辆相比同期大幅增
加。当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
南港出岛车辆激增。近日，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发布春运期间出行提

示，减少港口出现滞留拥堵情况。
春运期间，海口交警加强滨海

大道等周边道路的交通疏导与管制
分流：

请前往新海港的小车，进入海
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后方的21号

路领取过海车辆检验标识，遵守现
场交警或工作人员指挥，经由滨角
路、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前往港口；

从东、中、西线高速公路前往新
海港、铁路南港的货车通行线路为：
海口绕城高速—白莲互通—南海大

道—盈滨路—永庆大道—滨海大道
—金沙湾待渡停车场；

通过龙昆南互通、丘海互通、狮
子岭互通、火山口互通进入港口的
货车，请按现场交警指挥通过白莲
互通，进入金沙湾待渡停车场。

海口三港进入春运高峰期
重要出行提示看这里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现在三亚路上，全国各地牌照的
车辆越来越多，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
游客。”连日来，在三亚工作的陈薇感
受到，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游客出游
热情正迅速升温。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提供的数据显
示，今年1月1日至12日，机场累计完
成客运航班起降4481架次，同比增长
1.2%，旅客吞吐量72.24万人次，同比
增长12.7%。为加大新春旅游市场供
给，三亚涉旅企业积极筹划、推出丰富
多彩的旅游休闲和民俗体验活动。

走进三亚旅游景区、星级酒店、网
红餐厅、免税商场……游人如织的热
闹景象，让人们再次感受到这座滨海
旅游城市旺季的人气。“鹿回头风景区
正积极布置新春装饰，筹办迎新春主
题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同时全力
以赴做好园林景观、旅游产品、服务保
障等提质升级工作，景区免费开放后
产品更丰富、服务更温馨。”三亚旅文
集团副总经理、三亚鹿回头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勇说，景区新引进
的花木榄餐厅已开业，吸引市民游客
前来赏美景、品美食，景区正打造成游
客和市民共享美好生活的空间。

当前，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举办

南山非遗嘉年华活动，推出“非遗旅游
博览展”“非遗歌舞戏大会”“非遗运动
会”“老爸茶&歌碧欧美食市集”“非遗
传承人肖像展”“非遗露营公园”等十
余个版块活动，丰富旅游体验，带热传
统文化。

“春节假期，我们将结合游乐、餐
饮、演艺三大核心业态，推出多重精彩
活动，包括海鲜狂欢美食节、摩天轮星
球轿厢、巡游表演、主题市集等，还有
兔年生肖特惠门票最低9.9元起、穿
汉服可免费体验项目、16选10畅玩
票等优惠促销活动。”三亚海昌梦幻海
洋不夜城品牌推广经理王媛媛介绍。

当下，“80后”“90后”成为亲子
游、家庭游的主要客群之一。在三亚
海棠湾阳光壹酒店的大堂，办理入住
手续的游客中，就有不少父母带着孩
子来度假。“酒店配备了小籽苗儿童
俱乐部等亲子配套设施，在春节假期
期间，这里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将
推出不同主题的亲子活动，其中有毛
笔写福字、剪纸、吹糖人等传统文化
习俗体验，寓教于乐，让孩子们过一个
有意义的春节假期。”该酒店总经理邢
富涞说。

三亚海棠湾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
助理市场传媒经理赖美辰和同事正忙
着策划春节相关主题活动，将餐饮、住

宿、娱乐等项目打包在一起，让客人获
得更有温度的住宿体验。“1月21日
至25日，每晚8点酒店将推出无人机
表演，各式图案、祝福语将闪耀夜空，

以光影嘉年华迎接新春。”赖美辰说。
为做好春节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

作，三亚酒店、景区、民宿、旅行社、海
鲜餐饮等行业协会近期相继发布倡

议，号召企业诚信经营，强化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共
同维护良好旅游环境。

（本报三亚1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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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过后心跳快就是心肌炎？

出现胸闷、胸痛等情况
及时就医排查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谭
莹）近日，“阳过后小心病毒性心肌炎”的话题一度
冲上社交媒体热搜榜榜首。有不少人担心，感染
后心跳加快，是不是得了心肌炎。海南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陈磊提醒，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发症中，急性心肌炎确实需
要引起关注，但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跳快并非心肌
炎的特征性表现，如有胸闷、胸痛、气短等情况，则
要及时就医排查。

陈磊介绍，新冠病毒进入血液后，随着血液循
环到达心脏，若病人抵抗力弱，就有可能引起心肌
炎，但发生比率相对较低。新冠病毒可能通过三
种途径诱发心肌炎，一是病毒对心肌细胞的直接
性损伤，二是炎症细胞向心肌细胞迁移而诱发心
肌的局部炎症，三是全身炎症引发自身免疫系统
过度激活而造成心肌损伤。

对于感染后心跳加快的症状，陈磊说，在发热
的过程中，体温每升高1摄氏度，每分钟心跳就会
增加约10次。在恢复期，身体经历高烧、炎症反
应之后，心跳也会加快。但是心跳快大部分情况
下并不是心肌炎，如果出现发烧伴随胸痛、胸闷、
活动后气短、心律不齐、肌肉酸痛、血压低、尿少、
呼吸窘迫等情况，多是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要警
惕心肌炎的可能，建议及时就医诊治。

对于心肌炎的诊断，除了上述典型的症状和
体征外，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心脏磁共振成像、心
内膜心肌活检等检查可帮助确诊。

陈磊提醒，感染新冠病毒后，休息是关键。病
毒性心肌炎可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发起“无差别攻
击”，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轻心，而运动则是诱发心
肌炎的“导火索”，切忌病程中剧烈活动。因此，恢
复期运动需要慢慢来。他建议，在症状消失10天
左右，可以考虑逐渐恢复日常活动，并做好个人防
护，预防复阳。如果在运动中出现胸闷、胸痛、气
短等情况，要及时就医，排查心肌炎的可能。

海口制定西海岸
贯通带状公园管理制度
夜间10点后禁止跳广场舞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
员魏朝煜）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口市秀英区政府
获悉，该区发布了《关于加强西海岸贯通带状公园
保护和管理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禁止在夜
间10点后从事流动卡拉OK演唱、跳广场舞等活
动，以加强对西海岸贯通带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

海口西海岸贯通带状公园项目，东起秀英沟，
西至新海港，岸线长约13.1公里。2022年6月起，
随着该公园开放式景区逐步对外开放，沿线人流量
迅速增加，管理难度也不断加大。车辆驶入跑步
道、漫步道、海滩，游客随意在绿地、沙滩搭帐篷、野
餐，进行流动卡拉OK演唱，播放高分贝音响设备，
商贩骑车进入景区内流动经营等问题相继显现。

在此背景下，秀英区制定该《通告》，明确相关
禁止事项，包括：擅自流动经商、兜售商品；未经批
准营火、烧烤、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及孔明灯；携带
犬类或其他具有攻击性的宠物，或在携带其他宠
物时不采取牵引等方式有效管控，不及时清理排
泄物；在人行道、跑步道、漫步道、沙滩、绿地上行
驶、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等。

关注春运

海南发布春节期间高速路出行服务指南
预计1月24日至26日为高速路出行高峰期

在高峰时段，出行群众可根据自身
情况避开易拥堵路段，其中：

海口往来琼海的车辆，建议走
G9812海琼高速；

海口往来三亚的车辆，建议走
G9811海三高速；

海口往来万宁、陵水、儋州、洋浦的
车辆，建议走G9811海三高速和G9813
万洋高速。

1月20日（除夕前一天）10时起，G98环岛高速东线海口至琼
海路段（海口往琼海方向）、G98环岛高速西线白莲互通至美台互
通路段（海口往儋州方向）将进入拥堵高峰时段

1月22日（大年初一）10时至12时，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人
流车流将较集中，天涯互通至南山互通路段（三亚往乐东方向）或
出现短期的车辆拥堵和滞留情况，建议群众绕行或错峰出行

1月24日至26日的10时至12时，G98环岛高速东线海口至
琼海路段（海口往琼海方向）、G98环岛高速西线白莲互通至美台
互通路段（海口往儋州方向）、G98环岛高速东线万宁至陵水路段
（往三亚方向）、G98环岛高速三亚绕城高速海棠湾互通至迎宾互
通段（双向）将进入拥堵高峰时段

1月24日至26日的16时至20时，G98环岛高速东线海口至
琼海路段（琼海往海口方向）、G98环岛高速西线白莲互通至美台
互通路段（儋州往海口方向）、G98环岛高速三亚绕城海棠湾互通
至迎宾互通段（双向）将进入拥堵高峰时段

1月27日（春节假期最后一天）16时起，G98环岛高速东线海
口至琼海路段（琼海往海口方向）、G98环岛高速白莲互通至美台
互通路段（儋州往海口方向）、G9812海文高速（文昌往海口出口
处）至S111海文联络线路段将进入假期返程拥堵高峰时段。

出行群众可留意收听交通广播
FM100、关注海南省公路管理局网站和
高速公路沿线可变情报板，获取即时路
况信息；

驾龄不满 3 年的驾驶人应尽量避
免长途自驾；

如遇交通拥堵，服从交警指挥，切
勿频繁变道、占用应急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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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
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
行）》（HJ663-2013）和《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环办
监测〔2018〕19号）评价，2022年
11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优
良天数比例为100%，其中，优级

天数比例为88.6%，良级天数比例
为11.4%，无轻度及以上污染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市
县分别是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和白沙黎族自治县，排名靠
后的市县分别是临高县、澄迈县
和海口市。2022年11月全省19
个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如右：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3年1月12日

11 月份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状况：全省开展监
测的 10 个在用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优

于《地表水环境 质量 标准》
（GB3838-2002）《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 14848-2017）Ⅲ
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

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民
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
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后，进

入 居 民 供 水 系 统 作 为 饮 用
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12月15日

2022年11月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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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名称

五指山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屯昌县

文昌市

三亚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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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名称

三沙市

东方市

定安县

琼海市

儋州市

万宁市

海口市

澄迈县

临高县

/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1.561

1.609

1.627

1.658

1.661

1.677

1.755

1.789

2.0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