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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专职消
防站通过验收! 预计春节前投入使用"

建成后!以往该片区发生火灾#险情必
须长时间等待支援的尴尬局面将得到
改善"

为进一步提高乡镇抗御火灾和抢
险救援能力!!"#$年秀英区东山镇按照
$一队一站一车% 的标准组建政府专职
消防队"该专职消防站于!%$$年&月'日
开工建设!占地(亩#建筑面积(%%平方
米!是全省第一个具有独立营区的消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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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东门市场!入口处一摊主便
热情地向记者推销海参" 记者注意到该
摊出售有$脆参%#$乌参%#$白泥参%等不
同品种" 摊主表示!除了口感#营养价值
外!就是稀有度不同!所以价格也有较
大差异" 但消费者们更关心的是!这些
海参泡水后能泡出多少分量" 比如每斤
$脆参%能泡出(斤的分量!$乌参%是'斤!

$白泥参%是*斤" 品种#口感#分量了解
后!消费者们最关心的就是价钱了" 记
者注意到每一种商品上都有标价&$脆
参%!'"元+斤#$乌参%,'%元+斤#$白泥
参%('%元+斤"但摊主告诉记者!$在这里
买东西可不能看价钱%!实价分别为-*#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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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陈姓摊主表示! 她这里卖得
最好的是墨鱼和鲍鱼" 墨鱼因为比起
东门市场内的其他水产干货价格相对
便宜! 所以销量一直不错" 据摊主介
绍! 选墨鱼一般来说就是选海域! 不
同海域的口感有明显的差别! 其中以
三亚产的最好! 价格在 &*元到 -*元
之间"

各种鲍鱼中以 $黑鲍% 最受欢
迎! 价格为每斤 #'%元" $黑鲍% 主
要来自琼海! 其优秀的口感与那里是
三江入海口! 多重水质混合不无关
系" 干鲍购买回家后! 先依序以塑胶
袋# 报纸与塑胶袋完整包裹密封好存

放于冷冻库中! 只要不受潮! 约可存
放半年到一年" 干鲍适合整粒以沙锅
慢煨的方式来烹调! 以保存它的鲜美
原味"

在东门市场中" 另一种较为大众
的海产品就是虾仁" 一位摊主向记者
推荐了三种干虾& 金钩虾# 大明虾 -%

元一斤! 还有 #!% 元一斤的临高麻
虾" 她还提醒! 在市场里买东西! 不
要选打包的! 那样很可能会不够秤!

最好是直接用袋子装好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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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摊主在推荐鱼泡时告诉记
者! 如果有亲戚朋友体质虚弱! 精
神疲劳! 气血不畅! 那么鱼泡# 鱼
翅就是送礼佳品" 只不过相比其他
海产类! 这二者的价格有点高高在
上" 鱼泡每斤 '%% 元至 #-%% 元! 大
鱼翅则能达到每斤 #'%% 至 !-%% 元!

这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接受有一
定难度" 不过如果是自家食用的话!

有未经过加工的小鱼翅! 每斤 !-%

元至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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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海南买水产不得不提到红鱼!

该鱼肉质鲜嫩!是北部湾渔场的特产!

尤其是加工后红鱼干味道更美" 在海
南! 儋州出产的红鱼干和临高出产的
红鱼筒是海南的著名特产之一"

东门海鲜市场内售卖红鱼的摊贩
不在少数!每个摊位前都有人在问价!

可见销售火热" ,%多元一斤的价格也
较为亲民!小的每条有四五斤!大的有
十多斤!消费者买来可以用来煮汤#煮
粥!也可以拿来炖五花肉!味道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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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是本报 $贵人
鱼杯原创春联大赛% 报名的最后日
期了! 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踊跃报
名投稿"

$这是我写的春联! 来参加春联
征集活动"% 今天上午! 定安县龙湖
镇居丁村委会高朝村居民王会烈特意
从定安赶来! 送来自己写的春联" 王
会烈说! 岁月匆匆! 不知不觉又一
年" !%#!年! 贵人鱼贸易公司呈现了

一派欣欣向荣吉祥景象! 是一年开头
的好兆头" 展望大龙年! 必是福禄祯
祥" 王会烈希望通过自己的春联! 表
达对 $贵人鱼% 公司新年的美好祝
愿" 他给出的春联是 $辞旧岁富贵呈
祥! 迎新春人杰地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读者康志
成特意用书法写出了一幅春联! 来表
达对 $贵人鱼% 公司及全省人民的新
年祝愿" 他送上的春联为 $海南春光
好鸟语花香迎新贵! 岛国节气佳风和
日丽会故人%" 他说! 此春联旨在赞
美现在的美好生活" 近年来随着海南
的知名度提高! 内地很多人群都来这
里度假过年" 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利用
新春佳节与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拜年问
候" 他的这幅书法春联嵌入核心字
眼而且注意了繁简字词的工整对仗和
韵脚! 用点睛手法表达主题! 避免了
简单直白"

本月*日起! 本报联合海口贵
人鱼贸易有限公司举办 $贵人鱼杯
原创春联大赛% 活动以来! 受到了
全省文学爱好者们的欢迎! 根据主
办方的规定! 将于#%日结束读者投
稿" 随后本报将于#月#,日公布#&

个入围作品! 并通过读者投票的方
式选出最后赢家" 在本次春联征集
活动中! 主办方分别设置一# 二#

三等奖及优秀奖" 获得一等奖的选
手! 将获得由海口贵人鱼贸易有限
公司提供的价值#%%%元的贵人鱼牌
马鲛鱼"

过年吃鱼! 在海南本土来说有
一种特殊的含义! 过年给亲朋好友
送马鲛鱼代表着 $年年有余! 富贵
连年% 的浓浓祝福之意" 近年来随
着 $贵人鱼牌% 马鲛鱼市场份额逐
渐扩大!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个人
选择在节日期间给亲朋好友送去马

鲛鱼"

$今年比往年更红火! 这些天
连续来了几十单上千盒的订单! 都
是单位为员工置办的年货 " % 据
$贵人鱼牌% 马鲛鱼负责人陈先生透
露! 与本报举办春联征集活动! 就
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全省人
民的新年祝愿! 同时为大家送去马
鲛鱼! 希望全省人民在新的一年里
富贵连连"

近几年来! $贵人鱼% 牌马鲛
鱼还潜心构建方便快捷的送货网络#

统一形象的专卖店" 公司与海南邮
政全力合作! 只要拨打 $###'*%!

就可以实现在家里收到 $贵人鱼%

牌马鲛鱼" 同时公司还在海口# 文
昌等地设立专卖店! 海口市国兴大
道海南迎宾馆北侧# 海口金宇东路
等处都设有统一./0/# 统一标识的
品牌形象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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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今天从
三亚供电局了解到! 为让百姓过个
亮堂春节! 三亚供电局近日对 $'座
变电站进行安全检查! 对党政机关#

医院# 机场# 火车站# 居民小区# 商
业网点以及娱乐场所等 !1,户重要用
电客户的线路设备进行了一次 $拉网
式% 安全检查" 已帮助用电客户消除

安全隐患 -*处! 下达 )安全隐患整
改通知单* !$份"

据了解! 为做好春节保供电工
作! 三亚供电局严格实行领导干部
带班和 !( 小时值班制度! 组建 $'

支共 !"" 余人的应急抢修突击队!

充分做好抢修设备# 物资# 备品备
件的储备和管理! 确保在突发性停
电时能及时组织抢修! 用最短的时

间为客户恢复供电" 同时! 编制重
要用户保电应急预案! 对电网运行
事故和故障进行预想! 做好突发事
故应急预案演练! 密切关注负荷变
化情况! 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

同时! 组织人员对所辖 ,个 !!"

千伏变电站# $(个 $$"千伏变电站#

$个 ,*千伏变电站保护及自动装置进
行全面检查! 对全部继电保护定值及

压板进行核查! 所有无人值班变电站
恢复为有人值班" 对 $$条 !!"千伏
线路和 !-条 $$"千伏等线路进行特
巡! 在负荷高峰期间开展热成像测
温! 对重要线路沿线有可能引发线路
故障的施工作业下发停工通知书" 对
配网线路! 配电设施进行检查和用电
负荷的测算工作! 加强对农村 $"千
伏配电线路的维护和走廊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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