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宁万亩黄瓜面临烂地里》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
者 杨琼文）南国都市报3月8日
报道万宁黄瓜价贱伤农后，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反应，连日来，海南
骨科医院、海南瑞今农业、大润发
超市、海南省青联等多家爱心企
业和机构致电南国都市报，表示
愿意帮助瓜农解燃眉之急。

大润发海南公司销售部解经
理介绍，8日，他们在南国都市报
上看到报道后，马上向广东总公
司汇报，并于9日派人赶到万宁联
系购买黄瓜。“我们10日从万宁
以8毛钱一斤的价格购买了1500
公斤黄瓜，11日上午已在海口的
龙昆南、国贸、国兴三个大润发超
市销售，零售价为1.18 元一斤。
我们还将继续到万宁购买黄瓜到

超市出售，一是保证瓜农的黄瓜
价格稳定，也解决了市民高价买
瓜的问题。”解经理说。

3月11日，南国都市报记者
获悉，省青联副书席郑文春、青联
常委邢磊共同捐资20万元帮助
困难小种植户，抚慰老瓜农避免
伤心徬徨，继续有信心进行春
种。“海南省志愿者协会呼吁各社
团组织动起来，拟安排一部分黄
瓜于14日、15日（周六、周日）在
海口琼山区凤翔公益性疏菜市场
进行爱心认购（1.5元/斤），所得善
款一部分用于建设爱心图书室反
哺万宁瓜农子女；另一部分捐赠
各大专院校、一线环卫工人、农民
工子女等，关爱社会各阶层。”海南
志愿者协会负责人“龙哥哥”说。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
者胡诚勇通讯员王伦）3月8日，
定安县定城镇潭黎村七旬老阿公
叶敬忠勇救溺水儿童献出生命，
事情发生后，按照定安县委书记
陈军的指示，定安县第一时间组
织相关人员开展组织协调工作，
妥善处置善后事宜，为叶敬忠阿
公申报见义勇为荣誉称号，并尽
快帮助其女儿解决就业问题，安
抚逝者家属心灵。

“这几天，叶老的家里都沉浸
在悲痛的氛围当中，有很多好心
人来到了叶老的家里，安抚逝者
家属，希望这一家能度过难关，这
是我们大家的心愿！”从8日事情
发生起，定安县定城镇委书记符
公兴带领相关镇干部的身影就一

直出现在了潭黎村，他组织干部
和村里沟通协调好逝者的善后事
宜、家属安抚工作。

据介绍，叶敬忠老人的5个女
儿都已嫁人，家里开了个小卖部
维持生计，是村里的低保户。定
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其家庭
条件困难等问题，要求定城镇尽
快帮助他女儿解决就业问题，缓
解家里贫困的境况。

另外，叶敬忠阿公勇救溺水
儿童献出生命后，定安县有关部
门收集整理叶敬忠阿公的先进事
迹材料，按照程序为叶敬忠申报
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定城镇委书记符公兴表示，
近期，他们将组织全镇干部群众，
认真学习叶敬忠的先进事迹。

海口大润发和省青联帮助瓜农卖瓜

滞销黄瓜有了销路
定安为叶敬忠申报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阿公女儿将获工作

《去救第3个孩子阿公再没回来》

新闻追踪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
者田春宇）“道路流量变化增大了，
金盘路与金星路交叉口因为没有
信号灯调控，交通经常混乱拥堵。”
住在海口金盘的多位市民反映。
海口交警支队了解后，3月10日连
夜对该路口采取了临时措施，设置
了移动太阳能信号灯。

“考虑到市民反映该路口拥堵
的现状，采取了临时措施。”3月10
日20时许，该支队连夜在该交叉
路口设置移动太阳能信号灯。该
信号灯将试行优化约一周的时间，
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对该路口进行
流量观测和配时优化，以确保科
学、有效。

海口金盘路与金星路交叉口交通混乱

移动红绿灯
连夜来站岗

3月10日，海口交警支队连夜对金盘路与金星路交叉口采取临时措
施，设置移动太阳能信号灯。 南国都市报记者田春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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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 3月 11 日讯 （记
者 蒙健） 记者从省稳定“菜篮
子”价格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我省将建立基本蔬菜品种目标价
格机制，拟在海口、三亚先行试
点。

据介绍，为了贯彻省委、省政

府稳定“菜篮子”价格的部署要
求，日前，省物价局召集省农业
厅、省商务厅等部门及海口市、三
亚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召开了落
实省政府责任事项稳定蔬菜价格工
作会议。

会议研究了 《海南省基本蔬

菜品种目标价格管理办法》，拟在
海口、三亚先行试点建立基本蔬
菜品种目标价格管理机制，主要
是设定正常气候条件和重大灾害
天气期间蔬菜合理价格及涨幅，
每日监测通报基本蔬菜品种的价
格变化情况，进一步督促市县政

府加大本地蔬菜生产及外地蔬菜
调运的力度，采用提高本地产
能、岛外调剂补充、必要时限价
销售等多种手段，着力解决基本
蔬菜品种涨幅过大和价格过高等
突出问题，确保蔬菜的供应和价
格水平的稳定。

我省拟建基本蔬菜品种目标价格机制

海口、三亚试点

海口喜盈门广场
招商全面启动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
纪燕玲 实习生 刘少珠）记者今天
从有关部门获悉，我省“十二五”规
划的重点项目、海口喜盈门建材家
具生活广场营销中心正式揭牌营
业，标志着该项目销售和招商工作
全面展开。据透露，该广场将于明
年5月正式开业。

据了解，作为海南省“十二五”
规划的重点项目，海口喜盈门建材
家具生活广场将近60万平米商业
建筑，包含3000多个停车位、100
多部自动扶梯、20部观光电梯、20
部专业货梯。地处海口市立体交
通枢纽“动车东站黄金商圈”内，倾
力打造海南建材、家具、灯饰软装、
茶叶的总代理基地和总代理孵化
基地。集SOHO办公楼、酒店式公
寓、品质住宅为一体，着力大型餐
饮、生活家居、超市、银行、会所等
全配套业态规划。致力于创造海
南全新的商业地产运作方式，成为
海口“最生活、最家居”的大型主题
城市综合体。

海南检验检疫局

12365举报处置
指挥中心建成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
石祖波 通讯员 张惠 王珊）记者从
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近日，
该局12365举报处置指挥中心已正
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该指挥中心的建成标志着海南
局12365系统建设迈上新台阶，为
12365热线充分发挥“为民服务”窗
口和检企沟通桥梁的作用打下坚实
基础。

新建成的12365举报处置指挥
中心位于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
公大楼内，配备了指挥系统、单兵系
统和人工接听坐席，并且已经与国
家质检总局12365系统信息化平台
成功联网开始进入试运行。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
胡诚勇实习生陈涓）一年一度植树
节又到，广大市民朋友想要义务植
树，却因为工作、交通等原因难以亲
自到现场植树，怎么办？上网或者
手机扫扫二维码，用微信支付购买
碳汇吧，这样您就可以足不出户，轻
松低碳造林。

11日，南国都市报记者从2015
海口市全民义务植树暨绿化法规宣
传活动现场了解到，今年义务植树
节，海口倡导“低碳行动 义务植树”
的低碳绿化理念，提倡市民购买碳

汇基金，足不出户参与义务植树。
以往市民参与义务植树的形式

较单一，常常通过费力组织大规模
义务植树活动来进行。而城市绿化
植树难度大，不够专业的市民亲自
植树不仅成本高而且效果差。

通过碳汇基金，海南的市民可
以选择造林地点和植树株数，通过
网上捐款、微信支付、银行转账、
邮局汇款等多种方式向碳汇基金
捐款“购买碳汇”。“每个碳汇都有
实体的林木，每一笔捐款也都是公
开透明的，捐多少钱，树木种在

哪，产生多少碳汇，在碳汇基金会
官方网站上都可以查得一清二
楚。”何业云说。

海口市绿委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自 2013 年 3 月发起网上购买
碳汇活动之后，海口的企业捐助及
个人购买的碳汇基金已共约20万
元。目前这笔碳汇基金已经集中
转回到海口碳汇专项基金用于海
口的当地造林，海口首片“碳汇
林”将于 3 月 12 日植树节当天在
海口西海岸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附
近开始种植。

美兰团区委
推网络植树活动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
纪燕玲吴雅菁实习生刘少珠通讯
员王丽菊）11日，在植树节来临之
际，共青团海口市美兰区委推出青
少年网络植树活动。

据介绍，网络“许愿林”依托美
兰青年门户网 http：//www.ml-
gqt.com/xys为平台，利用微博、微
信、QQ等新媒体，传播海南省生态
保护政策和生态环保理念。截至
11日下午4点42分，“许愿林”共种
下89棵许愿树。

中国绿色碳
汇基金会微信公
众账号二维码，手
机扫扫，低碳植树

手机扫扫鼠标点点——
足不出户就能低碳植树

海口义务植树宣传倡导市民购买碳汇

纪念烈士
我省将开展纪念海南

解放65周年和清明节期
间的烈士纪念活动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
徐善应 通讯员 王剑 林仕江）今年
5月1日是海南解放65周年纪念
日，为深切缅怀长期坚持革命斗争
和英勇渡海作战的革命前辈、革命
烈士，激励全省人民继承革命传
统，弘扬先烈精神，在全社会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省民
政厅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民政
部门结合清明节烈士祭扫活动，做
好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和清明节
期间的烈士纪念活动。

《通知》要求，在清明节期间，
各市县民政部门要充分利用烈士
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
防教育基地等红色资源，开展烈士
祭扫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组
织开展“网上祭扫先烈”活动，协调
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青少年学生在
网上进行祭扫，动员社会各界网上
祭扫。开展手机传播活动，通过短
信、彩信、微信、微博等进行传递。
组织主流媒体，及时跟踪报道开展
烈士祭扫活动情况，安排播出有关
文献片、专题片，浓厚纪念烈士活
动氛围。

根据工作安排，2015年4月中
旬起，各市县民政部门牵头对参加
渡海作战部队以及琼崖纵队的老
领导、老战士、烈属开展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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