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宁市政府高度重视
要求做好抗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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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来袭·菜价

日环比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平均价格

海南省主要副食品价格公布
采价时间：2016年1月25日 单位：元/斤

（发布单位：海南省物价局）

鲜猪肉 肋条肉 12.23 0.00%
鲜猪肉 精瘦肉 16.41 0.00%
鲜羊肉 新鲜带骨 43.8 1.74%
鲜牛肉 新鲜去骨 44.3 1.14%
鸡 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14.08 0.00%
鸡 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5.93 0.00%
带 鱼 冻 250克左右 18.74 0.70%
青 椒 新鲜一级 3.9 15.73%
尖 椒 新鲜一级 3.69 13.19%
芹 菜 新鲜一级 4.42 14.51%
油 菜 新鲜一级 5.49 74.29%
圆白菜 新鲜一级 3.22 48.39%
豆 角 新鲜一级 5.05 28.17%
韭 菜 新鲜一级 5.72 34.27%
西红柿 新鲜一级 4.13 8.97%
胡萝卜 新鲜一级 3.32 28.19%
土 豆 新鲜一级 3.16 22.96%
大白菜 新鲜一级 4.62 128.71%
蒜 苔 新鲜一级 7.06 19.26%
冬 瓜 新鲜一级 2.15 23.56%
苦 瓜 新鲜一级 4.07 15.63%
空心菜 新鲜一级 4.33 25.87%
地瓜叶 新鲜一级 3.27 8.28%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记者蒙健）春节
期间，海口的市民还能吃到平价菜吗？1月
25日，记者从海口市物价局获悉，为了缓解
蔬菜价格过快上涨对群众生活造成的影响，
确保市场蔬菜价格基本稳定，自1月26日起
至2月 24日止，对大白菜、小白菜、莲花
白、上海青、菜心、胡萝卜、白萝卜、小黄
白等8种蔬菜实行平价销售，每日供应300
吨，连续组织30天，累计将组织9000吨蔬

菜平价供应海口市场。
据介绍，海口市政府委托海口南北蔬菜

批发市场等相关企业组织货源。政府平价蔬
菜批发价格、零售价格由市物价局按低于目
前市场价格进行核定，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可
每周对政府平价蔬菜销售价格进行调整。

据了解，公益性批发市场和指定已设立
公益摊位的农贸市场、平价商店、平价专区
和超市专门设立政府平价蔬菜供应点共73

家，包括大润发、家乐福、南国超市、旺
佳旺超市等。已设立公益摊位的农贸市场由
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承担起集中批发供
货；没有设立公益摊位的农贸市场及超市、
平价商店，需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签订平价
蔬菜销售协议，每个农贸市场限5～10个摊
位，由价格主管部门及市场管理业主共同确
定，按政府确定的平价蔬菜品种及价格向市
民销售。

受寒潮影响
三亚瓜菜价格
持续攀升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记者林方
岱）近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受到了寒潮的
严重影响，虽然三亚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气候，但仍受阴雨寒冷天气的波及，使
得三亚瓜果蔬菜价格从1月20号开始全面
上涨，甚至开始出现瓜菜紧俏的局面。目
前，三亚农业部门早已提前做好防寒防灾
工作，保证瓜菜的质量和产量。

每到冬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瓜菜收
购商都会来到崖州区瓜果蔬菜交易市
场，对这里的瓜菜进行收购。近段时
间，崖州区的瓜菜无论是从出岛的数
量，还是出岛的价格都有明显的提升。
据了解，每天从崖州区运往各地的瓜菜
就有200个车次大约600吨左右。

1月25日上午，在崖州区市场内收
瓜菜的浙江客商王先生告诉记者，从1
月20日起，这里收购的瓜菜价格一路攀
升。瓜菜价格上涨最主要的原因是近期
的寒流影响。北方袭来的强冷空气使广
东、广西的瓜菜大受影响，上市瓜菜量
急剧下降。同时，海南一些市县的一些
瓜菜由于也受前一段时间寒流影响生产
量下降，导致供货偏紧，因此瓜菜价格
大幅上涨。

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三亚瓜菜
价格处于持续上涨状态。1月20日，崖州
区瓜果蔬菜交易市场内主要冬季瓜菜的
价格为：青瓜2.1元/斤，茄子1.1元/斤，四
季豆2.57元/斤，丝瓜2.13元/斤，尖椒1.7
元/斤。到了25日，价格则上升为：青瓜
2.21元/斤，茄子1.43元/斤，四季豆3.16
元/斤，丝瓜2.55元/斤，尖椒3元/斤。

南国都市报 1月 25日讯（记者 王子遥）
“最近气温骤降，海口周边不少菜地的菜都冻
死了，产量下降；加上秀英港又停运了一天，
这段时间的蔬菜只有靠以前的储备，价格涨得
厉害。”近日，受气候状况影响，海口菜价再
次飙升。记者走访海口多家菜市场发现，上周
时卖1.5元/斤的大白菜如今已经涨至3元/斤，
而上周卖3.5元/斤的菜心价格已经升至8元/
斤。飙升的蔬菜价格，让不少海口市民大呼

“吃不起”。
25日下午，记者来到秀英区海玻市场走

访，发现叶菜类价格较24日又有了一定幅度的
攀升。

“上周至今连着四天，每天都有蔬菜的价
格在往上涨。就说上海青，上周三我买时只卖

3.5元/斤，现在都涨到6元/斤了。小芥菜上周
也买3.5元/斤左右，现在涨到6元/斤了。”看
着一间摊位上为数不多的蔬菜，前来买菜的李
阿姨抱怨到。

对于菜价上涨，不少摊主也是苦不堪言。
秀英市场的摊主林阿姨主营外地菜，部分蔬菜
则直接从位于文昌的老家拿货。

“之前秀英港停运，对我们这些主营外地
菜的摊主影响很大。我24日晚上10点多才知
道凌晨恢复通航，连夜跑到南北蔬菜批发市场
去批发，但是当时的菜量供应特别紧缺，一级
档口根本不批给我们这些小摊主，二级档口也
难批到货，价格还高。本地菜本身就少，由于
降温导致减产，现在也是供不应求。”林阿姨
苦叹到。

外地菜供应减少，本地菜受寒减产

海口菜价一飙再飙

天冷海口市场蔬菜价格普涨。 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摄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记者 石祖波）
连日来，因前期降雨后寒潮过境，万宁礼纪
镇贡举村委会2800多亩冬季瓜菜受灾，当
地300多农户损失惨重，当地农业部门正组
织抢救，25日本报相关报道一经刊发后，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25日，记者从受灾现场了
解到，因万宁持续阴冷天气，现场受灾的情
况有所扩大。当天，万宁市委市政府对此高
度重视，相关负责人做出指示，要求农业部
门做好灾情统计，以及及时改种的预案。

万宁市农业局局长杨学海告诉记者，25
日当天，万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高明就贡
举村委会冬季瓜菜受灾情况向农业部门做出
特别指示，要求万宁市农业部门尽快做好现
场受灾情况统计，做好改种的预案和准备，
并做好市场调研，后期改种市场行情比较
好、见效快的瓜菜作物。

同时万宁市农业部门将对贡举村委会瓜
菜基地田洋水渠进行整改。近期将会把田洋
中间的涵洞打掉，重新建设，按照最大的流
量，重新设计涵洞，避免排水不畅的问题。

三亚海棠区
60余亩农作物受寒灾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记者林方岱利
声富通讯员代传军）1月25日，记者从三亚
市海棠区农业部门获悉，截至目前，海棠区
统计上报受灾蔬菜面积62亩，受灾农作物主
要以茄子、青瓜为主。多年未有的严寒天
气，让一些农作物基本上停止了生长，患了
枯萎病的农作物也大面积干枯死亡。

目前，海棠区农业部门的技术人员正在
积极跟进指导种植户做好农作物防寒抗灾工
作，确保农户损失降到最低。同时，继续做
好后续受灾情况统计工作，根据统计结果，
依据相关政策适当给予一些政策性的补偿。

农业技术员提醒广大农户，最近正值连
续阴雨天气对豇豆影响较大，种豇豆的农户
应注意及时排走积水，地里饱水后，无法施
肥，应该喷施叶面肥，气温回升要加强豇豆
根部病害的防治。

海口市民在春节也能买到平价菜

8种蔬菜继续平价销售
累计将组织9000吨蔬菜平价供应海口市场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记者纪燕玲实
习生符海艳）受“霸王级”寒潮影响，全国南
方地区大范围急剧降温，导致海口市蔬菜岛
外供应区昆明等地严重受灾。加上琼州海峡
停航两天，岛外蔬菜不能正常进到岛内，加
上内地菜生产大面积采收和生产也受到影
响，导致海口市菜价连续两天上涨。

为缓解春节期间蔬菜价格过快上涨，海
口市政府今天下午，约谈市内46家农贸市场
及南北蔬菜批发市场，共47家企业负责人。
要求，节日期间要严格自律、依法经营；合
理定价，公平交易，明码标价，诚信经营。

同时，海口市四个区物价监督检查局将
加大市场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

息、囤积居奇、操纵价格、恶意涨价等价格
违法行为，保障春节期间蔬菜市场价格基本
稳定。必要时对市场蔬菜价格实行临时干预
政策。

对此，海口市政府对经提醒告诫不整改
的价格违法行为，将依法从重处罚，最高处
罚500万元。

会上，农贸企业人纷纷表示拥护政府的
号召，都将会遵循正常的市场价格，不会恶
意涨价。

据介绍，根据海口市物价局本月25号的
蔬菜价格监测显示，与22号寒潮来之前对
比，18种监测的蔬菜中，17种蔬菜上涨，蔬
菜平均价为4.29元，比寒潮前的3.71元，上

涨29.11%。其中，本地菜心零售价已达到8
元/斤，涨幅45.45%，外地菜中上海青价格
为 7 元/斤，涨幅达到 67.71%。菠菜 9 元/
斤，比之前涨幅44%。

据介绍，未来一周，海口市“菜篮子”
平价菜摊位将铺设到30家农贸市场中。通过
末端的零售价格，带动整个海口蔬菜价格回
归“理性”。同时政府要求农贸市场配合物价
部门做好价格监测。此外，会议还对海口市
蔬菜生产情况作了通报。

据介绍，目前因此次寒潮造成的岛内叶
菜烂根、烂心现象普遍，蔬菜生产还需要等
待天气转好，预计还需一段时间才能缓解生
产压力。

海口约谈47家市场负责人稳菜价

价格违法最高罚500万

新闻追踪

《万宁礼纪镇贡举村委会2800亩冬季瓜菜受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