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主要副食品价格周报
采价时间：5月16日-5月20日 单位：元/斤

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海口 三亚 琼海 儋州 本周平均 周环比

早籼米 标一 2.5 2.9 2.5 2.2 2.53 0.00%

粳米 标一 2.71 3 2.7 2.8 2.8 -0.36%

面粉 标准粉 2.99 2.7 2.5 2.5 2.67 -0.37%

富强粉 4.2 3 2.8 3 3.25 -0.91%

花生油 一级桶装 138.5 145 138 145 141.63 -0.17%

鲜猪肉 肋条肉 12.5 14.44 13 13 13.24 1.46%

精瘦肉 20 15.88 17.2 16.6 17.42 0.23%

鲜羊肉 新鲜带骨 38.9 47.5 45 42 43.35 0.25%

鲜牛肉 新鲜去骨 43.2 44 45 43 43.8 0.18%

鸡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14.23 14.7 12 14.4 13.83 -1.98%

鸡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5.66 6.2 6 5.7 5.89 0.17%

带鱼 冻250克 24.15 15.02 14 22 18.79 0.32%

草鱼 活1000克一条 11.15 10.7 7 9.62 -1.03%

青椒 新鲜一级 4.62 4.04 4 3.6 4.07 0.99%

尖椒 新鲜一级 4.47 3.5 3.8 4 3.94 2.34%

芹菜 新鲜一级 5.49 4.14 4.5 4.5 4.66 -3.32%

油菜 新鲜一级 3.32 2.58 3 2 2.72 -9.03%

圆白菜 新鲜一级 2.24 2.08 2.5 1.7 2.13 -5.33%

豆角 新鲜一级 4.49 3.02 2.5 1.5 2.88 -9.43%

韭菜 新鲜一级 4.09 2.7 3 2.5 3.07 -3.46%

西红柿 新鲜一级 4.37 3.9 4 4 4.07 -4.24%

白萝卜 新鲜一级 2.24 2.02 2.5 2.2 2.24 2.75%

胡萝卜 新鲜一级 3.79 3.72 3.5 4.1 3.78 7.69%

茄子 新鲜一级 3.38 2.5 3 2 2.72 1.12%

土豆 新鲜一级 3.14 3.18 3 3 3.08 -4.05%

黄瓜 新鲜一级 3.02 2.5 2.5 2 2.5 -3.85%

大白菜 新鲜一级 2.39 1.74 2.5 1.6 2.06 -5.07%

蒜苔 新鲜一级 6.74 5.38 6 5.5 5.91 -3.75%

冬瓜 新鲜一级 2.99 2.38 2.5 2.3 2.54 -5.22%

苦瓜 新鲜一级 4.36 3.34 2.5 2.5 3.18 -26.56%

空心菜 新鲜一级 2.88 2.14 1.5 1 1.88 -17.18%

地瓜叶 新鲜一级 2.98 2.24 2.5 1.5 2.3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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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传“购房入户”将到期

“在海口购房的朋友还没办理落户的抓

紧时间哦！还没在海口买房的朋友，请抓住

最后20多天的时间”、“距离海口‘购房入

户’政策有效期不到一个月了，本省户籍居

民有买房需求的，赶紧出手吧！”日前，省

内居民微信朋友圈中广泛传播着有关海口

“购房入户”政策即将到期的消息。

记者看到，这样的消息经微信朋友圈扩

散后，很快被很多关注房产信息的市民转

发。不过，有的市民在转发过程中对海口“购

房入户”政策即将到期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部门：“购房入户”有效期还有近一年

23日下午，记者从海口市住建局了解

到，有关海口“购房入户”政策即将到期的

消息并不属实，此事在微信朋友圈的疯狂扩

散已引起了海口市住建局的重视。

海口市住建局市场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海口市正在执行的“购房入户”政策，

出自于2015年6月17日《海口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规范购房入户条件的实施意

见》，该意见的有效期为一年，原本应在

2016年6月17日截止。但是，2016年4月

5日，海口市政府又发布了《海口市贯彻落

实省政府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实施意

见》，其中有关“购房入户”政策的内容没

有改变，但有效期延长至2017年4月11日。

“已经买房还没落户的省内居民，及有

计划通过‘购房入户’的市民都不必恐慌，

‘购房入户’还有将近一年的有效期。”该负

责人提醒。

“购房入户”拉动房屋销售34.8万平方米

记者从海口市住建局市场处了解到，自

2015 年海口市实施“购房入户”政策以

来，截至2016年4月30日，已办理购房入

户3280户，入户人数6708人，拉动房屋销

售面积348491.86平方米，有力地促进了海

口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据了解，今年前四个月，海口市销售商

品房182.2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7.77%；

商品房销售金额 143.73 亿元，同比增长

57.36%；商品房均价 7887.82 元/平方米，

同比下降6.21%；批准预售商品房140.22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62.75%。

下一步，海口将继续执行《海口市贯彻

落实省政府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实施意

见》，配合户籍改革，实行省外积分落户制

度，促进省外购房人员落户，确保海口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南国都市报5月23日讯（记者 王天
宇文/图）“海口‘双创’都开展9个多月

了，竟然还有这么脏乱的地方！”23日，

家住海口恒福居申海花苑的居民向南国都

市报反映称，恒福居商业广场内有几家餐

馆不但在门前私搭遮阳篷，还存在随意排

放污水的情况，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整治。

记者23日上午来到现场走访，看到

恒福居商业广场内多数商家都遵守门前三

包的相关要求，但是上尚厨房餐馆的后门

以及重庆小面餐馆的前门却存在电动车乱

停乱放、私搭遮阳篷以及随意排放污水的

情况。

此外，这两家餐馆直接将洗碗池安装

在门外。对于为何将洗碗池安装在门外一

事，重庆小面餐馆老板称，是物业公司允

许他们这样安装的。记者注意到，由于重

庆小面餐馆门外安装的洗碗池没有专门的

排污管道，在洗碗时所产生的污水便顺着

一条外接的管道排到了门前一个开口的排

污井里。由于该排污井存在缺口，时不时

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恒福居商业广场物业管理公司王经理

表示，这两家商铺在门外安装洗碗池一事

不是物业同意的，是商家自己的行为。为

规范广场经营秩序，早在今年3月，物业

就对商铺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规范经

营，但还是有个别商家不履行相关规定。

当天，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路街道办有

关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调查，工作人员

称，这种情况是绝不允许的。工作人员要

求物业公司以及涉事餐馆在3天内整改完

毕，如限定期限内仍然乱象依旧，将会按

照相关规定进行顶格处罚。

海口编制人防“十三五”规划

推进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南国都市报5月23日讯（记者 王子
遥通讯员黄鹏飞郭丽萍）记者从今天召开

的海口市民防局党组（扩大）会议获悉，

将于今年底完成海口市人民防空建设发展

“十三五”规划的编制，科学指导海口市

“十三五”时期人民防空建设，推进海口

市人民防空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口将在去年组织

编制已形成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参照

《全国人民防空建设发展“十三五”规

划》和《海南省人民防空建设发展“十三

五”规划》，将于今年底完成海口市人民

防空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的编制。科

学指导海口市“十三五”时期人民防空建

设，推进海口人民防空工作持续健康发

展。同时，还将积极推进海口市公共用地

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使项目建成后形成

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战备效益。

据了解，在5月13日召开的第七次

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上，海口市荣获国家国

防动员委员会颁发的“全国人民防空先进

城市”荣誉称号。

海口文明横路
6月20日前“亮灯”

南国都市报5月23日讯（记者纪燕
玲通讯员梁崇平）“以后我们居民出行就

不再黑灯瞎火了。”今天下午三点，美兰

区区长冯琳做客《椰城纠风热线》现场

办公表态，将由区政府出资为文明横路

安装路灯，解决这一带居民夜间出行难

问题，博爱街道龙文坊社区居民黎月蓉

高兴地连声表示感谢。

今天中午，博爱街道龙文坊居民黎

月蓉通过热线电话向正在参加《椰城纠

风热线》的美兰区委副书记、区长冯琳

反映称，文明横路是龙文坊社区居民进

出的主要道路，但是这条处于商业中心

地带的道路一直以来都没有安装路灯。

下午两点多，冯琳来到文明横路现

场调研，当场拍板决定由区政府安排资

金解决文明横路没有路灯的问题，确保6

月20日前让这条路的路灯亮起来。

美兰区市政维修中心主任潘家沂

说，他们下周将组织施工队进场施工，

将在道路单侧安装10盏路灯，保证6月

20日前让这条路的路灯亮起来。

南国都市报5月 23日讯（记者 王忠
新）5月21日，由美兰区委区政府主办的

“2016年美兰一家人市民观测评选活动”

进行第二站走访，“美兰家人团”和海口广

电“市民评议团”成员一行30人，步行

8.37公里，对海府街道5个测评点的“双

创”工作进行观测。

“美兰家人团”首先来到大英路，看到

作为旧货一条街的大英路道路平坦了、路

面整洁了、商户不出店经营了。“美兰家人

团”成员蒙秋昌感慨：“变化真的太大了，

感觉像走在旅游景点一样。”经营者们看到

大英路变美了，也不舍得乱丢垃圾，更不

舍得破坏井然的秩序。

“美兰家人团”接下来走进新华农贸市

场，和前来买菜的市民了解菜市场整改前

后的变化。市民潘大姐说：“现在市场里感

觉很舒服，双创要继续搞下去。”

同样让“美兰家人团”眼前一亮的是

龙舌路。将近1000米的龙舌路，双创之后

重新打造，一条充满中国古建筑和黎苗图

腾文化气息的街道让人耳目一新。市民们

感叹，他们没有想过龙舌路会变得这样美

丽。市民黄大哥说，三年前他在这里开了

一家饼屋，当时生意并不好，没想到“双

创”让他们这一条街的商铺都活了！

“美兰家人团”一行随后来到龙舌坡

417 号大院，这原是一个典型的三无小

区。双创工作开展以来，业主们推选出了

临时业主委员会，实现了小区自治。

海府路派出所副所长、海府街道城市

执法中队中队长邓常伟介绍，目前海府街

道区域内已覆盖250多个摄像头，并建立

了白班和夜班两个巡逻队，公安、城管一

起巡逻、联合行动，对重点路段人流密集

区域进行监控。如果那个监控区域出现情

况，会第一时间呼叫正在附近巡逻的执法

人员第一时间赶去处置。

当天下午走访结束后，“美兰家人团”

与海府街道办相关工作人员面对面。针对

家人提出的问题，街道办负责人表示会从

细节入手，马上整改落实到位。

传海口“购房入户”将到期
海口市住建局：根据最新政策，“购房入户”政策将延长至明年4月11日

南国都市报5月23日讯
（记者党朝峰）日前，省内居民
微信朋友圈中广泛传播着有关
海口“购房入户”政策将到期的
消息。对此，记者从海口市住
建局了解到，根据4月5日海
口市发布的《海口市贯彻落实
省政府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
实施意见》，“购房入户”政策将
延长至明年4月11日，距离目
前仍有近一年时间，因此提醒
市民大可不必恐慌。

海口恒福居商业广场内

个别商铺门前随意排污

美兰街区“变脸”告别脏乱差
市民呼吁维护“双创”成果

辖区街道
办：责令三
日内整改

一餐馆随意排放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