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国都市报 8 月 1 日讯（记者 王子
遥）为贯彻落实省政府“菜十条”，增加

省外蔬菜调入数量，近日，省商务厅牵

头组织海口、三亚、儋州、琼海、万宁

等市县商务部门及部分蔬菜运销批发企

业前往广西，与广西商务厅在南宁共同

举办了蔬菜产销对接会，取得了积极成

果。

据介绍，我省11家蔬菜批发企业和广

西26家蔬菜种植企业（合作社）、“南菜北

运”试点企业参加了对接会，其中我省11

家蔬菜批发企业均找到了意向合作企业，

签署合作协议15个。此外，省商务厅还与

广西部分蔬菜种植企业探讨到海南设立蔬

菜直销配送中心，我省企业到广西建设蔬

菜生产基地，以及两地企业签订生产订单

等多种渠道，寻求保障海南蔬菜市场供应

新合作方式。

签署15项合作协议省商务厅积极对接省外蔬菜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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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猪肉 肋条肉 13.18 0.00%

鲜猪肉 精瘦肉 17.13 0.00%

鲜羊肉 新鲜带骨 43.35 0.00%

鲜牛肉 新鲜去骨 43.05 0.00%

鸡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13.90 0.00%

鸡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5.91 0.00%

带鱼 冻 250克左右 19.09 -0.62%

青椒 新鲜一级 4.04 5.21%

尖椒 新鲜一级 3.87 2.65%

芹菜 新鲜一级 4.26 3.15%

油菜 新鲜一级 3.31 5.75%

圆白菜 新鲜一级 2.16 15.51%

豆角 新鲜一级 3.59 11.15%

韭菜 新鲜一级 3.24 3.51%

西红柿 新鲜一级 3.79 3.84%

胡萝卜 新鲜一级 2.95 3.51%

土豆 新鲜一级 2.97 1.02%

大白菜 新鲜一级 2.21 8.87%

蒜苔 新鲜一级 6.39 1.27%

冬瓜 新鲜一级 1.87 2.75%

苦瓜 新鲜一级 3.25 2.52%

空心菜 新鲜一级 2.12 10.42%

地瓜叶 新鲜一级 2.33 4.48%

南国都市报8月1日讯（记者何慧蓉通
讯员 刘佳）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

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杜伟近日因受贿被判

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据悉，

杜伟收受的财物包括130万元人民币、50

万元港币、3.5万元美金，还有一公斤的黄

金制品，高尔夫球杆、购物卡及木制品等

也是来者不拒。

杜伟本人及妻子父母生日、节假日

等，都会成为求关照人员送礼的理由。

2011年春节期间，想和杜伟搞好关系，得

到其关照，成都某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某以

拜年的名义在三亚市某酒店送给杜伟0.5万

欧元。其后，该公司总经理周某又送给杜

伟1万美元。2011年至2013年期间，王某

在杜伟妻子和父母的生日宴会上分9次送

给杜伟9万元。王某也因此得到了杜伟所

在开发公司在他酒行200万元左右的接待

用酒，并拿到了一点工程。浙江某集团采

购部材料员范某在杜伟生日及春节拜年共

送礼10万元，目的也是搞好关系。

为承揽某工程监理项目，海南某集团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某送给杜伟50万

元、4种黄花梨木制品。吕某事后交代称，

杜伟在收到50万元现金半个月后，要求吕

某先替他保管50万元，“放在他家里不安

全，同时他也不想让老婆知道收了50万

元”。同样，为了投标该项目，北京某集团

海南三亚分公司总经理冯某某送给杜伟9

万元及4万元的购物卡。海南某投资有限

公司也为承揽该工程项目，送给杜伟20万

元港币及价值 5.25 万元的高尔夫球杆一

套，其后该公司顺利取得部分劳务工程。

除此之外，杜伟直接或伙同他人索要某景

观大道工程承包商李某现金29.3万元。

经查，杜伟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

受、索取18人以个人或单位名义所送的钱

物共计现金130.3万元人民币、50万元港

币、3.5万美元、0.5万欧元、价值30.65万

元的黄金制品1000克、价值5.25万元的高

尔夫球杆一套、价值6.5万元的购物卡、价

值1万元的消费卡及木制品4件。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杜伟有举报

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等人的事实存在立功

的问题，已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出

具的说明证实杜伟的立功情节不能成立。

法庭认为，杜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

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被告

人到案后，积极配合调查，始终如实供述

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退还

了其实际获得的全部赃款赃物，有悔罪表

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判决杜伟有期

徒刑6年半，并处罚金60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杜伟对于是否上

诉表示要“考虑一下”。

南国都市报8月1日讯（记者王子遥）
记者从省物价局了解到，上周（7月24日

至30日），我省10种基本蔬菜周总均价为

2.81元/斤，较前一周上涨1.81%。

据介绍，上周我省10种基本蔬菜零售

价格全部呈上涨态势。其中涨幅居前的品

种为上海青、生菜、圆白菜，分别较前一

周上涨4.46%、3.23%、1.94%。

市县方面，上周我省10种基本蔬菜平

均零售价格上涨的市县（不含三沙市）有

15个，持平的市县有 2个，下降的有 1

个。其中涨幅居前的市县为陵水、三亚、

昌江；持平的市县为万宁、乐东；下降的

市县为东方。

据了解，上周我省蔬菜平均零售价格

小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受此前台风“银

河”影响，琼州海峡停航26小时，对外进

菜调运造成较大影响。台风“银河”虽在

我省万宁登陆，但由于政府预警及时，保

障措施得力，使得蔬菜价格整体涨幅不

大。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妮妲”将于

2日在广东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省或

迎来强降雨天气，琼州海峡可能停航，因

此预测我省蔬菜价格或将有所上涨。

南国都市报8月1日讯（记者利声富）近
日，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经周密部

署，端掉一处黑潜水点，抓获4名违法人

员，并对4人依法处行政拘留10日，查扣

“三无”快艇1艘和潜水设备一批。

据悉，三亚市旅游警察支队近期接到

游客和相关部门举报称，在鹿回头半山半

岛帆船港附近海域的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存在非法经营潜水活动。接到举

报后，旅游警察立即开展暗访。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警方充分

掌握该潜水点活动规律。7月28日 15时

许，在鹿回头半山半岛帆船港附近海域的

珊瑚礁保护区内查获一处黑潜水点，现场

抓到1名负责接送游客潜水的驾驶员符某

五及 3名正在陪同游客潜水的教练员蔡

某、林某明、赵某浪，查扣用于接送游客

潜水的“三无”快艇1艘，以及潜水设备

一批。

符某五、蔡某、林某明、赵某浪4人

对长期以来在鹿回头半山半岛帆船港附近

海域的珊瑚礁保护区内进行非法潜水活动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旅游警察支队对符

某五等 4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

罚，查扣的违法快艇、潜水设备则移交海

洋局和交通局处理。

警方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朋友，潜水要

到正规潜水公司，远离黑潜水点。旅游警

察将继续严厉查处涉黑潜水点，切实维护

好三亚市的旅游市场秩序。

三亚端掉一黑潜水点4人被拘留

因占道经营碰碰车被扣而怀恨在心

屯昌一商贩
威胁市政局副局长被拘留

南国都市报8月1日讯（记者吴岳文）因
占道经营，莫某的碰碰车被城管暂扣，他

怀恨在心，几次威胁屯昌县市政局一位副

局长。7月30日，莫某被行政拘留3天。

7月28日晚9时许，屯昌县城管大队

对文体公园占道经营的摊位进行整治，莫

某在人行道上摆放的一辆碰碰车被暂扣。

莫某于当晚9点30分到分管城管大队的屯

昌县市政局副局长刘敏家敲门吵闹，当时

只有刘敏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在家，他们

不敢开门。当晚11时50分左右，莫某再

次来到刘敏家敲门恐吓。刘敏赶回家时莫

某已逃离。7月29日下午，莫某还发信息

威胁刘敏。由于担心妻儿的人身安全，刘

敏报案。屯城派出所随后将莫某抓获。

明年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申报启动

南国都市报8月1日讯（记者孙学新）自
8月1日起，我省将启动2017年省级科技计

划项目申报。具体申报项目指南可登录省

科技厅网站查询。

项目申报主体包括企业、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有意申报单位可登录省科技业

务综合管理系统进行网上填报。各计划项

目申报时间为8月1日至9月23日。

百万现金、港币、美元、欧元、黄金首饰、高尔夫球杆等来者不拒

收50万元现金怕老婆知道
托行贿人保管
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杜伟受贿一审获刑六年半

中考成绩526分以上考生福音
海南省农业学校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3+4”全日制大学本科班招生喜讯

经海南省教育厅批准，海南省农业学校（果蔬花卉生产技术专业、海水生态养殖专业）
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园艺专业、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联办“3+4”分段培养全日制普
通教育大学本科班，学制7年，在海南省农业学校就读3年，之后进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
习4年，获得本科学历证书。招生计划80人，还有少量名额，欲报从速，录满为止。

◆助学措施：中职阶段全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课本费并享受2000元/年国家助学金；
大学本科阶段按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规定管理，享受政府一次性补助5000元学费。

◆报名要求:欢迎中考分数在526分以上的本省户籍学籍初中应届毕业生踊跃报名。
◆报名方式：即日起到省农业学校签订录取协议，报省中招办备案录取，录满为止。
◆联系电话：66890154 65883393 13876178949（邢老师）
◆学校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41号

（公交车18、19、20、31、33、44、62路到学院路口站）
◆学校网址：http://www.hnas.cn 扫一扫，了解更多

上周我省菜价小幅上涨

本周或将维持涨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