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 责编/王渝 美编/颜鹏 城事播报06新闻热线

南国都市报9月13日讯（记者王子遥
田春宇通讯员林先锋许晶亮）13日上午，

台风“百里嘉”在广东省湛江市登陆。受

琼州海峡停航影响，海口菜价出现一定程

度上涨。目前，物价、工商等相关部门已

启动对蔬菜批发及零售市场的价格巡查，

其中海南凤翔批发市场三处批发档口因涉

嫌不明码标价及哄抬菜价被处以3000元及

5000元的顶格处罚。

记者当天走访龙华区海垦农贸市场发

现，多种蔬菜价格都在6元以上。其中空

心菜、上海青均为6元/斤，生菜、小白菜

及菜心则7元/斤。摊主符阿姨告诉记者，

受台风影响，不少蔬菜的批发价出现了不

同幅度提高，所以零售价格也随即上浮。

“你的摊位菜价有没有按照要求明码标

价？请你出示蔬菜的进货单和销售单。”9

月13日上午，海口市琼山区物价、工商、

商务等部门联合执法，对辖区内的海南凤

翔蔬菜批发市场及农贸市场进行菜价检

查，做好台风天蔬菜保供稳价工作，让市

民能吃上平价菜、低价菜。

“我是做长期生意的，一定支持配合政

府工作，不会趁台风天气，借机抬高蔬菜

价格。”凤翔蔬菜批发市场B33档口商家

梁海燕表示。在凤翔蔬菜批发市场里，记

者看到琼山区物价局局长林泽春正在联合

工商、商务等部门工作人员及市场管理负

责人对该市场各个蔬菜批发档口进行蔬菜

保供稳价专项整治检查工作。

“在开展蔬菜市场保供稳价专项整治工

作中，琼山区专门成立了三个联合检查组和

一个机动检查组，采取每日三班工作制度，

重点对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和辖区内各个农

贸市场的蔬菜价格进行追踪巡查，重拳打击

哄抬菜价行为，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打击。”琼

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和娇介绍。

据悉，当天琼山区对凤翔蔬菜批发

市场 307 个蔬菜批发档口进行逐一检

查，约谈26个蔬菜批发档口负责人，对

未按规定明码标价、哄抬菜价的 2个一

级蔬菜批发档口各罚款5000元的顶格处

罚，1个二级蔬菜批发档口罚款3000元

的顶格处罚。

科普日，三亚将推系列
体验活动

近距离接触科技
体验科技魅力

南国都市报9月13日讯（记
者孙学新）2018年全国科普日即

将到来，积极引入高新科技的三

亚，将于9月15日至21日推出

系列科技体验活动，让公众特别

是青少年近距离接触科技，体验

科技魅力，激发科学兴趣。

●9月15日—21日
三亚亚龙湾国际玫瑰谷的三

亚玫瑰谷种植示范基地开放免费

入园,海南居民凭身份证办理免费

入园手续。

●9月15日-16日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可凭有效

学生证免票入园，免费体验水稻

插秧活动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

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半）。

●9月15日-16日
三亚自然博物馆面向推出市

民优惠，优惠价格为70元。

●9月16日
中科院深海研究所将邀请贫

困户、低保户子女，进行“科

普行”拓展活动参观勇士号深

潜器等。

南国都市报9月13日讯（记者石祖波文/
图）近期，作为海南通航产业示范项目、海口市

琼山区金林海口甲子通航机场开发的低空旅游等

项目引来岛内外市民游客关注。

据琼山区旅游局局长王武介绍，琼山区金

林海口甲子通航机场主要由翰翔低空飞行基地

参与，并成立航空科普馆，包括低空飞行培

训、低空飞行与观光、航空科普教育等方面。

今年年初以来，随着翰翔低空飞行基地的航空

科普馆开放，该基地也日渐成为孩子的乐园。

南国都市报9月13日讯（记者孙学
新）写满了青春和激情的三亚国际音乐

节，今年将推出跨年夜狂欢，让众多电

音迷翘首以盼。记者9月13日了解到，

继日前百大DJ Mag排行榜第一名的

Martin Garrix等庞大阵容发布后，第

二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再爆火热阵容，该

音乐盛事与世界第一厂牌 Spinnin'

Records （斯宾尼唱片）达成合作，并

与国际巨星Yellow Claw打造的厂牌

Barong Family达成合作，给音乐节

带来更多著名电音艺人，呈现极致试听

体验。

此次三亚国际音乐节与 Spinnin‘

Records 的联名舞台，将会带来 7 位

Spinnin’ Records旗下优秀艺人。包

括被誉为电子音乐乐坛最完美的搭档

“Bassjackers”、冷系Future House风

格虏获全球大量乐迷的关注的英国“小鲜

肉”Curbi凭借经典的单曲“Alright”在

Beatport排行榜上连续三周第一的Lu-

cas & Steve、热衷 deep house 与

future house风格的天才少年

Mesto、曾与Ti·sto铁叔合作曲

目 《Get Down》 大获好评的 Tony

Junior、引导了许多音乐潮流走向的荷

兰双人组合Chocolate Puma、创作曲

目多次占领 Beatport 排行榜榜首的

Jay Hardway。

全球顶尖音乐厂牌之一的Barong

Family厂牌，也将带来7位顶尖艺人。

包括被滚石杂志评为“10位你必须知道

的艺人”之一的Yellow Claw、时下

最炙手可热的EDM组合Moksi、全能

型音乐制作人LNY TNZ、风靡全球的

Bass 音乐制作人 DOLF、凭 《Beast-

mode》 刷 爆 各 大 音 乐 排 行 榜 单 的

STOLTENHOFF、国际舞台争相邀演

的宠儿Rayray、轰动阿姆斯特丹大街小

巷的时尚派对Slumberparty的创始人

EVA YOUNG。

除 了 来 自 Spinnin' Records 与

Barong Family 厂牌的知名艺人外，

第二届三亚国际音乐节还邀请到DJ百大

排名最高的女子组合“NERVO”，以及

俄罗斯国宝级DJ M.E.G和俄罗斯世界

杯压轴表演的DJ SMASH。

据了解，第二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将

于2018年12月27日至2019年1月1在

三亚举行。顶尖艺人阵容，配合全面升

级制造的震撼舞台，将用电音火焰点燃

三亚城市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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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平均价格 日环比
鲜猪肉 白猪肋条肉
鲜猪肉 白猪精瘦肉
鲜羊肉 新鲜带骨
鲜牛肉 新鲜去骨
鸡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鸡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带鱼 冻250克左右
青椒 新鲜一级
尖椒 新鲜一级
芹菜 新鲜一级
油菜 新鲜一级
圆白菜 新鲜一级
豆角 新鲜一级
韭菜 新鲜一级
西红柿 新鲜一级
胡萝卜 新鲜一级
土豆 新鲜一级
大白菜 新鲜一级
蒜苔 新鲜一级
冬瓜 新鲜一级
苦瓜 新鲜一级
空心菜 新鲜一级
地瓜叶 新鲜一级

11.93 0.00%
17.23 0.00%
43.04 0.00%
44.93 0.00%
17.38 1.11%
7.18 2.43%
22.56 3.44%
5.19 7.45%
5.33 8.78%
5.06 0.20%
3.95 12.54%
2.80 8.95%
5.33 19.24%
4.89 10.14%
4.87 5.41%
3.53 9.63%
2.89 0.00%
2.73 7.91%
5.87 0.00%
2.11 1.44%
4.94 9.53%
4.18 16.11%
3.69 7.27%

海口琼山区重拳打击哄抬菜价行为做好台风天蔬菜保供稳价工作

涉嫌未明码标价及哄抬菜价
3家批发档口遭顶格处罚

海口甲子机场低空旅游引关注
乘直升机饱览湖光山色第二届东方黎锦旗袍佳人大赛启动

第二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再爆火热阵容

带你走进音乐奇幻之旅

市民体验低空飞行。

南国都市报9月13日讯（记者 孙
春丽）继去年12月举办2017年首届东

方黎锦旗袍佳人全国大赛之后，该项

赛事的第二届活动于9月13日在海口

正式启动，这是记者13日从赛事主办

方之一的省黎族服饰文化交流协会获

悉的。

据介绍，第二届赛事举行个人赛

和团体赛两项比赛，将先在海口举办

选拔赛，然后赴东方举办总决赛，比

赛时间为2018年12月8日至11日。其

中，个人选拔赛的前40名选手晋级总

决赛，团体选拔赛的前5名晋级总决

赛。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参赛

对象要求年龄为18周岁至65周岁的女

性，身材匀称，五官端正，具有一定T

台走台和服装表演经验，比赛服饰要求

必须是黎锦或黎锦元素旗袍，以凸显大

赛主题和海南黎族服饰文化特色。其

中，参加团体比赛的队伍需在10人以

上。比赛内容为走秀表演、舞台形象、

服装设计及网络投票四方面。

大赛将为个人比赛的冠、亚、季军

分别颁发3万元、2万元、1万元奖金、

奖杯及证书，另外还将评出特别奖项

——服装设计奖，奖励现金8000元、

奖杯及证书。单项奖还将评出最佳气质

奖、最佳表演奖等6项。

团队比赛的冠、亚、季军与个人

比赛获奖者名额及奖金相同，另外评

出最佳编导奖3名、优秀奖2名。报名

通道即日开启，截止时间为今年11月

15日。

本届大赛由省旅游委、省文体厅、

省商务厅、省民宗委、省妇联、省工商

联指导，东方市委、市政府和海南省黎

族服饰文化交流协会主办。

今年，本报纸媒继续与新媒体立体

打造这项活动。对此感兴趣的旗袍爱好

者请扫描微信二维码，直接进入旗袍赛

报名平台，输

入“姓名+电

话+基本情况”

或拨打本报新

闻 热 线 电 话 ：

966123， 联 系

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