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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记者 孙学
新）记者8日了解到，第二届ISY三亚国

际音乐节第四批艺人阵容火热来袭。本

次组委会公布的21位艺人中，不仅有全

球知名大咖加盟，还有世界顶尖厂牌猫厂

带来的强悍艺人。庞大的巨星阵容将为

观众们打造一场极致的视听盛宴。

此次公布的艺人中有多次获得格莱

美提名的，有前瑞典音乐组合前 Swedish

House Mafia 成员 Axwell 和 Ingrosso 组成

Axwell^Ingrosso。该组合不仅深受乐迷喜

爱，也深受瑞典国王的追捧，本次音乐节

将会是今年 Axwell^Ingrosso 以双人组合

的形式呈现给大家的最后一场演出。力

争给观众们带来全新的视听盛宴。

据了解，第二届ISY三亚国际音乐节

将于2018年12月27日至2019年1月1

日在三亚举行。

格莱美提名艺人加盟
ISY三亚国际音乐节力争打造视听盛宴

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记者孙学
新）2018国际新能源汽车评价大会7日

在三亚开幕，大会为期4天，10日结束。

于此同时，8日-9日，新能源汽车展会也

在三亚湾举办，市民可免费逛展体验。

展现会期间，最吸引人的非蔚来汽车

EP9莫属。这款价值近1000万的电动超

级跑车外观非常帅气，最高时速可达313

公里。官方数据显示，新车的百公里加

速时间为2.7秒，0-200公里/小时的加

速时间为7.1秒。另外，EP9采用弹匣式

可换电池系统，快充模式下充满电45分

钟，续航里程可达427公里。

除了耀眼的蔚来EP9，车展现场同

样有着非常亲民的比亚迪、开瑞、奇

瑞、欧拉、东南、大通等自主品牌，起

亚、东本、郑州日产和凯迪拉克等合资

品牌，以及进口品牌雷克萨斯等等。其

展示车型多样，无论是家用，还是商用

都有着丰富的选择。除了展示，各大经

销商还准备了不错的优惠政策，现金大

礼、购车大礼包应有尽有。

新能源汽车环岛赛
从三亚发车

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记

者孙学新）8日，中国新能源汽车

大赛环海南岛长距离比赛正式发

车，15支车队、22款31辆新能源

汽车从三亚出发，将再回到三

亚，全程650公里。

比赛采用间隔单一发车模

式，完全在普通城市道路进行。

沿途设置充电点，充电电量都将

计入总成绩，最终以完成整个长

距离比赛的总消耗电量计算成绩。

“时代楷模”杨雪峰
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特约记者 宋洪
涛 通讯员 陈炜森 王坤）11 月 8日，由中宣

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重庆市委联合组织

的“时代楷模”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巡

回报告活动在海南省公安厅举行。报告会以电

视电话会议形式，全省设22个分会场，6千余

名民警、辅警收看。

杨雪峰生前系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交

巡警支队石船公巡大队副大队长。今年2月18

日，杨雪峰在执行春运交通安保任务中，面对

突如其来的暴力袭击，为防止伤及无辜群众，

在腹部颈部连中数刀的情况下，他毫不退却，

与歹徒拼死搏斗，终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

杨雪峰同志牺牲后，中央宣传部追授他

“时代楷模”的称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公安部追授他“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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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湿地”海口原生态诗歌

征集活动启动

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南海
网记者陈望）“寻梦湿地”海口原生

态诗歌征集活动将于9日正式启

动，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聚焦海口

湿地公园建设，发现海口湿地之美

的诗歌作品，征集时间从11月9日

持续至11月25日。

本次活动参评作品以日前海

口市获评全球第一批“国际湿地城

市”为背景，突出展示海南东寨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海口美舍

河和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海南海

口潭丰洋和三十六曲溪等省级湿

地公园等七大湿地公园，以及羊山

湿地之变，抒发咏叹海口湿地城市

之美。旨在通过诗歌创作与诵读，

让海口湿地之美传遍全球，打造海

口“国际湿地城市”新名片。

体裁及作品要求：旧体诗、词、

赋：长律不超过 30 行；赋不超过

1200 字；古体诗长度不超过 30

行。现代诗歌：长度不超过30行。

投稿一律采用网站投稿方式。投

稿网址：http：//huodong.hinews.

cn/sd_poetry/。

本次活动设四大奖项：将评出

一等奖1名（稿酬10000元）、二等奖

2名（稿酬5000元）、三等奖3名（稿

酬 3000 元），优秀奖5名（稿酬 300

元），并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活动由中共海口市委宣

传部主办。

鲜猪肉 白猪肋条肉 11.91 0.00%
鲜猪肉 白猪精瘦肉 17.40 0.00%
鲜羊肉 新鲜带骨 42.03 0.00%
鲜牛肉 新鲜去骨 44.43 0.00%
鸡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17.53 0.00%
鸡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7.08 0.00%
带鱼 冻250克左右 20.49 -9.18%
青椒 新鲜一级 5.49 -4.36%
尖椒 新鲜一级 5.72 -4.19%
芹菜 新鲜一级 5.17 0.00%
油菜 新鲜一级 3.51 0.00%
圆白菜 新鲜一级 2.29 0.00%
豆角 新鲜一级 4.89 0.00%
韭菜 新鲜一级 4.00 -1.23%
西红柿 新鲜一级 5.23 -1.13%
胡萝卜 新鲜一级 3.22 0.00%
土豆 新鲜一级 2.87 0.00%
大白菜 新鲜一级 2.34 0.00%
蒜苔 新鲜一级 6.06 0.00%
冬瓜 新鲜一级 2.26 0.00%
苦瓜 新鲜一级 4.73 -4.25%
空心菜 新鲜一级 2.99 -8.56%
地瓜叶 新鲜一级 2.77 -3.15%

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记者 党朝
峰）11月8日，海口市住建局发布《通

知》，海南永耀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因擅自转让海口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违反《海口市房

地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该

局对该中介机构下达了行政处罚，并将

该公司清除出海口房地产市场。

据悉，此前绿地集团海口置业有限

公司曾发布一则《声明》，称关于海口市

龙华区博义盐灶改造项目博义片区B-06

地块回迁商品房问题，该公司发现有人

借绿地海口公司“海德公馆”名义进行

该回迁商品房指标销售现象。该公司提

醒广大业主及客户朋友提高警惕，若发

现有人以绿地海徳公馆名义进行回迁商

品房指标销售的行为，可报警等。

为保障相关买受人的权益，海口市

住建局特此提醒，任何擅自转让安置房

的行为属违规行为，违规购买安置房存

在风险，请相关买受人审慎决定，以免

自身权益遭受损失。

违规转让棚改项目安置房
一房产中介机构被清除出海口市场

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记者
胡诚勇）近日，海口一市民反映，

他是海口红城湖棚改片区的拆迁

户，该片区棚改回迁安置房一期

己进入收尾阶段，可是很多拆迁

户还没有安排到，只能等安置房

二期。可是二期至今没有开工，

很多拆迁户在外面租房很不方

便，所以希望了解一下该片区回

迁安置房二期的进展情况。

对此，海口市琼山区政府办

公室在回复中表示，红城湖片区

棚改项目回迁安置房二期位于北

官村内，目前地块已在收储阶

段，预计年底将进行安置房建

设，建成时间约两年，请大家耐

心等候。

南国都市报11月8日讯（记者胡诚勇）
道路建设问题，一直都是市民关注焦点之

一。近日有市民在网上反映，海口白驹大道

附近一规划路开工1年多，至今未完工的问

题。对此，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回

应称，该道路至今未建设完工，主要是征地

拆迁工作未完成。待完成征地拆迁工作后，

将确保4个月内完工。

据市民反映，白驹大道江东水岸大门入

口和检察院中间有一条规划路，开工修路至

今已经快一年多时间了，施工多次修修停

停，造成几百米的道路至今未完工，严重影

响了小区居民和附近村民的日常出行。经多

次反映，工程进度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针对市民的问题，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表示，白驹大道江东水岸小区和检

察院中间规划路，是该公司承建北师大海口

附校配套道路（包括 A、B、C 三段）中的A

段，道路建设长度900米，红线宽50米。

美兰区政府至今只提供A段（连接白驹大道

段）200米施工工作面，且200米红线范围

内，尚有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围墙，及A段

中间仍有400米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和房屋征

收工作未完成。目前，该项目200米路段已

完成排水工程及路基工程，现状道路路基不

影响周边村民正常出行，且江东水岸小区现

有大门连接白驹大道，不影响小区居民正常

进出。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表示，

该道路项目施工中，因A段中间房屋拆迁

工作未完成，导致道路排水无出口无法进行

200米路面等后续工程施工，待区政府完成

征地拆迁工作后，该公司将立即组织施工，

确保4个月内完成该项目的全部施工任务。

海口白驹大道附近一规划路开工1年多至今未完工

部门：完成征地拆迁后4个月内完工

海口红城湖片区棚改回迁安置房二期何时开工？

回应：预计年底开建两年完工

新能源汽车展在三亚湾举行

市民可免费逛展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