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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快报

更多菜篮子价格信息，请登录“海南价格网”查询

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平均价格 日环比
鲜猪肉 黑猪肋条肉

鲜猪肉 黑猪精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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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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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发布单位：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采价时间：2019年3月7日 单位：元/斤

14.40 7.83%

19.46 -0.62%

54.63 -1.13%

51.17 -0.01%

14.06 0.02%

6.93 0.22%

23.88 -0.52%

4.17 0.16%

4.11 -1.80%

4.06 -2.11%

3.63 -0.68%

2.43 -1.53%

5.21 -5.72%

4.40 -0.55%

4.18 -2.05%

3.17 -0.57%

2.73 0.34%

2.53 3.32%

7.57 3.88%

2.19 2.22%

4.76 -1.14%

3.76 1.97%

2.64 -3.24%

南国都市报3月7日讯（记者 王小
畅实习生李晶晶）7日，记者从省交通

工程建设局召开的2019年重点公路项

目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省交通

工程建设局计划完成项目投资96.2亿

元，全力完成“政策落实年”任务，服

务海南发展战略大局。

据了解，去年我省重点公路项目建

设捷报频传，博鳌通道历时10个月建

成，琼乐高速公路通车，铺前大桥主桥

合龙，海口绕城二期开工，文琼、万洋、

儋白、山海（五指山—三亚海棠湾）高速

公路加快推进。

今年我省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将继续

加码提速，按照“在建一批、开工一

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安排，省

交建局在建和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

项目已达25个，总投资约764亿元。

省交建局局长吕晓宇介绍，该局今

年将强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全力

服务海南发展战略大局；铺前大桥将于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3 月 26 日—29

日召开）前建成通车，G15沈海高速海

口段工程力争10月前开工。同时，文琼

高速公路预计7月通车，“田”字形高速

路网骨架收官项目万洋高速将于年底建

成通车，县县通高速公路的标志性工程

儋白高速、山海高速加快推进，助推

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

此外，今年我省还将开工建设一批

重点公路项目，G360文临高速公路将

画好“丰”字型高速路网第一横。开工

建设环岛旅游公路琼海、昌江段。开工

建设G361 什邦线、S314 天新线等项

目，加快西部地区路网互联互通。谋划

海口至儋州段高速公路、G98环岛高速

公路大三亚段扩容改造、东线高速公路

改扩建、国道G540毛九线抱由至九所

段改建工程等项目的前期工作。

南国都市报3月7日讯（记者 黄婷
实习生邢利芳）日前，省委办公厅和省

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 《省委、省政府

2019年为民办实事事项》通知，确定海

南今年要办好“你读书、我买单”全民

阅读活动等8件实事。近日，记者从省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处室获悉，目前，包

括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图书馆

在内的多家单位正在积极协作，打造专

为活动服务的“云书馆”数字平台，同

时筹划购书书店的招投标工作等。围绕

广大公众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省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就2019“你读书、

我买单”活动进行了详细了解。

问：为何举办“你读书、我买单”活动？

答：“你读书，我买单”活动既是

一项文化惠民活动，增强全省人民的文

化获得感幸福感；同时也是一项全民阅

读推广活动，激发群众的阅读兴趣。

问：活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通过一定程序，公众可在网上

或实体书店免费选购一定金额的图书，

阅读完后归还到自己选定的公共图书

馆。

问：谁可以参加这项活动？

答：持有海南本地居民身份证或社

保卡的人员均可参加。

问：可以选购多少金额的图书？

答：从活动启动至2019年12月31

日，每个海南居民可选购100元以内的

图书。

问：什么书都可以选购吗？

答：选购图书要满足一定条件，一

是不可以选购教材、教辅图书；二是该

图书图书馆没有或者复本量不够，“云

书馆”应用程序会帮助参与者完成以上

条件的筛选。

问：怎样参与活动呢？

答：如参与者想在实体书店选购，

可直接前往活动指定的实体书店即可，

书店会帮你完成各项操作。如参与者想

在网上购买，则需使用“云书馆”应用

程序，根据程序提示来操作，像网购下

单一样，只是不必付费。

问：到哪里下载“云书馆”应用程序？

答：活动启动前，主办方会通过各

种方式公布该程序的二维码，届时大家

扫码下载APP即可，同时还会对具体细

节和要求再做详细讲解和指导。

问：活动何时启动？

答：活动将于2019年8月中旬“海

南书香节”期间启动。大家可通过关注

“书香海南”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消

息和进展。

南国都市报3月7日讯（记者 胡诚
勇通讯员刘伟）又到一年“军坡”季。3

月7日，记者从海口龙华区举行的新闻

通气会上获悉，2019年（第十八届）海口

冼夫人文化节将于3月12日至18日举

行。文化节期间，龙华区将在新坡镇冼

夫人纪念馆等四个活动点安排丰富多彩

的系列节庆活动。

冼夫人文化节，又称“军坡节”，

是民间纪念冼夫人的传统节日。新坡镇

是冼夫人当年军队的驻营地，也是海南

“军坡节”的源头。

据介绍，本届文化节主会场设在龙

华区新坡镇冼夫人纪念馆，同时在城西

镇、遵谭镇和中山街道设置三个分会

场。四个活动点在文化节期间将举办的

民俗活动、文体活动等多达50场次。

在本届文化节上，由在华留学生组

成的“装军”巡游方阵将首次亮相。文

化节上还将举办走向世界的冼夫人文化

论坛，邀请新、马、泰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侨领交流冼夫人文化。

据了解，为提升市民游客的参与

度，文化节特别设置了五大环节打卡通

关赢礼品活动。在新坡镇冼夫人文化广

场、冼夫人文化馆，游客按照打卡路线

集齐五大福气印章，即可领取礼品。

本届文化节除了传统的集福礼圣、

公仔戏、装军巡游等纪念仪式、民俗活

动之外，还安排一些“新”意十足的特

色活动。3月16日晚将在冼夫人广场举

办“缘来是你——冼夫人情缘会”，为

单身男女青年搭建一座交友平台。情缘

会现场设置互动游戏、祈福结缘等环

节，凡年满20周岁的单身女性、年满

22周岁的单身男性都可参与。

海口江东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公开招标

普华永道中标

南国都市报3月7日讯（记者胡诚勇）海

口江东新区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3月7日，

记者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悉，日前进

行公开招标采购的海口江东新区产业发展规划

项目已经有了结果，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

限公司确定中标，中标价为323万元。

据悉，此次招标项目采购内容为江东新区

产业发展规划，包括宏观环境分析与江东新区

产业功能定位；产业研究；按照招标人要求归

集、汇总其他供应商方案，统筹编制形成总体

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方案。

海口走进德国柏林
推介旅游

南国都市报3月7日讯（记者田春宇） 3

月6日，为期3天的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在德

国柏林举行。

3月6日18：30，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在柏林万豪酒店成功举办了海口旅游座谈会。

将海口热带滨海旅游、高尔夫旅游、邮轮旅

游、中医养生旅游等高端产品介绍给德国游

客，推动两地旅游部门加强交流合作。海口和

德国两地嘉宾就海南与德国如何开展航空、旅

游、文化等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一系

列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共识。

铺前大桥将于月底通车
儋白、山海、文临高速公路加快推进，谋划海口至儋州段高速公路前期工作

海口冼夫人文化节3月12日至18日举行

50场民俗活动“闹军坡”

“你读书、我买单”活动邀您免费看书
何时启动？谁可以参与？如何参与？热点问答来啦

南国都市报3月7日讯（记者 黄婷实
习生邢利芳）《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设立

和运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近日经海

南省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

公布实施。《规定》指出，为更好地服务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依法设立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以下

简称海南经发局）。

海南经发局是由省人民政府发起，不

以营利为目的、不列入行政机构序列、不从

事法定职责外事务，经授权代表政府在法定

职责范围内开展经贸活动的非营利性法人

机构。海南经发局的登记管理机关是海南

省民政厅，业务主管部门是海南省商务厅。

《规定》指出，海南经发局履行以下职

责：（一）承接招商引资和国际商务服务工

作。承担招商引资代理、咨询宣传推介、

国际企业服务、国内外会展及投资咨询服

务等经贸活动。（二）协助海南相关机构在全

球设立海外中心、商务代表处、办事处。（三）

为相关机构提供海南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政

策研究、决策咨询和可行性建议。（四）在法

定授权范围内开展其他业务。

海南经发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局长

负责制，理事会由发起单位委派理事组成。

《规定》明确，海南经发局应当按照精

简、效能原则设置内设机构和岗位，按照公

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实行市场化为主、

多种用人方式并存的用人机制，建立与绩效

目标相适应的薪酬管理制度。海南经发局

运营资金主要由注资收入、承接政府采购服

务收入和其他合理合法的市场化收入组成。

我省设立国际经济发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