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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暖和 本地菜产量喜人；
外地菜农就地过年提高蔬菜供给

感受明显！海南菜价降了
环比连续 15 天下降 预计春节菜价或将持续稳定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2 月 7 日讯（记者 王子遥）随着春节的临
近，海南多举措确保蔬菜保供稳价的工
作力度。而随着大量外地菜农响应号召
就地过年后，海口的蔬菜供应量得到极
大保障。记者从海口市发改委了解到，
2 月 6 日海口多个品种蔬菜零售价维持在
每斤 3.5 元左右，主要叶菜品种的上海青
3.4 元/斤、菜心 3.4 元/斤，大白菜 2.46
元/斤，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市民感受：
菜心 1.5 元/斤
菜价降了
“1 月上旬时菜价还比较高，但自 1
月底以来海口的菜价都特别便宜，像我

袁隆平院士
唯一落户海口试验项目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2 月 7 日讯（记者 孙春丽）2 月 6 日上午，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超高产栽培
技术示范基地，70 多名农户在海南省农
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作物栽培室博
士的指导下，采取人工拉线点插模式开
展插秧。预计这批由袁隆平团队培育的
第三代杂交水稻早晚双季稻收成后，平
均亩产 1500 公斤 （3000 斤)，将刷新海
口市今年稻亩产量最高纪录。
6 日上午，红旗镇超高产栽培技术
示范基地里，70 多名村民正忙活着插
秧，他们娴熟地进行拔苗、捆扎、定
距、插秧等一系列工作。
“我们第一次采
取人工拉线点插的方式，播种袁隆平院
士团队第三代杂交水稻。我们要加油
干，期待收成时，这片双季亩产能突破
3000 斤。
”农户王伯说道。

们小区离西秀镇较近，大家都会在小区
业主群里接龙购买白菜和菜心，每种菜
价格仅 1.5 元/斤，以社区团购的形式购
买平价蔬菜。”海口市秀英区五源河公
寓王先生说道。
在海口市加旺蔬菜批发市场，每天
将收割的蔬菜运来销售的外地菜农也为
数众多。为响应疫情期间减少非必要流
动以及海口保供稳价的号召，不少菜农
选择在海口就地过年，这也使得供应量
大幅度增加。
在永庄村附近租地种菜的外地菜农老
卢告诉记者，
目前本地种植的菜心批发价
只卖每斤 1.5 元左右，生菜每斤只卖 1 元。
而澄迈、临高有些地方的蔬菜批发价甚至
低于 1 元，
大家都在通过降价来争取销路。
该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该市场岛内

本地蔬菜日交易量约 130 吨左右，高于往
年外地菜农回家过年时的同期水平。

监测数据：
海南蔬菜价格
环比连续 15 天下降
根据海口市发改委的监测数据，在
供应量方面，4 日-6 日，海口每日的本地
蔬菜上市量均维持在 870 吨左右。其中，
叶菜产出 420 吨左右，约占生产总量的一
半。而在价格方面，4-6 日各品类蔬菜无
论是批发价还是零售价的波动并不大；
以 6 日为例，海口市多个叶菜平均批发价
不超过 2 元，其中，上海青 1.87 元/斤、黄
瓜 1.57 元/斤、菜心 1.8 元/斤、大白菜 1.33
元/斤，
这也使得末端零售价格得以降低。

海南省发改委对全省的监测数据显
示，从 1 月 24 日至 2 月 7 日，海南蔬菜价
格环比连续 15 天下降。7 日海南的蔬菜
均价为 3.69 元/500 克，环比下降 1.07%，
与 1 月 23 日均价相比下降 14.19%。
“最近蔬菜价格下降的原因主要有
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海口各叶菜联盟的
倡议下，大量外地菜农选择就地过年，保
证了大量的种植劳动力不受节庆因素影
响，能够提供有效供给；另一方面目前是
本地菜生产旺季，加之近期海南天气持
续晴好，20℃左右的天气非常适宜蔬菜
生长，使得产量随即升高。两种因素综
合，使得蔬菜供给极大增多，价格随即下
降。”国家特级津贴农业专家龚农表示，
根据目前的产销情况，预计春节期间海
南菜价或将持续稳定。

海口红旗镇播种“袁隆平”双季稻

收成后预计平均亩产 3000 斤

2 月 6 日，海口市红旗镇农户播种“袁隆平”双季稻。记者 李昊 摄
根据袁隆平院士 2021 年早造工作部
署，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组成试验选址考察小组，奔赴海口市、

三亚市、澄迈县、琼海市、定安县、临高
县、乐东县、五指山市等地考察选择试验
地址。最终确定早造选址在海口市红旗

镇、定安县岭口镇、临高县临城镇、三亚市
国家水稻公园、崖州湾科技城、乐东县黄
流镇，
每个示范片面积 30-40 亩。
据了解，第三代杂交水稻是利用普
通隐性核雄性不育系为母本，以常规品
种、品系为父本配制而成的新型杂交水
稻。第三代杂交水稻不育系不仅兼有三
系法不育系育性稳定和两系法不育系配
组自由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三系不育
系配组受局限和两系不育系繁殖、制种
存在风险的缺点，是水稻杂种优势利用
的理想途径。
海口市琼山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
和浩表示，落户海口琼山的国家重点项
目袁隆平杂交水稻双季亩产 3000 斤超高
产栽培技术示范基地，是袁隆平院士唯
一落户海口的试验项目，也是被列为
2021 年海南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海口出台整改措施改善房产交易中心停车问题

取消预留车位 增设临时停车位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2 月 7 日讯（记者 党朝峰）针对 2 月 7 日
下午网络上关于"海口市房屋产权交易
中心停车场禁止外来办事人员车辆进
入，周边道路违停严重"问题的反映，7
日晚上，海口市相关部门立即行动，出
台了一系列整改措施，除了取消该中心
停车场预留车位实行先到先停措施外，
还协调交警部门增设部分临时停车位，
方便办事群众停车。
获悉网友的情况反应后，海口市相
关部门立即展开调查。据了解，位于海
口市海甸岛怡心路档案馆现有海口市社
保局、海口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
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海口市房屋维
修资金管理中心、海口市房屋安全管理
站等多家行政事业单位在此办公，目前
该房产由海口市国资公司委托物业公司

管理。受场地所限，该场区停车位较少，
只有 110 个车位，
其中含 4 个消防车位。
由于楼内行政事业单位负责的业务
大多涉及民生事项，日常人流量、车流
量非常大，车位尤其紧张。为解决停车
难问题，海口市国资公司会同物业公司
已协调交警部门在道路两侧划出临时停
车位。考虑到办公人员停车的实际需
要，物业公司给楼内相关行政单位预留
了部分停车位，给办理业务的群众停车
造成了一定困难。
据了解，目前，海口市国资公司已
督促物业公司积极整改，即日起取消场
区内各单位车位预留，实施先到先停，
同时做好停车场内车辆停放调度，确保
车位发挥最大使用效能。另外，再次协
调交警部门，在道路两边适当增设部分
临时停车位，方便办事群众停车。

从停车小事看一个城市的待客之道和营商环境
□冉苗俊

新海南

快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停车问题原本
是件小事，但正是这样的小事以及对细
节的处理方式，能看出一个城市、一个地
方，还有城市管理者直面问题的担当，以
及这个城市的待客之道和营商环境。
为解决节日停车难的问题，日前湖
北荆州市委书记在全市电视电话工作会
议上，吁请春节期间各单位打开院子，
为老百姓停车、上厕所提供方便。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许多
城市城区的公共停车位不足，存在道

路拥堵、停车困难的问题，再加上春
节临近，游客出行增多，更加剧了停
车位的紧张。在应对这道“考题”
上，海口和荆州都展现出独特的“待
客之道”：无论是荆州市委书记的振臂
疾呼，还是海口相关职能部门的迅速
整改，都彰显他们敢于直面问题和
“以人民为中心”的担当。对于致力于
扛起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省
会担当的海口来说，对于停车小事的
快速反应和迅速整改，只是其近年来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的
一个缩影，我们希望能看到这样的快
速反应能成为常态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