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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覃凯)国庆期间，我
市多措并举保障国庆期间市民“菜篮
子”供应，记者在那大镇多家农贸市场
和超市走访看到，市场肉菜供应充足，
价格平稳。

10月5日，记者在中兴农贸市场
询问摊主得知，地瓜叶3元/斤、芥菜3
元/斤、上海青3元/斤……主要蔬菜品
种均未超过5元/斤，与国庆节前的价
格相比，均没有上涨。乐卖特超市猪
肉标价：排骨30元/斤，瘦肉26元/斤，
与国庆节前相比，价格也没有上涨。

据悉，我市从省外调入大量蔬菜，
在超市设立平价菜摊，大量供应低价
蔬菜，有效地平抑菜价。10月6日，
记者在广百家超市平价菜摊看到，原
价2.98元/斤的红萝卜，只卖1.68元/
斤;原价每斤3元多的小黄白菜，只卖
1.98元/斤。新鲜猪肉也推出优惠价
吸引顾客，广百家超市猪肉摊原价
22.8元/斤的“一刀切”猪肉，优惠价为
18.8元/斤。这些肉菜的价格，均比国
庆节前降低不少。

“今天我家来客人，到农贸市场买
菜时，原以为国庆假期肉菜价格会涨
一些，到了农贸市场才发现，肉菜价格

和国庆节前差不多。”市民王晓涵说。
10月5日，在中兴农贸市场、百佳汇
超市等买菜的市民普遍表示，肉菜价
格没有明显涨幅，对政府部门调控市
场、保障供应、平抑菜价感到满意。

国庆假期市民访亲会友，吃得好
吃得多，肉菜需求量也随之增多。我市
稳定“菜篮子”价格领导小组办公室会
同市发改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多举措加强市场价格监管调控，确保
重要商品市场供应和价格总体稳定。
加强禽肉、禽蛋和牛羊肉等猪肉替代
品的供应，缓解市场供应压力，积极从
广西、云南和海口等地调运10多个品
种的瓜菜，满足全市日均销售量和市
民的生活需求。同时，坚决打击囤积居
奇、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

据悉，为确保国庆期间市场肉菜
供应，我市进一步加大对生猪出场成
本价格的管控，以平抑肉价。有关部
门密切关注粮油肉禽蛋菜奶等生活必
需品，以及当地居民消费特色商品的
价格变化，加强价格监测分析预警，做
好随时投放192吨冻猪肉平抑肉价的
准备。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水产品、猪
肉、禽蛋、蔬菜、水果等食品安全专项

监督抽检，确保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在稳定肉菜价格平稳的同时，我

市对农村低保、城市低保、特困供养人

员、优抚对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
全日制在校大中专(含技校)学生等低
收入群体发放临时猪肉补贴，确保低

收入群体不因猪肉价格上涨而降低正
常生活水平，目前已发放猪肉补贴
271.69万元。

加大对生猪出场成本价格管控，给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猪肉补贴271余万元

我市国庆期间“菜篮子”货足价稳

本报讯 （记者林晓云）10月 7
日，记者从市旅文局获悉，国庆长假
期间，我市共接待游客22.81万人次，
同比增长14%，其中过夜游客12.24
万人次，同比增长8%；一日游游客
10.57万人次，同比增长27%。实现旅
游收入1.15亿元，同比增长21%，交
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统计数据显示，东坡书院、八一
石花水洞、海南热带植物园3个A级
景区共接待游客4.24万人次，同比增

长29 %；门票收入26.1万元。各乡
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7.52万人次，同
比增长51%。

今年国庆长假，我市旅游业交出亮
眼“成绩单”，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

一是旅游产品供给充足。节前，
我市发布了赶海游、采摘游、自驾游、
亲子研学游等10条市内主题旅游路
线，景区（点）等企业推出了系列优惠
促销及丰富多彩的活动，旅游文化产
品供给充足。如东坡书院在实行长假

期间免门票入园的同时，还开展“游东
坡景区，品儋州美食”等体验活动。八
一石花水洞除定量提供5折门票外，
推出步步惊心、黎苗长桌宴、快闪舞蹈
表演等项目。海南热带植物园推出迎
国庆免门票、“我和国旗同框”等活动。
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
直接带动了乡村旅游市场，市内短途
游、乡村休闲游客明显增多。另外，那
大城区那恁路夜市凭借丰富且具有
儋州特色的美食、火爆的人气，更是吸

引了众多“吃货”光顾。
二是文化体育活动应接不暇。为

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市提前
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体育
活动，激发旅游文化消费潜力。全省
万人竹竿舞（儋州分会场）活动、儋
州·乌克兰文化交流音乐会、书法作
品巡展、诗词吟诵会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以及全民游泳比赛、定向徒步越野
赛等体育赛事的举办，更是吸引了众
多省内外参赛者来儋参赛，既营造了

欢乐和谐的节庆氛围，又极大地丰富
了市民节日期间的休闲生活。

三是针对金秋旅游文化市场特
点，各文化消费企业推出优惠打折活
动。国庆期间，各影院推出各种促销
活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热点。市文
明办、市旅文局和团市委联合开展

“书香儋州·喜迎国庆”公益书展活
动。那恁路夜市开设书展，让游客美
食与书香共品，进一步满足了市民和
游客的公共文化需求。

迎客22.81万人次 吸金1.15亿元

国庆黄金周儋州旅游“人财两旺”

本报讯（记者林晓云）连日来，
市旅文局多措并举，开展各类执法
检查86人次，排查安全隐患12条，
全市旅文市场安全无事故，实现了
国庆假日旅游文化市场“安全、有
序、优质、高效、文明”的目标。

据了解，我市先后制定《关于
印发2019年儋州市旅游和文化市
场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和《关于
做好2019年国庆假日旅游文化市
场监管和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确保国庆假日期间我市旅游文化市
场平安、欢乐、祥和。

国庆假期期间，市旅文局实
行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处理假
日旅游消费咨询、投诉处理和信
息收集等工作。组织人员深入到
各A级景区、白马井镇等人流密
集区域开展假日市场督导检查，
重点检查、整治“不合理低价
游”、旅游“四黑”、强迫或变相
强迫消费、无资质旅游经营行为
等行为。全市旅文市场整体上秩序
良好，安全无事故。

我市还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
众号，以及旅游咨询中心、各景区
游客服务中心等平台，向市民和游
客发布旅游服务信息，引导游客合
理安排出游。

◀游客在千年古盐田游玩。 本报记者 黎有科 摄

▲游客品尝黎苗长桌宴。 本报记者 罗鑫 盘悦华 摄 ▲游客在火山海岸玩耍。 本报记者 何万常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秋欢）连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市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
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
位，踏实工作，为儋州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贡献，谱写新时代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太振
奋人心了！”白马井镇党委书记吴如
兰说，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后，全镇
干部职工备受鼓舞。“作为一名乡镇
干部，我亲身见证并参与了基层的发
展，在深感激动和骄傲的同时，更感
到肩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共和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为纪检
监察干部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自
信。“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祖国
的繁荣昌盛更需维护。”市纪委常委、
监委委员吴昊表示，作为纪检监察队
伍的一员，将忠实履职尽责，维护好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我将立足

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牢记警徽
肩章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履行好人民
警察的职责，用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
总书记的深切关怀，用实际行动回应
党和人民的期待。”市公安局政治部
宣教科科长廖伟生表示。

大成镇新风村委会贫困户符爱
丹告诉记者，这几年大成镇发展很
快，村子变化很大，村民生活越来
越好。“国家好，我们才好！” 符爱

丹感慨万千：“感谢党的好政策，我
们家过上了好日子，对脱贫致富更
加有信心”。

“习总书记讲话鼓舞人心，让我
们工作更有干劲，也让贫困群众感
到生活更有奔头。”木棠镇扶贫工作
队队员符达君告诉记者，作为决战
脱贫攻坚一线的工作者,将牢记使
命，更加努力提高群众积极性,激发
内生致富动力。“下一步,我们将把
扶贫资源用在‘刀刃’上,和当地干
部群众一起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市第四中学教师吴素丽与儿子
相约一起看大会直播，她说，“这是一
场最为生动、最为直观的爱国主义教
育。在今后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教育教学中，引导广大学生用中
国梦引领青春梦。”

“近年来，我们家政服务的前景
越来越被看好，薪资也非常可观,生
活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我为祖国
70年的巨变感到骄傲，相信今后的日
子会更加美好。”来自木棠镇的“金牌
月嫂”梁丹斐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我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牢记初心使命 继续追梦前行

▲市民在市场选购蔬菜。 本报记者 牛伟 摄

（上接第一版）
同时，儋州还围绕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

市的定位，布局重点项目打造西部文体中
心。为服务海南省第6届运动会，儋州近期启
动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重点项目建设，总
投资12亿元以上，占地面积367亩，可容纳3
万名观众。

完善城市功能 增添发展后劲
与西部中心城市的定位相比，儋州城市功能

尚不齐全。为此，儋州加快建设一批“五网”基础
设施重点项目，推进教育、医疗、文体、商业等辐
射海南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重点项目。儋
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刚表示：“重点项目完
善城市功能，增添城市发展后劲，增强城市吸引
力和聚集功能。”

依托资源禀赋，推动文旅相融，加快完善城
市休闲旅游功能。儋州凭借国家新型城镇化综
合地区之一、农业大市等优势，推进现代休闲农
业重点项目建设。浙江投资商兴建的嘉禾现代
休闲农业观光园项目，总投资15亿元，建设热带
农业展览馆、农耕文化街道、田园养生、休闲旅游
示范区等，以“互联网+农业”的形式带动农民脱
贫致富。

推动以儋州为中心、通达周边城市的“五网”
基础设施迅速提质升级，一批重点项目既完善城
市功能，又改善民生。儋州农村公路六大工程总
投资34亿元，总里程1777公里，今年1月至8月
累计完成投资4.27亿元，明年完工后，全市的旅
游公路、乡村道路将更加通畅。总投资10.8亿元
的儋州电网建设项目，今年1月至8月累计完成
投资4亿元。

引进社会资金打造城市新亮点，增添城市新
功能。位于那大镇的海南影视艺术学院项目，总
投资24亿元，今年7月开工兴建，至8月底累计完
成投资1.83亿元，2021年建成后，一座现代化影
视艺术教育基地将是儋州的新亮点。海南日报
记者9月25日在工地看到，花梨苗圃、木材加工
和塑料编织厂等在9月中旬都已迁移和搬迁，3栋
楼桩基础也已完工，正在回填土方。项目负责人
关义宝介绍，项目搬迁等清表及时，为加快施工
进度创造条件。

破解企业难题 快步走“加速度”

儋州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竭尽全力为
重点项目保驾护航。儋州市委每月召开一次由
银行、企业、项目业主参加的项目建设推进会，现
场协调解决征地拆迁、行政审批、资金筹措、水电
气配套等问题和困难。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期工程总投资7.3亿
元，今年上半年一度施工进展缓慢。6 月
底，儋州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剖析原因发
现，原来是施工人手不足、财政拨付资金迟
误、地下管道等因素影响施工。市政府决定
增加施工单位人员和设备，财政部门确保建
设资金按时序支出，并现场办公解决地下管
道问题。难题解决后，施工进度迅速加快。
项目经理李怀德说：“计划 2022 年全部完
工，我们争取提前半年完工。”据悉，项目建
成后，将为儋州市以及海南西部地区百姓提
供优质医疗服务。

为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融资和质量进
度，确保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儋州要求
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履行社会责
任，坚守契约精神，打破常规，倒排工期，分
班施工。

位于白马井镇的儋州欧亚城综合体项目，
建筑面积超12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今年
1月至8月累计完成投资2.32亿元。海南日报记
者在现场看到，壮观的下沉广场目前已初现雏
形。“施工人员正紧张施工，把雨季耽误的工期
抢回来。”项目总负责人原孟接说，明年底将竣
工开业，为市民和游客提供集购物、休闲、会
展等一站式服务。 （据海南日报）

（上接第一版）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
坚持党要管党，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强化思想武装，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保证全党集中统一、令行禁止。
要弘扬优良作风，同心协力实现小康，坚决惩治
腐败，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要强化主体责任，
完善监督体系，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亮剑，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认真落实“两个责
任”，为建设自贸区（港）和西部中心城市提供坚
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市领导王克强、朱洪武、谢雄峰、唐龙海、王
志强、纪少雄、易向阳、林刚、温龙、肖发宣、吴勇、
张广英、王大辉、王安仍、陈清奎、王建斌、符巨
友、吴波、田丽霞、赵江泽、黎秀全、刘冲、王凌融
聆听授课。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盖文启主持培训
班。

当天，培训班还组织观看了 《强力破
“网”打“伞”深化扫黑除恶》《蝇贪蚁腐之
害》《“象牙塔”里的“硕鼠窝”》等反腐倡廉
警示教育片。

儋州：提升城市品质
激发经济活力

坚持“七个多问一问”
抓好干部纪律教育
为自贸区（港）和西部
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保障

国庆期间

我市旅文市场
安全零事故

▲游客在东坡书院游玩。 本报记者 何文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