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海口美富雅养猪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项运清介绍袁最近半个月袁白
猪批发价由每斤 9.5 元涨到 10.5
元袁黑毛猪涨到 11元袁而且一天一
个价遥最让养殖户高兴的是袁养殖成
本在降低袁饲料每包比过去少 15元
至 20元遥在青年路白龙综合市场零
售猪肉的摊主符女士对记者说袁目

前零售市场每斤涨一元左右遥 其原
因是内地收购生猪老板大量来海南
大量收猪袁生猪货源明显减少遥

野现在肉价上涨袁看着是我们
挣钱的时候袁其实出栏价对于我们
来说也是高的遥毕竟猪不是我们自
己养的袁我们挣的是个差价遥 冶摊主
符女士这样对记者说遥

18日上午 9时袁 记者来到海
口坡博市场遥 一名卖肉摊主告诉
记者袁 虽然近期猪肉价格逐渐升
高袁但市民购买的热情不减遥 野这
几天猪肉虽然价格高袁 但是不难
卖袁一天卖掉两头猪很轻松遥 冶记
者了解到袁 当日坡博市场内白猪
精瘦肉的价格在 19 元/斤至 21.5
元/斤之间袁 排骨价格在 25元/斤

至 30元/斤遥
野今年猪肉价格太高袁跟去年

这个时候简直没法比遥 冶市民张女
士说袁她买肉时得精打细算遥 在海
甸岛家乐福袁由于猪肉价格居高不
下袁超市推出打折促销活动吸引市
民遥 记者在销售猪肉制品的柜台前
看到袁 促销牌子上写着全场猪肉
9.9元/斤袁全场骨类 13.9元/斤等遥

在海口局办事大厅袁记者看到职工可通过个人住
房公积金自助查询机尧触摸屏自助业务机尧自助复印
等方式准备好要提交的材料袁 有效缩短前期准备时
间袁方便职工一次性办结袁整个大厅忙碌而有序遥 同
时袁对海口市重要的保障性住房项目袁海口局上门提
供一站式服务袁如永和花园尧永秀花园等遥

记者了解到袁为进一步放宽提取条件袁除购房尧还
贷尧装修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外袁海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出台相关文件袁规定职工在工作所在地无自有
住房且租房居住的袁 符合条件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
金袁此外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袁重大疾病等也可申请
提取住房公积金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 5月 18日,海
口旅游景区技能人才梯度培训班在省
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景区开班袁共计 200
余人参训遥 此次培训是海口市旅发委
三年十万旅游行业人才培训滚动计划
的一部分遥

海口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全域旅游的推进与发展袁 离不开人才
的支撑遥 通过行业技能培训对旅游从
业人员能力及素质进行再开发遥 同时
建立人才库袁 让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
联动起来袁对培训合格的优秀学员袁优
先推荐到企业就业袁 帮助企业解决人
才缺乏问题的同时袁 帮助待业人员解
决就业问题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昨日袁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口市政府获悉袁5
月 17日袁位于海口市城西片区袁面积
约 5.45万平方米一地块成功出让袁该
地块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袁其中
城镇住宅面积为 80%袁商业面积 20%袁
城镇住宅出让年期为 70年袁商业出让
年期为 40年袁 容积率臆2.5袁 建筑密
度臆25%袁绿地率逸25%袁建筑限高 80
米遥 海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单价 4487元/平方米袁 总价约 2.45
亿元竞得遥

项运清说袁 进入五月份以来袁
一些大型养猪场每出售一头猪可
以赚 500元袁 而一些农户赚的更
多袁 每养一头猪可以赚 1 千元左
右遥 对于这一说法袁记者也从海南
省养猪协会万秘书长那里得到了
印证遥

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袁今年 1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跌至
3783万头袁再减 15万头袁同比下降
8.9%袁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 7.7%遥

专家分析袁 连续多年的低肉
价袁导致生猪存栏量下降袁是这次
猪价上涨的最大原因遥业内人士还
告诉记者袁由于今年春节前后海南
遭遇多场寒潮天气袁 生猪产能尧仔
猪生长均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袁成了
节后生猪价格继续高位运行的主
要原因遥 野目前猪价处于上行通道袁
养殖户压栏惜售遥国内生猪市场供
应偏紧袁我省生猪市场整体价格受
到了一定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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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喜讯，恒大全国 8折大优惠
要要要响应号召袁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 47#大户型加推浴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袁一
个房价可以让普通的老百姓轻
松承受的楼盘袁 也是一个适合
生活的地方遥 居省会中心繁华
区袁位于 4万亩湿地公园之上袁
规划尧景观尧户型打造尧精装尧物
业等都是延续恒大深耕中国地
产 20年的精品品质遥生活圈内
涵盖了餐饮娱乐尧医疗保健尧金
融教育等城市生活配套曰 在未
来袁随着恒大私家 45万方多功
能配套的完美呈现袁 将无限美
好遥 无论是性价比还是产品的
品质袁亦或未来生活前景袁都是
海口上上之选遥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同享
恒大集团全国 8折大优惠的利
好, 特别加推的 47#116-159㎡

花园美宅浴超低密度袁湖景尧园景
双拥簇袁舒适度极高遥基于对野居
住空间的尺度袁是居者胸怀的最
直观体现冶的深刻理解袁加推新
品在户型设计上充分考虑居者
的舒适感与空间的合理性袁以大
户型尧大尺度袁为居者带来野别
墅冶般的空间居住感受遥 南北通
透的空间格局袁动静分区的合理
规划袁通风尧采光等居住细节的
深度关注袁将日常生活起居的舒
适度彰显到最大化遥让居者在日
常的起居之中袁时刻享受到生活
的尊贵礼遇遥 无论是三代同堂袁
还是为二胎准备袁皆可从容满足
精彩生活浴

另外袁 新加推的产品同样
秉持恒大集团 9A精装尧满屋名

牌的室内装修袁 和打造 360度
贴心服务的恒大专属金碧物
管袁 更是演绎海口舒适栖居的
典范遥
让利于民袁民生地产恒大领

航中国浴 在海口袁提供高性价比
的房子袁 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
好袁更是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在
海口的使命遥 在这个缤纷五月袁
在全国恒大 8折大优惠的大背
景下袁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超值
特惠袁47#116-159㎡花园美宅袁
送 1600 元/㎡豪装 曰31 -49㎡
LOFT悦城袁 买一层送一层袁送
3000 元/㎡豪装曰180-224㎡湖
畔别墅 23000元/㎡起遥 多种业
态让更多的海口人全方位悦享
都荟综合体的魅力浴

恒大地产集团作为全国十强房企袁始
终践行野民生地产冶理念,雄踞地产界多年袁
恒大有能力尧有责任带头维护购房者的权
益袁并促进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遥 野无理
由退房冶就是恒大向每一位购房者尧向全
社会的郑重承诺袁是为了践行恒大民生地
产的经营理念遥 在购房红五月袁恒大惠民
政策再度来袭袁全国 8折大优惠浴

新建商品住宅渊不含保障性
住房冤价格方面袁70个大中城市
中袁 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5
个袁上涨的城市有 65个遥环比价
格变动中袁最高涨幅为 5.8%袁最
低为下降 0.5%遥 70个大中城市
中袁 同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23
个袁上涨的城市有 46个袁持平的
城市有 1个遥 4月份袁同比价格
变动中袁 最高涨幅为 63.4%袁最
低为下降 3.2%遥 其中袁海口新建
商品住宅房价照上月上涨
0.4%袁同比上涨 1.4%曰三亚环比
下降 0. 1%袁同比持平遥

二手房方面袁70个大中城
市中袁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10
个袁上涨的城市有 51个袁持平的
城市有 9个遥 环比价格变动中袁
最高涨幅为 6.8%袁 最低为下降

0.4%遥同比来看袁价格下降的城市
有 22个袁 上涨的城市有 47个袁
持平的城市有 1个遥 4月份袁同比
价格变动中袁最高涨幅为 56.1%袁
最低为下降 7.2%遥海口二手房环
比上涨 0.2%袁 同比下降 0.6%曰三
亚环比下降 0.2%袁 同比上涨
1.5%遥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刘建伟分析袁4月份房价总
体继续上涨袁上涨城市个数继续
增加袁 但城市间涨势出现新变
化袁一线城市涨幅较上月有所放
缓袁二尧三线城市涨幅开始扩大遥
初步测算袁4月份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环比综合平均涨幅一线城
市比上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 袁
二尧 三线城市比上月分别扩大
0.3和 0.2个百分点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记者 丁铭 特约
记者 邱小惠冤 18日上午袁中国农业大
学副校长张建华一行 5人到白沙电子
商务产业园袁 参观白沙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尧 白沙农村淘宝县级服务中
心等企业并与白沙代表座谈遥
专家考察团在座谈会上称赞白沙

农产品品牌建设尧 电商村淘工作做得
好遥 野白沙利用得天独厚的原生态环
境袁重点发展生态农业袁打造自己的农
业品牌尧发展自己的电商及村淘袁方向
正确袁工作做得非常棒遥冶张副校长说袁
农民增收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遥

4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出炉

海口新房价格同比上涨 1.4%
海口住房公积金为住房消费保驾护航

前 4月提取金额及人数均创新高
商报讯渊记者 段然冤昨日袁国家统计局发布 4月份 70个

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遥 数据显示袁北京尧上海尧广
州尧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
涨幅均双收窄袁深圳二手住宅价格环比甚至出现下降袁而部
分二线城市环比涨幅比上月进一步扩大袁有些已超过一线城
市涨幅遥

中国农大专家
称赞白沙村淘

提效增速 进一步放宽提取条件

截至 4月末袁海口局累计缴存额 85.6亿元袁开户
单位 5146家袁全部个户 27.4万人曰1-4月受理新开户
单位 346家袁同比增加 131家袁增长 60.9%曰受理新开
户职工 4267人曰同比增加 1185人袁增长 38.4%遥
江永华告诉记者袁 为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

覆盖面袁 确保海口市企业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制
度袁海口局成立归集工作专项行动组袁联动海口市

社保尧工商尧税务等部门袁分析企业工商注册尧参保尧
纳税等信息袁对海口应缴未缴企业进行精确催建催
缴遥 1-4 月海口局上门递发叶催缴通知书曳122 份袁
电话催缴 62 家单位袁 督促企业全面建立住房公积
金制度袁做到应缴尽缴袁以满足住房公积金日益增
长的业务需求袁保障每笔住房贷款及时发放袁每笔
提取资金及时到账遥

扩面归集 做到应缴尽缴

商报讯渊记者 段然 通讯员 陈波冤 18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口住房公积金管理
局渊以下简称海口局冤获悉袁受 1-4月我市房地产销售市场持续增长和住房公积金进一步放
宽提取条件利好政策的积极影响袁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量持续增长遥 据统计袁截至 4月末海
口局住房公积金累计提取额 37.0亿元袁占累计缴存额 43.2%袁提取人数 16.9万人次遥 今年
1-4月袁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 3.3亿元袁同比增加 0.6亿元袁增长 22.2%曰提取人数 3.8万人
次袁同比增加 2.0万人次袁增长 111.1%曰归集额 5.8亿元袁同比增加 0.6亿元袁增长 11.5%遥

猪肉价格走高市民“看不懂”
野二师兄冶袁你能不能消停消停

商报讯 渊 实习记者 张萌
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 冤 生猪
价格又涨了浴昨日袁商报记者采
访多位生猪养殖户了解到袁受
生猪存栏量下降等因素影响袁
春节后至今袁 海口市场上的生
猪价格一路上涨遥 尤其是进入
五月份以来袁 一些大型养猪场
每出售一头猪可以赚 500 元袁
而一些农户赚的更多袁 每养一
头猪可以赚 1000元左右遥

碧桂园2.45亿元
海口买地5.4万m2

海口开展旅游
技能人才培训

成本降低售价涨高

专家预测今年行情好
猪肉价格继续走高

银坡博市场肉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