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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
王凤冤 12月 26日袁天宇将上演日环食天象院将
于 26日 10时 29分 50秒开始袁 至 16时 05分
43秒终止袁历经 5个多小时曰我国均可看到不
同程度的日偏食袁 其中袁 海南食分最大袁为
0.499遥 26日起袁海口市云量逐渐增多袁观赏条
件一般遥

“金环日食”来了
海口可见最大食分 0.499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海南
近日的天气真是好到爆袁阳
光灿烂袁恍如夏天袁大家有相
约一起晒被子吗钥 大家要珍
惜目前的好天气哦袁 好天气
将进入倒计时袁因为 27日冷
空气将强势回归琼岛哦遥

26日耀29日袁 受冷空气
影响袁 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
有小阵雨袁 其中 28耀29日局
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曰 其余地
区阴天间多云遥 气温普遍下
降袁 过程最低气温将出现在
27 日夜间袁 中部山区 11耀
14益袁其余地区 17耀20益曰最
高气温西部和南部地区 23耀

26益袁其余地区 19耀22益遥
另外袁海南省气象局 25

日 16时 10分发布台风四级
预警院今年第 29 号台风野巴
蓬冶 已于 25日 11时加强成
为强台风级袁14时中心位于
北纬 12.1度袁东经 121.4度袁
即在距离三沙市永兴岛东偏
南方向约 1110 公里的菲律
宾群岛上袁 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 14级渊42米每秒冤遥 预计袁
野巴蓬冶 将以 20公里左右的
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袁强
度变化不大袁25日夜间到 26
日早晨进入南海东部海面袁
29 日前后在南海中部海域
减弱消失遥

晴好天气倒计时
冷空气明日“到货”
最低气温 11℃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25
日从海南省地震局获悉袁
2019年 12月 25 日 14时
14分在海南东方市渊北纬
18.78度尧东经 108.64度冤
发生 2.0级地震袁 震源深
度八千米遥

东方昨日
发生2.0级地震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麦世晓 摄影
报道冤 12月 25日袁随着屯昌至海口第
一班车从新落成的屯昌汽车站发出袁
标志着新屯昌汽车站正式投入运营遥

新屯昌汽车站坐落于屯昌大道
北侧袁 总规划占地面积 106.2亩袁总
建筑面积 28000平方米袁是一个集公
路客运尧物流仓储尧旅游集散尧商贸餐
饮等相关配套服务为一体的汽车综
合服务园区遥目前建成的屯昌汽车站
一期项目占地面积 76.3亩袁 总建筑
面积 12280平方米袁 包括客运站大
楼尧物流仓储中心尧车辆维修检测车
间及充电桩等设施遥

新屯昌汽车站项目是一个按照
野绿色尧安全尧智能尧综合冶全新理念规
划建设的国家一级客运站遥客运站共

三层袁第一层为客运功能区袁第二层
为配套商铺袁第三层为办公区袁并配
套大型的站前广场和停车场遥站内设
施设备齐全袁 设有自助售检系统尧智
能化调度系统尧信息发布系统和安防
监控系统袁同时配备了人脸识别检票
机遥 旅客可通过手机微信购票袁自助
售票机购票或人工售票等多种方式
购票袁网上购票的旅客刷身份证可直
接上车袁十分方便遥 设计最高发送能
力为 11000人次 辕日袁 日发班次可达
800个班次遥
据介绍袁 新屯昌汽车站 12月 23

日尧24日为试业期遥 自 12月 22日 23
时起袁 位于新建一路 15号的原屯昌
汽车站全面停止运营袁所有客运班线
整体搬迁到新屯昌汽车站发班袁原发
班线路及班次不变遥

新屯昌汽车站投入运营
网上购票，可刷身份证上车

目前途经或停靠新屯昌汽
车站的公交线路有院

淤号线 31 路 尧32 路 尧33
路尧34路曰于号线 35路尧36路尧
37路尧38路曰 盂号线 01路-18
路曰榆号线 19路尧20路尧21路尧
22路尧39路尧40路曰 虞号线 23
路尧24路尧25路尧26路曰愚号线
27路尧28路尧29路尧30路等

市民：可以吃上低价放心猪肉

记者来到位于滨江路菜篮子和风江
岸店袁 门口贴着政府储备冻猪肉投放点袁
许多市民正在选购猪肉遥 谈及猪肉价格袁
市民王阿姨表示院野我做了三四十年的家
庭主妇袁每天买菜做饭袁猪肉价格从来没
有那么贵袁随便一块猪肉或排骨就要几十
块袁平时家里顿顿都离不开猪肉袁现在只能
用一些鸭肉鸡肉来代替袁 家里人看到我买
猪肉排骨来做菜袁会笑着说耶今天是什么节
日袁竟然吃猪肉爷遥 不过自从菜篮子对猪肉
实行保供稳价后袁 猪肉价格不会有大幅度
落差袁价格涨幅也不大袁也不会因为春节力
即将来临而供不上货遥 菜篮子是政府猪肉
的提供点袁这不仅可以让我们安心购买猪
肉袁同时也保障了市民的消费权利遥 冶

海南省从 8月底起启动省级冻猪肉
储备应急保供投放实施方案袁9个品种的
第一批储备冻猪肉已于 8月 28日通过海
口市菜篮子集团 38 家直营门店投放市
场袁 第一批投放期为 8月 28日-9月 12

日遥 此次投放的冻猪肉品类主要有五花类
渊黑猪五花冤尧骨类渊肋排尧脊骨尧扇骨冤袁零
售定价为五花肉 17.99元/斤袁 排骨 30.8
元/斤尧龙骨 17 元/斤袁扇骨 15.84 元/斤袁
均价均低于省有关部门近期的市场监测
价格遥 品类主要有五花类渊黑猪五花冤尧骨
类渊肋排尧脊骨尧扇骨冤袁零售定价为五花肉
17.99元/斤袁排骨 30.8元/斤尧龙骨 17元/
斤袁扇骨 15.84元/斤遥 猪肉投放区域以海
口市尧三亚市尧儋州市等市县为重点袁并根
据市场需求袁分阶段尧分批次陆续向各市
县进行定向投放袁 重点保障居民个人消
费尧学校和养老院等群体需求遥
政府储备冻猪肉具备野两证两章冶渊动

物产品检疫合格证尧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
证尧动物检疫验讫印章尧肉品品质检验验
讫印章冤且有非洲猪瘟检测报告遥 下一步
菜篮子集团还会根据市场需求加大投放袁
确保供应充足遥 菜篮子直营门店的营业时
间为 6院30--22院00遥

据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王敏介绍袁海口针
对元旦春节的期间的菜品保供稳价已做
好相关安排部署袁对于市民比较关心关注
的猪肉袁海口市政府也已经做了很好的预
案遥一方面袁增加生猪的出栏量袁加大组织
除海口外的生猪猪源引进海口遥 另一方
面袁 菜篮子和罗牛山两家企业多措并举袁
进一步加强协作袁罗牛山在农贸市场主要
销售冷鲜肉袁菜篮子主要承当省级冻猪肉

的投放袁无论猪肉品种如何袁冻猪肉的价
格要优惠于冷鲜肉遥 同时袁在元旦和春节袁
菜篮子产业集团也会发起倡议袁发动生猪
养殖户袁生猪批发商执行倡议价遥
为了加大海口市的冻猪肉的投放袁除

了省级指标和计划之外袁海口菜篮子准备
在春节期间代储 300 吨冻猪肉袁1 月 10
日袁这 300 吨的冻猪肉将入库完毕袁保障
市场的供应袁 让海口市民过上一个舒心尧
顺心的春节遥

近日袁叶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
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市场供应的实施
意见渊暂行冤曳正式出台袁为加快推进海口市
生猪产业转型升级袁稳定生猪生产能力袁保
障生猪市场供应袁 明确了方方面面的具体
举措遥该意见自 2020年 1月 16日起施行遥
意见指出袁2020年末争取生猪出栏 60

万头以上袁 全市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70豫以上曰2021年末生猪出栏 70万头袁自
给率达到 70%袁 确保市场猪肉供给与需求
基本平衡遥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袁要大力

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遥 制定叶海口市生
猪规模养殖发展规划曳袁 重点发展年出栏
生猪 5000头以上的适度规模养殖袁 稳步
提升生猪养殖规模化率遥积极扶持省内外
畜牧龙头企业到海口投资设场袁鼓励采用
野楼房养殖冶等新模式尧新技术袁大力发展规

模化尧标准化养殖遥对新改扩建年出栏 5000
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 渊含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黑猪规模养殖场冤 建设栏舍给予
补贴袁补贴标准为院每平方米栏舍补贴不超
过总造价的 50%袁 最高补贴标准每平方米
不超过 300元袁 单个建设项目补贴不超过
500万元遥
同时袁 各区政府对辖区内生猪生产及

市场供给负总责袁实行生猪生产红线制度袁
将生猪出栏量作为野菜篮子冶区长负责制的
重要考核内容袁 确保全市生猪自给率不低
于 70%遥 采取综合措施袁积极探索跨市县建
立生猪野菜篮子冶基地机制袁统筹规划生猪
野自给冶和野外养冶布局袁鼓励企业到海口周
边市县建立生猪养殖基地袁在基地改扩建尧
标准化改造尧 产能提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
扶持袁加强生猪及其产品产销对接袁确保本
辖区生猪及产品供应遥

海口储备 300吨冻猪肉供应春节

统筹规划生猪“自给”和“外养”布局

海口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实
习生 陈勇合 摄影报道) 这里的猪肉价格有多低钥
来看看野小菜篮冶里的大民生噎噎野调配的冻猪肉一
大早就售空了袁能否增加投放量钥 冶如今袁海口市菜
篮子产业集团的专营店已经成为市民购买低价猪
肉的热门地点袁市民吃得放心袁个个点赞遥

@市民，
春节猪肉“管够”
海口储备 300吨冻猪肉供应春节
争取明年末生猪出栏超 60万头

交通气象

城市

海口

三亚

文昌

初亏时间

11颐59颐18

11颐53颐48

12颐00颐16

食甚时间

13颐42颐19

13颐39颐56

13颐44颐04

复圆时间

15颐16颐32

15颐17颐37

15颐18颐26

食分

0.499

0.538

0.509

扫扫看看地震中
的标准求生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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