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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版海南公交卡免费送”
系谣言
铁路部门已报警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一篇题为“限量版
海南公交卡免费送！庆祝海南环岛高铁开通十周
年啦！”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热传，引得不少市民关
注。对此，海南铁路公司已经确认此信息为谣言，
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近几天，微信公众号“海南福利”发出《限量版
海南公交卡免费送！庆祝海南环岛高铁开通十周
年啦！》的推文，并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记者查
询发现，发布该信息的账号并非官方账号，而是个
人订阅号，而且注册时间不长。经过向相关平台管
理方举报，1月 28 日，该页面已经不能够访问。记
者网上搜索发现，类似“公交卡免费送”的谣言曾在
外地出现过，并被当地有关部门多次澄清。

28日上午，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向媒体通报，“限
量版海南公交卡免费送”系谣言，目前该公司已向
公安机关报案，同时提醒市民不要轻信类似信息，
也不要点击或转发，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本报讯（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王媛媛）1 月 26
日晚，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热带水果街”

“拉蒙红酒街”“日式铁板烧街”“海棠夜巷”“孟加拉
湾寻宝餐厅”等升级业态正式迎客。

当晚，园区 4 大全新特色旅游产品及 1 大主题
餐厅同时揭幕。游客可以在“热带水果街”品尝榴
莲、芒果及各式鲜榨果汁，购买原产地直采水果；在

“拉蒙红酒街”品鉴法国醇正红酒、正宗西餐；在“日
式铁板烧街”一边享受地道海鲜日式铁板烧，一边
欣赏花式厨艺表演；在“海棠夜巷”感受海南文化缩
影，挑选海岛伴手礼及珍珠制品；在“孟加拉湾寻宝
餐厅”感受海鲜大餐的大快朵颐。

据悉，园内招牌演艺之一“夜光花车巡游”也
于当晚“焕然一新”，演员身穿绚丽服装上阵，演
出效果加倍。同时，特别企划环节——大型焰火
表演也惊艳亮相。春节黄金周期间，不夜城将每
晚为游客上演“焰遇”秀。商街内 20 余家美食餐
厅也开启年夜饭预订，品类包含西沙直供海鲜大
餐、传统特色琼菜、精美香醇私房烘焙、热辣川味
粤菜餐厅等。

“前天刚到三亚，住在海棠湾，搜到这附近有
个不夜城，就带着家人过来游玩，去吃了铁板烧，
很正宗。饭后恰好看到园区有花车巡游和烟火
表演，非常震撼，值得推荐。”来自广州的游客谢
先生说。

据了解，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2019年 1月
开业，两年来为超 300 万人次的市民游客送上欢
乐。不夜城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把握景区夜游
优势，继续为游客打造“逛吃潮玩”的度假体验，创
造新模式。

海昌梦幻不夜城升级业态
刷新三亚日夜潮玩新体验

海昌梦幻不夜城焰火表演。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外国艺人表演歌舞。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三亚海旅免税城
线上商城“开张”

本报讯（记者 杨洋 通讯员 汪慧珊）打造消费
层级丰富、消费种类覆盖范围广、价格优惠的国内
一流购物环境是三亚免税业的共识。1月 25日，三
亚海旅免税城线上商城正式上线，只需拥有近期离
岛机票或船票信息，即可线上下单选购心仪的免税
产品。三亚海旅免税城还推出了爆款美妆 3件 7.5
折、精品箱包5折起等折扣，吸引更多消费回流。

据悉，三亚海旅免税城官方线上商城上线就开
展了超值的优惠活动。1月28日-2月 10日，香化3
件 8折，服装箱包3件 5折，腕表首饰、太阳眼镜、进
口酒、美容仪器、玩具等2件8折，进口巧克力买二送
一。

三亚海旅免税城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开
业，吸引近 350 个国际知名品牌入驻，涵盖了手
表、首饰、箱包、香水、化妆品、电子产品、进口酒
等 45 大类免税品，还引进了一批首次入驻海南离
岛免税店的品牌。此外，三亚海旅免税城内的
Apple 授权经销商店是该品牌首次入驻免税体
系。

三亚海旅免税城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已有的
营销活动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营销推广活动
惠及更多旅游消费受众。此外，还将加快丰富该
免税城内的品牌品种，积极准备货源，提升服务质
量，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旅游经济高质量
发展。

正值冬季瓜菜上市，育才生
态区那受村的青瓜、豇豆等迎来
丰收。“这青瓜长得又长又直，没
打农药，也没有病虫害，多亏杨
书 记 给 我 们 带 来 的 防 虫 害 技
术。”捧着刚摘下的青瓜，村民苏
祥海向记者“炫耀”他的成果。

种植青瓜，苏祥海算得上“老
手”，可之前无论怎么种，总达不
到预期的效果。这两年不一样
了 ，不 仅 产 量 高 ，病 虫 害 也 少
了。这激发了他的干劲，去冬今
春又扩种了几亩。“科技助力，瓜
菜长得不错，产量高、价格好。”

可喜的变化得益于科技的加

持。2018年，三亚市南繁科学技
术研究院副院长杨小锋到那受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发现村
民在种植瓜菜时，使用的地膜和
吊蔓绳均为聚乙烯材料，不可降
解，使用后只能直接丢弃或焚烧
处置，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为解
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杨小锋带领
团队经过两年多的试验，成功研
发了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和吊蔓
绳，从根本上解决农田地膜的污
染问题，改善土壤生态和农田环
境保护。

“可降解地膜可在一定时间
内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对土壤

和环境没有任何危害，也避免了
残膜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同
时它还起到增温保湿、减少虫害
和抑制杂草等作用。”杨小锋说，
这项技术从 2018 年开始在那受
村推广应用，现已推广了 1500
亩，村民反响好，推广效果显著。

加入“科技”元素的，不止瓜
菜种植。

那受村有15亩的“那阳百香
果基地”，集成“大黄金”百香果
新品种种植、密植栽培、专用棚
型建等 10 大关键技术，结合“那
受纳寿”品牌打造，做强做专百
香果种植村集体经济项目，可实

现年收入超过35万元。
这片基地，因为加入了“科

技”的元素，发挥了最大的经济
效益。除了新地膜的使用，在百
香果的藤蔓上悬挂着物理诱杀
害虫的蓝黄板，诱杀蚜虫、斑潜
蝇、蓟马等害虫，有效减少农药
的使用。“百香果地里养鹅就不
用打除草剂，同时鹅的粪便还是
很好的有机肥。”杨小锋说，充分
利用林下空间发展养殖业，进一
步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科技走进田间地头，农户的
口袋鼓起来，苏其文也是受益者
之一。之前他种植的 20 亩百香

果质量和产量不高，卖不出好价
钱。杨小锋多次调研，对症下
药，提出将平蔓栽培改为垂蔓栽
培、将三元复合肥改为高钾复合
肥等技术改良思路，不但提高果
品产量，还可改良土壤。“刚开始
也半信半疑，尝试了一茬后，发
现挂果量明显增多了。”现在，苏
其文的收入有了大幅增加，还成
为致富带头人。

杨小锋还在那受村推广彩色
平顶网棚栽培技术，起到防虫、
调节光照、增产等作用，能减少
70% 的 虫 害 ，产 量 可 以 增 加
60%。

“伏地膜”赶跑虫害助增收
科学种植让育才那受村农户受益良多，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邢凌凌

上图：那受村村民使用全生物可降解吊蔓绳。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左图：那受村彩色平顶网棚。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1 月 27 日上午，走进崖州区
崖城村常年蔬菜综合基地，一片
绿意盎然，工人们正忙碌着将采
摘下来的冬瓜搬上货车。今年，
这个基地的冬瓜迎来收获，经过
两批采摘，被外地收购商以 2.7
元/斤的价格“打包”，实现经济
价值52万余元，盘活了村集体的
土地经济。

当天上午 7 时许，蔬菜基地
里便开始忙活起来，大家按照分
工有条不紊地将一垄一垄地里
的冬瓜采摘下来，装进拖拉机，
再运到柏油路上的大卡车里准
备送往河南郑州。“我们的冬瓜
品质好，价格也不错。”崖城村党
总支部书记陆卫平说，这12亩地

于去年 10 月 1 日播种，经过 100
余天的精心照料，达到了上市销
售的标准，冬瓜最轻的一个都有
20多斤，最重的近40斤。

“产量虽然同比有所下降，
但卖出了 2.7 元/斤的好价格。”
陆卫平说，这批冬瓜卖出了 52
万余元，实现了该村集体经济试
水常年蔬菜基地的“开门红”，将
为崖城村蔬菜产业提档升级、提
质增效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新
道路。

记者了解到，崖城村常年蔬
菜种植基地由崖城村委会成立
的“崖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打
造，通过“公司+农户”模式把小
而散的农田聚集在一起，统一规

划、集中管理，基地收入归村集
体公司账户，农户可获得“基地
务工+年底分红”两份收益。“当
天参加采摘的农户可获得 100
元/4小时的务工收入，拖拉机司
机 可 获 得 600 元/天 的 务 工 收
入。”陆卫平介绍，等第一批瓜菜
全部上市完成销售，进行成本核
算后，将拿出一部分利润进行全
村分红。

据了解，崖城村常年蔬菜种
植基地目前有 109 亩，种植了冬
瓜、苦瓜、黄瓜、豇豆等七八个冬
季瓜菜品种。基地里的 15 亩苦
瓜和 20 亩黄瓜也将陆续采摘上
市，售完冬瓜后将马上复种甜玉
米，预计于今年4月份上市。

崖城村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常年蔬菜综合基地冬瓜丰收小试牛刀

一举三得：农户务工分红 村集体经济壮大
本报记者 张慧膑

从常年蔬菜综合基地采摘的冬瓜被搬运上车。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三亚某
饭店一服务员打扫卫生时，拾到客
人掉落的银行卡。自此，围绕这张
卡发生了一个“错位”的故事……

2020年 12月 22日 17时许，三
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友谊派出所
接到郭女士报案：2020年，其老公
的姐姐陈某将名下存有6万元的银
行卡（该卡有 1000 元免密支付功

能）给其使用，其间她只在河西路
某银行取过 2.5 万元。12 月 20 日
15 时许，她发现该银行卡找不到
了，就打电话给陈某挂失后补办。
陈某去银行时，客服告知银行卡一
直有消费活动。陈某要求打印流
水账单，发现该银行卡从 11 月 12
日到12月 20日一直在三亚和东方
两地消费，共计 27084.8 元。陈某

表示，她曾收到消费短信提示，但
一直都认为是郭女士在刷卡。

根据相关信息，民警决定从流
水账单上寻找线索，确定该银行卡
最近一次被盗刷是12月 20日在东
方市某珠宝行。经过追踪调查，在
当地公安部门的协助下，民警在东
方市将 4 名嫌疑人赵某闯（男，17
岁）、符某健（男，18 岁）、林某晰

（男，17 岁）和文某能（男，16 岁）抓
获归案。

警方查明，赵某闯是三亚市某
饭店服务员，11月 9日在包厢内打
扫卫生时，捡到郭女士掉落的银行
卡。赵某闯趁饭店没人注意，拿着
该银行卡到前台用POS机试刷，发
现能刷出钱，就将卡拿走供自己使
用，在三亚和东方两地通过购买物

品及套现的方式，共盗刷 13985
元。12月7日，赵某闯回老家时，将
此事告诉其朋友文某能、符某健、林
某晰三人，并交给他们继续盗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赵某闯、文
某能、符某健、林某晰对各自盗刷
事实供认不讳，三亚警方依法对 4
人予以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这边卡丢了不知道 那边“分享”刷钱
三亚警方赶赴东方抓获4名盗刷银行卡犯罪嫌疑人

Sy乡村振兴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