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莲雾枝头
挂，芒果迎风飘香。在吉阳区大茅远
洋生态村，洋溢着收获的喜悦。连日
来，三亚市热作中心专家主动作为，
将一场场技术培训送下乡，通过实地
讲解、现场指导，进一步提高种植户、
基层农技人员的科学种植技术，确保
增产增收。

近日，眼看槟榔进入开花的关键

期，可黄化病现象严重，影响到槟榔
的生长，这可急坏了吉阳区红花村
的种植户王超吉。在了解情况后，
红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和三亚市热
作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文忠等人
一 起 来 到 王 超 吉 家 里 ，为 其 解 忧
愁。在王超吉家里，周文忠向他赠
送了两本槟榔种植和病虫害防治技
术书籍，并将书本上技术知识与槟

榔林病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讲
解，让他明白槟榔林得病情况以及
如何对症治疗，在日后管理中如何
加强养护等。

乡村振兴工作队还为村民示范
槟榔黄化防治技术，引导村民坚定打
赢槟榔黄化防治这场硬仗的决心，恢
复村民对槟榔产业的信心。

“我的菠萝蜜莫名干枯了，这可

怎么办？”崖州区三更村委会的菠萝
蜜种植园园主杨老板打电话向三亚
市热带作物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求助
后，技术人员便赶到现场了解果树的
发病情况。针对发现的病虫害，技术
人员指导种植户合理用药，还教种植
户如何正确施肥、剪枝、疏果等。

编辑：周秀 校对：李俊玢 三亚·综合 32021年 5月 12日 星期三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Sy

Sy三亚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宣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这是南新小学四年级一
班学生刘乐知最喜欢的一句话。作
为“新时代三亚好少年”的推荐人选，
虚心好学、勤奋刻苦、乐于助人、敢于
担当，这些词用在刘乐知身上一点也
不夸张。

“他每次都喜欢给我们讲一些历
史故事和神话故事，有一些我们甚至
都不了解。”刘乐知的父亲刘世杰说，
儿子特别喜欢读书，是个小“书虫”。

“我看过少儿版《史记》《中华上下五
千年》《中国通史》《十万个为什么》
《海底两万里》……”一说起读过的
书，刘乐知立马打开了话匣子，阅读
不仅丰富了他的课外生活和精神需
求，也带给他前行的动力。

“我要做个好之者，因为懂得学
习的人比不上喜爱学习的人，喜爱学
习的人比不上以此为乐的人。我就

是读《论语》才对朗诵感兴趣的。”得
益于丰富的阅读量，刘乐知曾在诵
读、演讲比赛中多次获奖，包括 2020
年三亚市第二届“诵读中国”比赛小
学组一等奖、2020 年三亚市“我为加
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主题演讲比赛二等奖、2019年三亚市
吉阳区“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演讲比
赛三等奖等，2019年还被三亚市图书
馆经典古诗词诵读大赛评为“诵读之
星”。

刘乐知还有广泛的兴趣爱好。
他热爱运动，放学后的球场、田径场
上，总能看到他挥洒汗水的飒爽英
姿。他也十分乐于助人，得知同学学
习英语有困难，刘乐知便主动向老师
申请成立“一对一”学习小组，与同学
一起成长，共同进步。他还与班里其
他三名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自发创
立“背课四人组”，时常在班里组织生
动有趣的背课文大赛，提高同学学习
的积极性。

全面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熏陶，
刘乐知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
时常与刘乐知谈心。有时候，当父母
问及刘乐知担任学习委员累不累时，
他却回答：“这点累算什么，老师更辛
苦，作为班干部，协助老师工作就是
我的职责，我要认真完成老师交代的
每一项任务，为老师分忧，助同学成
长，使班级更加团结向上。”在良好的
家庭教育下，刘乐知从小就懂得自
律，懂得做人要有抱负、要有人文情
怀、要关心身边人。

最后聊起理想时，刘乐知悄悄告
诉记者：“我想当一名医生。”当记者
问为什么时，刘乐知说：“去年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我从电视上看到很多人
因此生病，要是我当医生，就能治病
救人，让他们不再痛苦。”为了实现心
中的理想，刘乐知说他会继续努力学
习，争取以后成为一名好医生。

南新小学刘乐知:

乐做求学路上的好之者
本报记者 林林

5 月 6 日，刘乐知在学校手工课上
认真制作手工品。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申请购车奖励需要多长时间？2
分钟！这是三亚给出的最新答案。

“进来就直接取号，排队等号，核
对身份证以及发放银行卡的信息，不
到 2 分钟就办结。”新能源车主林先
生在三亚市海润路诚越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 5号馆设立的“购车奖励发放
服务专厅”对 2分钟办结新能源购车
奖励的“三亚速度”和一站式服务连
连称赞。

为“三亚速度”点赞的还有办理
企业户车辆的代办人李洋。他告诉
记者，为了避免现场拥堵，通过“三亚
市新能源汽车协会”公众号预约到场

时间，从排队等候到办结，不到 1 小
时就办完全部手续，不仅让他感受到
了自贸港速度，更感受到了自贸港温
度。

一站式、跑一次、一条龙，三亚申
请新能源汽车购车奖励从“能办”持
续走向“好办”。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场设置了 8

个临时服务窗口，其中个体窗口 4
个、企业窗口2个、咨询窗口2个。现
场还增设 4台大功率风扇，让车主在
舒适凉爽的环境中办理业务。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最

大限度方便人民群众。三亚市科工
信局通过高效办好“一件事”，持续提
升新能源车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据新能源汽车购车奖励办理现
场负责人郑树伟介绍，三亚网上申报
时间从 5 月 9 日开始，第一天报名人
数超过 2300多人，5月 10日，现场办
理的车主约 3000 人。记者了解到，
第一批奖励的新能源汽车主要针对
2020 年 4 月 30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0
日购买的新能源车主，三亚符合奖励
的新能源汽车总计 6138 台，第一批
拨付款为 6138 万元，奖励拨付时间
从5月10日至5月14日。

2021 年，《海南省 2021 年度稳定
汽车消费措施》发布了一系列刺激汽
车的利好政策措施，其中明确了今年
内购买新能源汽车每辆最高奖励 1
万元。

市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购
买新能源汽车最高奖励 1万元，这是
推进新能源汽车、推进公共区域充电
设施建设，打造新能源汽车应用生态
的又一硬核新举措。新能源汽车应
用与发展生态逐渐完善，一系列支持
激励政策助力新能源汽车应用生态
加速形成，奥动新能源、蔚来汽车、法
电长丰等换电运营企业及汽车企业
抢先布局，国际新能源汽车评价大会
和FE国际电动方程式大赛等也成功
落户三亚，三亚新能源汽车领域正在
开足马力重塑产业链，为三亚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赋能”。

截至2021年 4月底，三亚累计上
牌 17439 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
17923辆，新能源汽车占比是（汽车保
有量 237553 辆）7.54%，其中 2021 年
新增2157辆。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近日，在天
猫食品行业商家大会暨“全球美食盛
宴”上，天猫发布了食品消费的十大新
趋势。其中，三亚福返树上熟贵妃芒
获得 2021 年天猫美食盛宴极致口味
奖，成为唯一个获奖的水果单品。

“很意外，竟然能获奖。”福返芒
果品牌创始人、三亚市芒果协会会长
彭时顿说。这看似“意外”的背后，实
则藏着很多的“必然”。三亚独特的
光热条件，加上成熟的种植技术，种
出的芒果甜度高、口感好，成为很多
人心中的“三亚味道”。福返芒果之
所以深受追捧，是因为福返芒果采用
树上熟的种植模式，即芒果成熟或快
要成熟时才采摘，采摘后经过 1—3
天的流通环节，这样消费者便可吃到
最佳风味的三亚芒果。

此外，福返芒果推出的懒汉吃
法、女神吃法、淑女吃法、快乐吃法等

“花式”吃法，让“芝芝芒芒、水果中的
水龙头、可以喝的芒果”成为大家对
三亚芒果新的认知，得到众多消费者
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

据介绍，“贵妃”是“树上熟”芒果
的优质品种选择，而其它品种本身就
不具备树上熟的条件。由于芒果的
储运性较差，真正的“树上熟”芒果很
难以最好的状态到达消费者手中。
而为了方便运输和储存，市面上的很
多芒果在还未完全吸收好营养就被
采摘。待离体熟后，其口感和甜度都
和正常的树上熟芒果存在一定差
异。“未来，我们还将继续提高芒果的
高标准与严格要求，为消费者提供口
感更好的三亚芒果。”彭时顿说。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我年龄大
了，为三亚的‘创文巩卫’出不了大力，
出点小力还是可以的，捡拾烟头可以
换鸡蛋，又能进一步改善咱们小区的
环境，大家都应该参与到这样的活动
中来。”5月 11日上午，在天涯区羊新
市场“烟头换鸡蛋”活动现场，刚过花
甲之年的王大爷用200个烟头换了10
个鸡蛋。

烟头不落地，三亚更美丽。在市委
精神文明爱卫办的指导下，为助力三
亚国家卫生城市复审顺利通过，同时
助推三亚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从 4 月
21日起至6月1日，三亚明佳园林环卫
集团在全市范围开展“烟头换鸡蛋”爱
心活动，以此激发广大市民“创文巩
卫”的积极性，共同维护好三亚城市文
明建设。近日，在原有 4 个点的基础
上，又在天涯区羊新市场新增设点，持
续开展“烟头换鸡蛋”爱心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不少市民自带工
具，在道路、绿化带、盆栽或公共场所
等烟头密集点位捡拾各类烟头，达到
一定数量(100 个起)，便前往月川派出
所垃圾分类屋、港门村垃圾分类屋、老
干区垃圾分类屋、吉阳区政府垃圾分
类屋、天涯区羊新市场等5个兑换点，
换取相应数量的新鲜鸡蛋。

5 月 11 日上午，居住在港门村的
居民林梅带着刚满 6岁的儿子一起来
到附近的垃圾分类屋参加活动。她认
为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以后不管有
没有鸡蛋兑换，她都会坚持捡下去，也
给孩子做好榜样。

“烟头换鸡蛋活动，是给予保护
环境者的肯定和褒奖。”三亚明佳公
司有关负责人称，希望广大市民积极
参与，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带头
不乱扔烟头，主动捡拾烟头，养成文
明生活习惯，维护三亚城市美丽形
象。截至目前，该项活动已兑换逾
2.8 万枚鸡蛋。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健康卫生环境营造健康卫生环境

推动“创文巩卫”

“烟头换鸡蛋”兑换点增至5个
市民参与热情高，目前已兑换逾2.8万枚鸡蛋

市民积极参与“烟头换鸡蛋”活动。黄世烽 摄

三亚6138台新能源汽车车主获购车奖励
只跑一次两分钟办结

本报记者 杨洋 余菁菁

天猫发布食品消费十大新趋势

三亚福返贵妃芒获“极致口味奖”

5 月 11 日，工作人员在三亚福返芒果天涯基地拣选刚刚采摘的树上熟
贵妃芒。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五一”假
期过后，三亚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记
者从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获悉，截至 5
月 6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五一”
假期后 10天的进出港航班订座率已
超过 50%，客源地前五位依次是上
海、北京、广东、浙江和四川。据此预
测，错峰出游的人群将使得三亚旅游
的热度延续。

记者从网上浏览到，机票、酒店
住宿等价格比“五一”期间下降一半

左右，热门航线更是“白菜价”，还有
大量低折扣机票。以 5 月 10 日为
例，首都航空南宁至三亚仅 220 元；
首都航空银川至三亚 580元；其他航
空公司飞往三亚的航班折扣力度也
很大。据飞猪机票预订平台显示，5
月中下旬，从北京、上海、杭州、长沙
等 地 飞 三 亚 的 机 票 价 格 低 至 3-4
折。

不仅如此，三亚的酒店、民宿价
格同样跟着回落。以三亚银泰阳光

度假酒店为例，5 月 10 日至 5 月 31
日，海景双床房房价仅为 550元/间，
相比“五一”期间的 1500元/间，价格
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二。据携程旅行
网三亚分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三亚
的酒店预定量同比“五一”期间回落
了 40%-50%，价格则回落了二分之
一左右，错峰出游更实惠。

三亚的民宿价格也出现了跳水，
预定量持续火爆。三亚海棠湾小棠
别院艺术民宿负责人称，目前民宿

价格保持在 300-400 元/间，而“五
一”期间的预定价格最低 500 元/间
起。

业内人士表示，每年“五一”前后
至暑期前属于错峰出游的好时段，花
钱不多，客流量不大，游客体验得到
提升。同样的目的地，如果预订和规
划做得好，花销几乎只有“五一”假期
的 1/3 到 1/2。目前，三亚市旅游推
广局正持续做好错峰游主题策划，维
持三亚旅游热度。

机票酒店民宿价格大“跳水”——

三亚节后错峰游热度高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5 月 11
日，记者从鸿洲集团获悉，2021 第十
一届海天盛筵将于 12 月 10 日至 13
日在三亚鸿洲时代海岸海天盛筵港
举办，招商活动目前已正式启动。展
会 期 间 将 举 行 品 牌 发 布 会 、VIP
Event、游艇巡航、超跑巡礼、开幕式、
答谢酒会、高尔夫名人赛、慈善晚宴
等多项活动。同时，在往年开通线上
观展模式经验的基础上，2021年海天
盛筵将探索“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
新模式，拓宽参展、观展、推广、交易，
增加展会的功能性和参展便利性，为

展商提供多维参展方式的同时，也为
观众提供更好的线上观展体验。

据了解，过去十年，海天盛筵从
无到有，成功打造了集游艇、航空、汽
车、珠宝、腕表、地产、艺术、时尚等知
名品牌的时尚生活方式展。十年间，
海天盛筵通过搭建一个国内外企业
与消费者沟通、交易的品牌推广和贸
易平台，以优质、丰富、多彩的展示方
式，将国内外知名的优质品牌呈现给
国内消费者。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广
海洋生活文化和游艇生活方式，大大
推动中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对外交流。

2021第十一届海天盛筵
12月10日至13日在三亚举行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又是槟榔花开时 送技下乡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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