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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 刘佳）白萝卜 0.6
元/斤、胡萝卜 0.9 元/斤、大白菜 0.9
元/斤……在第三农贸市场“菜篮子”
平价专营区内，实施应急投放的 22
种保基本蔬菜品种价格用红色的特
价牌展示出来，工作人员不断将新鲜
的蔬菜摆上货架，吸引了许多市民群
众选购。“今年以来菜价比较平稳，听
说这几天启动了应急投放，价格更实
惠了。”正在选购的市民符女士说。

记者在第三农贸市场门口看到，

应急投放的 22种保基本蔬菜价格每
天都会向市民公示，并设立了投诉
电话。除“菜篮子”平价专营区外，
市场内还设有 96个三亚农投惠民公
益性摊位，满足市民选购需求。

自 3 月 6 日起，三亚在胜利路旺
豪超市、解放四路旺毫超市、明珠超
市、南新农贸市场、第三农贸市场

“菜篮子”平价专营区、金鸡岭农贸
市场公益性蔬菜摊位、吉阳同心家
园一期“菜篮子”平价专营店等部分

“菜篮子”平价网点启动 22种保基本
蔬菜应急投放，均价控制在每斤 2.5
元至 3元之间，保障疫情防控期间三
亚“菜篮子”供应。

不仅各类蔬菜的价格稳定、供应
充 足 ，肉 类 价 格 也 保 持 在 原 有 水
平 。“ 没 有 涨 价 ，价 格 一 直 比 较 平
稳。”猪肉摊主肖女士以五花肉为例
介绍，黑猪五花肉维持在 26 元/斤，
白猪五花肉价格更加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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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全面做好疫情防控与保供稳价

让百姓“菜篮子”拎得更稳更安全

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北京第 13 届冬残奥会上，中国

体育代表团奋勇争先，夺得 18 枚金
牌、20 枚银牌、23 枚铜牌，在金牌榜、
奖牌榜居第 1 位，取得了我国参加冬
残奥会的历史最好成绩，为祖国和人
民赢得了荣誉，为成功举办北京冬残
奥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中央、国务
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
慰问！

在本届冬残奥会上，你们牢记党
和人民嘱托，发扬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的精神，全项参赛、勇于超越，自强不
息、团结拼搏，奏响了坚韧不屈、乐观
进取的生命凯歌，实现了运动成绩和

精神文明双丰收。你们以实际行动落
实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
金牌的要求，同世界各国各地区残疾
人运动员互相学习，友好交流，共享盛
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残疾人的
精神风貌。你们的出色表现充分体现
了中华体育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人
权保障与国家发展的成绩，进一步激
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为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凝心聚力、团
结奋斗注入了精神力量。祖国和人民
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希望你们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继续发扬残疾人体育的光荣传统，心
系祖国，拼搏奋斗，再创佳绩，推动我
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鼓舞和激励
广大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勇于面对挑战，积极康复健身，书写
精彩人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2年 3月13日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致北京第13届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3 月 13 日，消博会主题彩绘飞机“消博号”降落在海口美兰机场。
当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迎来倒计时 30 天，从广州出发的中国南方航空消博会主题彩绘飞

机“消博号”抵达海口完成首航。
“消博号”彩绘飞机选用了南航旗下的空客 A321 型飞机，采用整机喷漆技术，整个喷涂过程历时 15 天，

喷涂颜色多达 70 余种，以消博会主题色调粉色、紫色和蓝色为主，消博会吉祥物海南长臂猿“元元”和“宵
宵”，以全新形象登上飞机。在机身左侧，穿着航天服的“宇航猿”带着梦想气球飞向天空，右侧是鲸鱼载着

“潜水猿”跃出海面直穿云霄，尾翼处的“种植猿”正在培育种苗，分别呈现了海南航天科技、深海科技、南繁
育种等科技产业蓬勃发展。

据悉，“消博号”将在海口至深圳以及三亚至深圳、浦东、武汉、大兴等航线上投入。
本报记者 卢智子 通讯员 李红波 摄影报道

“消博号”首航成功
本报讯（记者 刘佳）3 月 13 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包洪文带队
检查环岛高铁（三亚段）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情况，强调环岛高铁高速（三
亚段）沿线是展示三亚形象的重要
窗口，要层层压实责任，以更严标
准、更细举措、更实作风加快推进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落地见效，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打造沿线景观
精品工程。

包洪文一行先后来到三亚火车
站、亚龙湾站，检查站前广场及周边
环境卫生，乘坐环岛高铁列车，检查

南新农场等沿线环境卫生，前往南丁
汽车小镇实地检查周边环境卫生，并
听取三亚站站前空间品质综合整治
提升及亚龙湾站周边区域绿化环境
整治提升项目、绕城高速绿化环境整
治提升项目、亚龙湾互通环境卫生整
治提升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包洪文要求，各区各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迅速开展行动，按照时间
节点全力推进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以定期巡查巩固整改成果，高标准
推进问题整改。要彻底清理沿线可
视范围内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枯

枝败叶，规范施工现场管理，按照围
挡规范、建筑材料整齐有序摆放、黄
土裸露覆绿等要求达到工地施工标
准化要求。要加快环境整治提升项
目建设，科学规划、统筹考虑绿植花
卉品种，高品质实施绿化花化彩化，
着力打造自然协调、富有层次感的
城市绿化景观。铁路部门要切实扛
起属地责任，加强沿线在建工程环
境综合整治，丰富站内景观，及时修
补完善站内设备设施，营造舒适美
观站内环境。

市领导魏子新参加检查。

包洪文检查环岛高铁（三亚段）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情况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打造沿线景观精品工程

Sy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北 京
2022 年冬残奥会闭幕式 13 日晚在国
家体育场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
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残奥委
会主席帕森斯出席闭幕式。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在成功举
办北京冬奥会之后，北京冬残奥会以

出色的赛事组织、完善的无障碍设
施、人性化的服务，赢得了运动员、教
练员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过去 9
天，来自 46个国家（地区）的近 600 名
残疾人运动员享受激情、奋勇拼搏，
展现了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
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 18枚金牌、61枚
奖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创

造了参加冬残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
夜幕下的国家体育场流光溢彩，

充满着依依惜别的浓浓情谊。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的乐曲

声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帕森斯
等走上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

伴着优美的音乐，闭幕式开场表

演《高光时刻》开始。体育场中央的
巨幅地屏上呈现出一部留声机，残疾
人和健全人表演者共同缓缓推动唱
针，闪耀着金色光辉的唱片旋转启
动。9天比赛的精彩瞬间一一浮现。

全体起立。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

留声机上的金色唱片变幻为璀璨
星河中的蓝色地球。各参赛代表团旗
帜入场，色彩斑斓的旗帜汇聚成欢乐
的海洋。

2 位新当选的国际残奥委会运动
员委员会委员来到场地中央，向 6 名
北京冬残奥会志愿者代表献花致敬，
感谢志愿者们的辛勤付出。大屏幕上

呈现志愿者热情周到服务的感人画
面。

柔美的音乐响起，由残疾人和健
全人演员共同表演的《爱的感召》，深
深触动着人们的心灵。残疾人大提琴
演奏者奏响国际残奥委会会歌，国际
残奥委会会旗徐徐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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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圆满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出席闭幕式

3 月 13 日晚，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主席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3 月 13 日晚，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式。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