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定安县龙湖镇永
丰墟，菜农忙着将刚采摘的青
椒装箱过秤，外运销售。

据了解，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定安菜农的瓜菜出现销
售难问题。对此，当地政府积
极帮助菜农“牵线搭桥”，邀请
各路客商到定安收购瓜菜，同
时协调本地合作社代收辖区
内的瓜菜运往省外销售。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政府搭桥
青椒出岛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为切实保障疫
情防控应急运输车辆优先通行，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2月11日公布运输

保障服务专线电话：68835000、
19808989786。如果疫情防控应急
车辆在我省道路运输过程中遇到阻
碍或困难可拨打专线电话进行反映。

疫情防控应急运输有困难
请拨打68835000

■■■■■ ■■■■■ ■■■■■

本省新闻 2020年2月12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A04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特约记者 陈超

“腌制好的鸡肉入锅翻炒爆香、
羽冠油亮的大阉鸡展翅飞上枝头
……”翻看这一条条推介赛玉村鸡鸭
的视频图文，不知情者还以为进了某
个美食博主的主页，这其实是澄迈县
永发镇赛玉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朱材权的微信朋友圈。

2月10日，朱材权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近半个月来，眼看赛玉村近
年打造起来的鸡鸭养殖产业，受疫情
影响陷入销售困境，他和工作队队员

当起了“网络推销员”，自发在微信朋
友圈推介赛玉村的“土味”，帮助村民
寻找农产品销售渠道。

赛玉村是省定建档立卡贫困
村。为挖掘乡村资源潜力，带动村民
脱贫，去年2月开始，乡村振兴工作
队与村干部积极探索以发展乡村旅
游带销本地农产品的消费扶贫模式。

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快递物流基本停运，赛玉村村民们养
的鸡鸭家禽销售受阻。朱材权经过
与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村干部商
量，在网络上发起销售，接下订单后，

由工作队和村干部轮流送货上门。
仅2月9日，朱材权接受的网上订单
销售额就达1.89万元。

海口市海景花园小区住户欧先
生在朋友的推荐下，了解到赛玉村的
鸡品质好，发动小区住户一次性购买
了50只赛玉村的母鸡，“现在小区业
主普遍存在采购难的问题，我就发起
了业主拼团，希望能够得到赛玉村的
长期供货。”

“没有想到在家里就可以接到海
口客人的订单，而且价格还那么好。”
赛玉村脱贫户罗才花高兴地说，她家

里养的30多只鸡，这次全部通过村里
的电商渠道卖光了。

“通过线上营销，建立点对点直供
小区的销售模式，有利于防止病毒的
传播，同时也能较好地缓解疫情防控
期间农产品销售不畅和市民买菜难等
问题。半个多月来，赛玉村已对接海
口5个小区共138户业主，销售出380
只鸡鸭和200多斤蔬菜。”朱材权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负责配送的村干部会
做好个人防护，并采用无接触交接货
的模式，将农村产品从村里直接送到
小区。 （本报金江2月11日电）

乡村振兴工作队线上线下联动打开农产品销路

澄迈“土味”直销海口小区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潘彤彤）省交通运输厅近日联合省
邮政管理局下发紧急通知，要求解
决近期海南个别地区限制邮政、快
递车辆通行导致寄递服务不能正常
开展的问题，确保此类车辆优先便
捷通行。

通知明确，邮政、快递承担社会基
本公共服务功能，特别是在群众减少
出行的疫情防控时期，寄递服务网络

是重要“民生通道”，全省各市县要依
法科学有序实施疫情防控措施，保障
邮政和快递服务正常开展。

通知要求，要将邮政（含邮政外
协车辆）、快递车辆纳入疫情防控及
运输应急、生活必需和重要生产物
资车辆管理，对执行应急物资运输
任务的邮政、快递车辆落实不停车、
不检查、不收费，优先便捷通行。琼
州海峡轮渡各港口和全省高速公

路、国省干线、农村公路不得非法禁
止或限制邮政、快递车辆正常通行，
不得随意扣押邮件快件、车辆及驾
驶员。

通知强调，邮政、快递企业应认真
做好从业人员健康监测，作业期间一
律正确佩戴口罩，配备必要防护品和
设施，加强运输车辆及邮件快件消毒、
通风，加强邮件快件的安全查验，坚决
禁止收寄野生动物等物品。

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联合下发通知要求

保障邮政和快递车辆优先便捷通行

全力做好“一抗三保”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2月11日从省商
务厅获悉，省商务厅积极发挥电商力
量，组织开展抗击疫情期间滞销农产
品网络营销。目前，省内外一批电商
企业陆续推出线上线下促销活动，缓
解我省滞销果蔬销售压力。

根据省商务厅近日印发的《海南
省抗疫期间滞销农产品网络营销实
施方案》，我省通过阿里巴巴、京东、
苏宁海南团队对接天猫、淘宝、京东、
苏宁电商平台海南商家、全国商家资

源和消费者，搭建沟通渠道，解决农
产品滞销问题；发挥城市社群电商作
用，协调社区物业，组织社区居民，通
过微商城、微信群团购生活必需品直
接配送社区；发挥中国特产京东海南
馆作用，组织海南生鲜水果蔬菜电商
商家，搭建海南滞销农产品信息发布
渠道，对接平台消费者和生产农户。
在线下促销方面，组织饿了么电商平
台新零售、有菜全国品牌合作伙伴，
对接各市县农产品分销；组织大润
发、盒马海南门店以及家乐福、苏宁

小店海南门店，对接各市县农产品基
地企业，开展直采直供活动。

2月8日至10日，海南滞销果蔬
通过天猫卖出超过500吨。盒马和
大润发在海南直采 57 吨果蔬和
6000只文昌鸡。2月1日至10日，
苏宁易购平台共销售800余万元的
海南滞销农产品。海南丙红果业2
月8日至10日线上销售海南芒果1
万余公斤。椰海农产品电商共同配
送中心2月1日至11日发货558吨，
品类涵盖芒果、哈密瓜、百香果、莲

雾、火龙果、地瓜等。2月1日至10
日，海南生产队电商线上销售各类农
产品1.6万余公斤，椰邻优选电商线
上销售7.5万余公斤，海口玖蜜香线
上销售芒果、哈密瓜等水果10余万
公斤，台壹农业配合每日优鲜、阿里
助农项目组织蜜瓜销售。

饿了么电商平台对接海口市菜
篮子集团，为群众提供线上下单、线
下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16家海口
市菜篮子集团门店。美团和家乐福
合作开展居民线上采购服务，海口、

三亚市内居民可享受居家下单，由饿
了么、美团骑手配送服务。海口秀英
永兴电商扶贫中心联合海南通百通、
海南丰赞科技开展社区拼团业务，2
月7日已将5000公斤菜椒销往海口
23个居民小区。

在直播促销方面，我省积极引
导果农自主或与本地电商企业合
作，通过电商直播进行销售，省商务
厅已经对接淘宝直播平台，向各市
县商务部门征集电商直播企业，共
同直播助农。

我省积极发挥电商力量，开展滞销农产品网络营销

电商铺“网路”果蔬不“留步”

海口下发旅游文化体育产业复工
复产有关通知

宾馆酒店民宿可恢复营业
景区影院网吧仍暂停营业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王军）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2月10日下
发通知，海口所有宾馆酒店、社会旅馆（含民宿）均
可正常营业，恢复营业的同时要做好疫情防控，具
有餐饮服务功能的宾馆酒店，不得安排在餐厅就
餐，只能实施外卖和配送服务。景区、影院、网吧等
还不能营业。

据通知，宾馆酒店、社会旅馆（含民宿）要认真做
好复工复产前以及工作过程中检测筛查、通勤保障、
个体防护等疫情防控工作，切实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海口全市影院、剧场、歌舞厅、网吧、电子游戏
厅、体育场所等娱乐场所，各类博物馆、图书馆、文
化馆、美术馆、展览馆、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旅
行社等文化旅游业以及经营单位暂缓复工复产，
复工复产时间另行通知。

海口全市旅游文化系统各单位、各企业组织
或举办的各类文艺演出、群众性文化活动、商业性
演出活动以及其他各类人员聚集性活动一律暂缓
举行（少数因特殊需要经批准的除外），重新开放
时间另行通知。

本报那大2月11日电（记者刘
袭 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
林晓云 羊文彪）儋州市本地农业企
业近期全部恢复生产，带动贫困村
民就近务工。2月11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儋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目
前该市每天外运冬季瓜菜500吨左
右，黑皮冬瓜、西瓜、密本南瓜、泡
椒、尖椒、朝天椒等瓜菜销往北京、
上海和江苏等地。

“我们鼓励本地农业企业迅速复
工复产，开通‘绿色通道’保障各类瓜
菜和生产物资运输畅通。”儋州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王凌融说，省、市政府

相继出台扶持优惠政策，为全市农业
企业恢复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

儋州本地农企“不负春光”，抓住
时机复工复产，百香果生产基地、火
龙果生产基地、木瓜生产基地、蔬菜
生产基地等，都是一片火热的生产景
象。2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
贤达农业开发公司东成镇百香果生
产基地看到，数十名农民工正在采摘
最后一批百香果，为新种植的百香果
苗除草、施肥。海南贤达农业开发公
司已在光村镇榕妙水村、东成镇太平
村等地建成5个百香果生产基地，带
动1604户贫困户和脱贫户、7926人

实现稳定收入。公司负责人黎斌说：
“东成镇百香果生产基地185亩，今
天采摘最后一批百香果，大约1000
斤，采摘完后，就开始种植新一造百
香果苗，为今年的好收成打好基础。”

外来投资的农业企业龙头及时
复工，采收成熟农产品保住收入。2
月10日，在海头镇红坎村薯留香专
业合作社地瓜生产基地，32名农民
工在采收红薯，刨土、筛选、装框、搬
运、装车，一片繁忙。合作社与海南
绿翠生态环境股份公司合作，种植海
头地瓜2800多亩，带动贫困户263
户 1082人增收。“今天开始采收的

340亩地瓜，一部分将供应湖北地
区；一部分供应内地大城市。公司及
时复工复产，增加收入，确保公司带
动的贫困户得到应有的分红。”该公
司副总经理雍朝林说，农民工都是本
村的，采收红薯也有工钱。

冬季瓜菜种植大户也忙于采摘、
销售瓜果菜，弥补损失。近日，在南
丰镇头佑村的蔬菜生产大棚，海南日
报记者看到，村里的冬季瓜菜种植大
户符达传与妻子正在收割新鲜芥
菜。符达传高兴地说：“在市有关部
门和镇政府的帮助下，因为疫情造成
的蔬菜运销难题已解决。要抓紧生

产，弥补损失增加收入。”
被疫情困在村里的贫困村民“不

误农时”，抓住春耕生产的好时节和
本地农业企业全面恢复生产的“时
机”，就近在家门口务工，奋力脱贫致
富。2月11日，在大成镇南盛村170
多亩的朝天椒生产基地，有80多名村
民在采摘朝天椒。采摘1斤朝天椒1
元工钱，朝天椒生产基地投资商王大
珠当天就付钱给村民。“现在不能外
出，但不能闲着。”正在采摘朝天椒的
贫困村民黎引坤说：“我有3个孩子正
在上学，家里开支大，在家门口打工，
既能避免感染，也能增加收入。”

儋州本地农业企业全部恢复生产，带动贫困村民就近务工

企业“不负春光”村民“不误农时”

陵水有序组织恢复农业生产

对接专业水果平台
建立直供销售机制

本报椰林2月11日电（记者梁
君穷 通讯员胡阳 卢正飞）连日来，
陵水黎族自治县在持续做好科学防
控疫情的同时，有序组织恢复正常生
产，以农业的稳定生产和农产品的有
效供给，为战胜疫情提供有力支持。

据了解，陵水有关部门积极对接
各地收购商，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对接三峡物流园、大润发、盒马鲜
生等国内专业水果平台，建立与各大
城市的点对点直供销售机制，以销售
促生产。目前，该县的哈密瓜、圣女
果、豇豆、芒果、青椒、西瓜等冬季瓜
果菜正逐渐恢复生产，上市销售。

海南云端捐赠云服务系统
国内旅行社均可申请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王
洋）疫情防控期间，网上办公、视频会议等系统应用
需求大增。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了解到，我省高新技
术企业海南云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云端）通过线上发布的形式，向疫情期间受影响的
旅行社捐赠云服务系统。国内旅行社均可通过海
南云端客服进行申请，申请捐赠条件不受限。

据悉，该云服务系统包括SAAS版ERP（旅
游信息管理系统）+OA（远程移动办公系统），可
提供一站式、多平台的网络化办公云服务应用解
决方案。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出台八项举措

缓解疫期小微企业“痛点”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冯

娴）日前，民生银行海口分行针对受疫情影响以及与
疫情防控有关的小微企业，推出小微金融八项举措。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开辟绿色服务通道，针对
医药、医疗器械等生产企业及与防控疫情有关的
其他行业企业，建立信贷支持快速响应机制。实
施小微客户征信保护措施，并给予罚息减免支
持。制定专户纾困方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
业暂未逾期的客户，坚持“不抽贷、不压贷、不断
贷”，优先满足保供稳价、支援疫区重要生活物资
供给的相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针对餐饮、文化
旅游、商品出口等行业经营困难的客户，将采取无
还本续贷、阶段性调整贷款利率、调整还款方式、
重整等扶持措施，支持客户开展生产经营。

海口菜篮子集团
开通外卖配送业务
市民可通过美团、饿了么线上买菜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王
后文）海南日报记者2月11日从海口市菜篮子集
团获悉，目前该集团已有16家直营门店开通饿了
么外卖业务，15家直营门店开通了美团外卖业
务。市民可通过美团App、饿了么App线上选
择较近的门店选购蔬菜，等待蔬菜配送上门。

据了解，疫情期间，为持续给市民提供优质的
服务，满足市民对平价肉菜的需求，海口市菜篮子
集团各网点日均供应包含“一元菜”“特殊菜”和

“基本菜”在内的约35种新鲜蔬菜，以及优质鲜猪
肉、冻猪肉，品类丰富。

从2月11日起，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还推出
“暖心蔬菜水果”ABC组合套餐，根据不同家庭人
口2天到3天的蔬菜需求搭配多种叶菜、瓜果及
姜蒜，套餐价格十分实惠。小区居民可在每天9
时到22时下单，瓜果菜将于次日配送到小区，由
市民自行领取。

据悉，海口市菜篮子集团接下来将逐步开通
其余门店的外卖配送业务。市民可通过该集团微
信公众号了解最新信息。

省国资委下拨300万元
专项党费支持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特约记者王旭朝）为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及
时将关怀温暖传达到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各
企业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近日省国资委党委
下拨专项党费300万元给省国资委机关、24家省
属企业、45家驻琼央企，用于支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

省国资委党委要求，这笔专项党费主要用于
慰问战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
基层党员、干部；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包括购买疫情防控有关药品、物资等；以及补
助因患新冠肺炎导致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

省国资委党委要求，各企业党组织要根据疫
情防控工作实际，从本企业本系统留存党费中配
套部分资金，尽快划拨到疫情防控最紧迫、最需要
的地方，切实做到专款专用，并跟踪掌握专项党费
的使用管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