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05
2020年2月1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卓斌 美编：陈海冰本省新闻

全力做好“一抗三保”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实习生 陈宋釜

“9800斤圣女果，今天一定给您
发完货！”2月13日7时许，在定安县
定城镇潭黎村的一处圣女果收购点，
收购商叶秀卫对电话那头、来自杭州
的客商刘蕊磊保证道。

结束通话后，叶秀卫立即给几户熟
识的种植户打电话，再三叮嘱对方加快
圣女果采摘速度，确保按时发货。几分
钟后，叶秀卫的电话再次响起，这次是
上海客商打来的。随后半个小时，叶秀
卫接了好几通订购电话。粗略统计，当
天他要发出2万多斤圣女果。

“不只是我，今年我们潭黎村的

收购商都当上了代购员。”叶秀卫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

潭黎村是远近闻名的“圣女果
村”，村里2400多亩地产出来的果子
品相好、味道佳。往年，来自北京、上
海、江苏、新疆等地的内地客商有30多
个。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影响，10多个客商没能到现场收果。

但眼下正是潭黎村圣女果上市
的旺季，农户的圣女果急需卖出，内
地客商对圣女果又有大量的需求。
为了让圣女果能顺利销售，潭黎村收
购点的收购商们想出了新办法——
内地客商将需求量告知他们并付款，
收购商变为代购员，将选好的圣女果

打包，通过村里的物流公司向内地发
货。内地客商收到货后，只需再支付
运费即可。

当天上午9时，农户摘来的第一
批圣女果送到了叶秀卫的收购点，

“大家要把不合格的果品剔除，给客
户提供保质保量的圣女果。”

从农户送果称重，再经过清洗、分
类、品控、打包等，收购点需要10多名
工人同时工作，最终才能将圣女果运
送到村里的物流基地，发往目的地。
连日来，无论忙到多晚，每一位外地客
商当天订的货物都会当天发出。

此时，潭黎村多个收购点都已经
进入了工作状态，为了给内地客商保

障供应，他们都当上了代购员。
另一位收购点的老板叶长森说，

这些内地客商和他们有着多年合作，
双方彼此信任，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
做生意，“出于客商的信任，我们都会
发出品质好的货，而且价格和他们到
现场来是一样的。”

收购商变代购员，解决内地客商的
难题，这成了潭黎村在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一项创新举
措。“农户的货卖得出去，村里还不用
聚集太多外地人，有利于疫情防疫，
这是一举两得。”潭黎村党支部书记
叶秀富说。

眼下，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时期，潭黎村全力
做好“一抗三保”工作，对村里务工人
员进行统一登记。乡村医生则每天
到收购点对所有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所有人员必须戴口罩。同时，该村还
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并做好沟
渠、道路、过往车辆的消毒工作。

“只有防控和生产两不误，今年
农户的日子才能过得好！”叶秀富说，
预计半个月后，潭黎村圣女果的采收
将达到最高峰，潭黎村委会将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继续为收购商
和外地客商做好服务，及时解决反映
的问题，为全村圣女果外销提供有力
保障。 （本报定城2月13日电）

东方出台补贴政策
促瓜菜销售

本报讯 （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陈秀兰）近日，东方市出台鼓励
冬季瓜果蔬菜收购政策，通过对
收购商进行补贴，拓宽运销渠道，
解决当前冬季瓜果菜价跌卖难问
题，确保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2月13日从东方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的。

东方市设有八所、大田、新
龙、感城、板桥等 5个地磅卡点。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收购商在东方市收购冬季瓜
菜时，只要向属地乡镇报告，属地
乡镇会及时派出检测人员前往瓜
果蔬菜收购地点，进行现场核查
及抽样检测，检测合格后出具检
测报告单。收购商只需到指定地
磅卡点开展重量核验并办理相关
手续即可。

据悉，根据东方市的收购补贴
政策，今年2月6日至2月29日，按
贫困户及带贫合作社优先的原则，
东方对收购东方市种植的冬季瓜果
蔬菜的收购商，按销往目的地里程
给予运费补贴；对采购总量达到一
定数量的收购商给予一次性资金奖
励。其中采购量在0.5万吨至0.8
万吨（含0.8万吨）的，奖励20万元；
采购量在0.8万吨至1万吨（含1万
吨）的，奖励30万元；采购量在1万
吨以上的，奖励50万元。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陈颖）2月13日，在海
口市椰海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海
南省供销社工作人员正在分装、打
包、搬运瓜菜。这些蔬菜将送往海
口市284个小区，供业主们通过微信
群选购。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
春节假期叠加因素影响，海南冬
季瓜果菜部分品种出现价跌卖难

的情况。1 月 31 日，我省在举行
海南冬季农产品产销专题会后，
海南省供销社迅速部署开展抗疫
保供产销对接大行动，着力拓宽
海南农产品特别是冬季瓜菜跨区
域销售渠道，动员更多采购商收
购海南农产品，并在海口市椰海
综合市场设置分销点，助力冬季
瓜菜销售。截至 2 月 12 日，全省
供销社系统已采购滞销瓜果菜

1507.6吨，配送供应省内城镇社区
近30万户居民。

省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省
供销社成立了海南冬季农产品促销
工作指挥部，明确6项运销工作流程
和9项具体工作举措，要求全省供销
社系统全体动员起来、行动起来，在
各类经营网点、消费扶贫专区专柜
设立海南农产品免费销售点，重点
保障贫困户及带贫益贫专业合作社

产品销售，不断加大冬季农产品出
岛外销对接工作力度。

省供销社采取瓜菜进社区直供销
售模式，公布海口市4个区接单联系
人电话，每天发布订单消息，次日根据
下单情况分拣配送。为加快分拣配送
效率，省供销社、省供销集团全体工作
人员轮班工作，到海口市椰海市场分
销点对收购的滞销瓜菜进行分拣、称
重、装袋。

开展抗疫保供产销对接行动，推广社区直销瓜菜

全省供销系统采购瓜果菜逾1500吨

槟榔谷景区捐款74万元
支持保亭疫情防控
医护工作者全年免门票

本报保城2月13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潘达强）2月13日，槟榔谷景区举行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捐赠仪式，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向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十字会捐赠现
金共计74.159万元，用于保亭疫情防控工作。

槟榔谷景区向保亭捐赠款项共分为3部分：
一是景区拨出爱心专款50万元；二是全体员工共
同捐款18.1190万元；三是民革保亭支部自发组
织捐款6.04万元，共计74.159万元。所有捐助款
项用于购买疫情防控工作用品，以及防疫工作人
员劳务补贴和生活开支。此外，该景区还决定，
2020年全年对全国医护工作者实行免门票、免费
观看《槟榔·古韵》演出的优惠措施。

本报万城 2月 13 日电 （记者
袁宇 通讯员梁振玮）2月13日，万
宁市政府出台方案，将在各镇组建
一支春季瓜菜产销队伍，并对参与
春季瓜菜产销的工人及用工介绍
人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奖励，以解
决春季瓜菜产销暂时出现的用工
短缺难题，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
务工收入。

根据方案内容，万宁市将以各镇

的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农业服务中心
为主体，成立以两个中心工作人员为
骨干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
作站，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全面摸清
202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情况、
各类瓜菜种植规模及产销用工需求
等情况，并详细登记造册。

万宁市将根据各镇农村富余劳
动力详细信息，统筹指导春季瓜菜产
销队伍建设，包括在各镇成立一支掌

握瓜菜产销技能、50人左右且人员
稳定的农民工春季瓜菜产销队伍，同
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确保春季瓜
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产销工作。

为了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积极
参与春季瓜菜产销工作，万宁市政府
将对参与春季瓜菜产销的工人及用
工介绍人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参
与春季瓜菜产销工作的农村富余劳
动力，给予每人每天20元的务工补

贴；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参与春季瓜
菜产销工作的用工介绍人给予每人
每天5元的补贴。补贴期限为2月
12日至2月29日。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市还将灵活聘请一些当地农技乡土
专家到田间地头，对农民工春季瓜菜
产销工人进行现场教学，进一步提升
瓜菜产销工人的瓜菜产销技能水平，
促进充分就业。

万宁组建农民工瓜菜产销队
激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参与，缓解用工务工“双难题”

昌江出台优惠措施促销售

5天近万吨瓜菜
销往岛外
本报石碌2月13日电（记者 林

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2月12日
20时，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
姜园村丰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灯
火通明，人来车往，一派繁忙景
象。工人们搬出一箱箱经过清洗、
分拣、打包后的圣女果，现场装
车。当晚，这些圣女果将运往山
东、北京、天津等地。

据悉，自从2月8日，昌江出台
运费补贴等优惠措施后，该县的瓜
果蔬菜销量开始增加。到2月12
日，5天里昌江销往岛外的瓜果蔬
菜共计447车，9658吨。

“得益于运费补贴等优惠措
施，收购商的积极性明显提升。”丰
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卢以
敏说，此前一段时间，该公司的圣
女果累计出货量才10来万斤，但
仅这两天，公司的日出货量就达到
将近20万斤。

1月29日开工以来，昌江欧兰
德毛豆加工厂已销售出200多万斤
毛豆。“因为疫情，现在蔬菜的价格
波动较大，企业关键时刻就要多生
产，以保证市场的供应，为稳定菜价
贡献企业力量。”厂区负责人、欧兰
德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颜
和德说。

据了解，为给当地瓜果蔬菜寻
找销路，昌江农业农村局多渠道协
调建立稳定的瓜果蔬菜销售渠道，
同时通过电商平台，促进农产品线
上线下销售。此外，还出台了运费
补贴措施，凡采购商到昌江收购的
瓜果蔬菜，按销往目的地里程给予
采购商运费补贴，1000公里以内
的，补贴标准为每吨每公里 0.18
元;1000公里至2000公里的,补贴
标准为每吨每公里0.20元;2000公
里以上的,补贴标准为每吨每公里
0.22元。

定安推出10条措施
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程守满 实习
生陈宋釜）2月 11日，定安印发《定安县支持困
难群众共渡难关十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在优化审批环节、加强生活救助、降低生活成
本、加大就业保障等方面发力，切实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社会救助工作，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

《措施》明确，在优化审批环节方面，定安将简化
社会救助核查程序，延长在册低保对象的复核时限；
疫情防控期间，到龄需申请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的人员可先联系户口所在地的村（居）委
会，由村（居）委会经办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待定安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3个月内再补填相
关表格，将养老待遇按登记信息时间计发。

在加强生活救助方面，定安对县内患新冠肺
炎或者集中医学观察造成短期内基本生活困难的
人员，由急难发生地镇政府直接启动小额临时救助
予以“先行救助”。对因患新冠肺炎造成重大生活
困难的，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加大救助力度；建立社
会救助对象疫情防控即时上报机制，对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因患新冠肺炎或者集中
观察造成生活困难的，民政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予
以临时救助；对因疫情而导致生活困难的在档困难
职工，每户发放一次性生活救助金1500元。

本报三亚2月13日电（记者周
月光）三亚芒果进入采摘季，但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前来采购的客商减
少。怎么办？政府出手，助力芒果网
上销售。2月13日，三亚市长阿东
通过淘宝直播推销三亚芒果。

“我要给三亚芒果点个大大的赞，
为什么呢？第一，三亚位于北纬18
度，冬季平均气温24℃，是最适合芒
果的生长时间；第二，我们三亚芒果品
种好，有贵妃、台农、水仙等。我现在
拿的是水仙，你们看，皮薄、肉厚、汁
多，而且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13日15时，在三亚市凤凰岭
芒果园，阿东对着直播镜头，从树上
摘下一个大芒果，与淘宝官方主播互
动推介三亚芒果。

有网友提出，能不能切开一个芒
果看看？阿东立即拿起一个切成花
状的芒果对着镜头说：“我们三亚芒
果年产量有50万吨，上市比较早，从
2月份开始，每个月上市10万吨左
右，一直持续到6月份。我们三亚芒
果是最好销的芒果，但今年受疫情影
响，传统销售渠道不畅……希望通过
网络平台，使我们三亚芒果直接从树

上到市民家中，实现点对点的销售，
这样，大家既可以吃到最好的芒果，
又可以帮助我们农民增加收入。”

芒果是三亚的特色产业，全市种
植面积40万亩，正常年份，三亚芒果
不愁销路。但今年受疫情影响，市场
整体消费疲软。为破解当前芒果等
水果销售困局，三亚市拿出400万元
工作经费，于2月8日开始与淘宝、
京东、拼多多、抖音等大型电商平台
合作，开展各类营销推广活动。13
日市长淘宝直播推销三亚芒果就是
其中一项活动。

2月13日20时，在天猫平台三
亚呀诺达水果旗舰店，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海南金煌芒果中大果10斤包
装，已经有4810人付款；树上熟海南
小台芒果新鲜水果9斤包装，已经有
3734人付款。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说，目前，芒果网络销售势头很
好，已连续多天销量达到 3万单，
三亚将以这次热带水果网络营销
为契机，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机制，
加快拓宽三亚热带水果等特色产
品销售渠道。

防控生产两不误，定安潭黎村灵活服务客商稳销量

收购商变代购员 当日订单当日发

疫期我省进一步用好用活
住房公积金政策

四类职工可申请
延缓偿还公积金贷款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 （记者孙慧 通讯员
薛涛）2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获悉，疫情防控期间我省进一步用好用活
住房公积金政策，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因感染新
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
察、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
收入来源等四类情形的贷款职工可以申请延后
还款期限。

据悉，上述四类情形贷款职工，如无法正常
偿还公积金贷款的，可在疫情解除后向各市县
直属公积金管理局提出申请，经核实可不按逾
期处理、不计罚息。其余贷款职工最迟在当月
最后一日足额偿还当月应还款的，不按逾期处
理、不计罚息。

省公积金管理局还放宽连续缴存认定申请
贷款条件，尽可能满足职工贷款需求。2020年1
月至7月期间，缴存单位（含此期间已开业未建
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或灵活就业人员因疫情影
响未能及时缴存住房公积金，且在8月底前一次
性补缴的，在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视同连
续缴存。

疫情防控期间，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和房产
开发单位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海南公积金
APP、邮递申请资料等途径办理相关业务。对部
分需临柜面签的贷款业务，预审后将及时向申请
人反馈预审意见，待疫情稳定后通知申请人临柜
面签；对提前偿还公积金贷款、对冲还贷申请等贷
款业务，实行网上办事大厅、APP免审自主办结；
对通过直属管理局或受委托银行申请贷款预约业
务的单位或个人，因疫情影响未能如期办理的，还
可重新预约办理，不视为误期。

三亚与大型电商合作推广，破解芒果销售困局

水果难销，直播“带货”来解围

海口招募社区团长
337人通过审核，已配送近9万斤果蔬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望）为
帮助打通海口瓜果蔬菜采购、配送“最后一公里”，
近日，南海网、海南爱心扶贫网启动“海口社区团长
招募计划”，邀请全市社区（小区）热心人士报名成
为社区团长，组织居民接龙采购农户待销农产品。

截至2月13日，已有来自296个小区与单位
的337人通过报名审核，成为社区团长。目前，社
区团长已团购成功并配送入户的瓜菜共15个批
次、8.9335万斤。

据介绍，目前全省待销农产品存量比较大，报
名团长人数还远不够，发动的小区数量仍然相对
较少。“我们发起团购的产品，是从农户到住户的
最直接购买方式，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价格很有
竞争力，但我们人力有限，希望更多人加入这项活
动！”社区团长招募负责人白杨说。

目前，社区团长招募仍在继续。有意者请拨
打社区团长报名咨询电话（0898-66810080，
18976310631），或者扫描活动相关网页二维码
进行登记报名。

2月12日，三亚利民供销产业园有限公司漫优优电商平台配送员正在给中铁子悦薹二期悦公馆居民送蔬菜。据
悉，该平台每天定点定时为三亚7个小区、17个合作站点的购买者送菜，平均每天配送8000余斤。1月24日至2月
12日，该公司向全市20余户菜农采购近7万斤蔬菜，为农产品打通销售渠道，助力菜农增收。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蔬菜上门
助农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