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龙华区

2月14日，第六届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亚沙村建筑工地内，工人在进行钢筋加工。为保障项目加快建设，在做好疫情防护
工作后，工地上687名工人实行24小时分班制度不间断施工。目前主楼地下结构已完成90%。 本报记者 封烁 摄做防护 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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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邓钰 计
思佳 特约记者刘伟）“疫情防控和恢复生
产并非进退两难”“抢抓工期我们有决心，
但在管理上还需要指导支持”……2月12
日，一场特别的座谈会在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
团）举行。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如何在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推
进企业复工复产。会议开门见山，海口市
龙华区委、区政府和海垦企业的参会人员
直言难点痛点。

当前，正是我省一批企业和项目复工
复产的关键时期。企业复工涉及人员调
配、物资供应等方方面面。

疫情当前，如何在抓好防控的前提下
推进项目建设？龙华区委、区政府与海垦
控股集团以一场“头脑风暴”，围绕复工生
产需求、复工生产难点以及复工复产防控
机制建设三大主题深入交流研讨。

“目前，我们正紧锣密鼓推进省重点
项目宏达商城建设进度。”项目建设方海
垦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羊博锴开门
见山地说，但项目参与人员多，防控要求
极高，且工人多来自省外，省外工人返琼
要进行14天隔离，但隔离地点难找、成本
极高。如何管理好人员对于企业而言是
极大的挑战。

“复工复产涉及一长串产业链条，在保
障人员安全之外，如何加强防控物资和工
程材料供应，我们希望得到政府支持”“如
何在合理范围内抢抓进度，我们要制定贴
合实际的施工计划，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
门的指导”……

会上，企业所提出的问题皆得到回应
并被一一详细记录，进行下一步完善。

“在关键时刻，得到属地政府的支持
和指导对企业而言十分重要。”海垦控股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业侨表示，当
前，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已成立应对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并制定系列防控疫情、做好
应急物资保障等工作细则，督促各项目部
落实到位。同时，该公司将积极贯彻省
委、省政府部署，在抓好防控的同时抓紧
生产，助力我省“三大篮子”建设，助推市
场保供稳价，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有力保障。

在龙华区委书记凌云看来，座谈会上
所探讨问题有代表性，更有典型性。“我们
希望通过主动上门送服务、走入企业问需
求的形式，直接明了地了解企业在复工过
程中的难点，从而高效解决生产难题。”凌
云表示，龙华区将结合座谈会经验形成成
熟的协调交流机制，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

目前，龙华区已设立7个工作小组对
辖区内企业进行走访指导，积极主动下沉
到项目了解情况，协调解决企业提出的问
题，特别是防控物资紧缺情况，并将多渠道
帮助企业采购口罩、消毒水等物资。

据了解，针对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的难
点，龙华区已拟定《复工复产及疫情防控
专项方案》，从实行报备制度、健全企业疫
情防控工作体系、严格排查返岗人员、做
好防护物资和人员配备以及合理安排生
产计划等多个方面，指导服务企业，尽力
满足企业合理合法生产需求，全力推进企
业复工复产。

主动对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贴心问需求 上门送服务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轰……”2月13日下午，位于文昌市
东路镇的海南歌颂饲料有限公司，机械作
业的声音远远地就能听见。但前来采访的
海南日报记者却并不能进入生产区，就连
运料进场的工人事先都需进行消毒、登记
和测体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外地运输车辆不易进岛，我省各地畜牧养
殖企业饲料紧缺。为保障供应，我们提前
召回了文昌本地的工人，进行严格的健康
检测后复工，同时实施封闭式管理。”海南
歌颂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韩雄元表
示，目前公司上岗员工61人，每天加班加
点生产，日产饲料超过600吨。

为严格落实“强防控强经济两手抓两
不误”的工作要求，该公司配备专业人员
每天对厂区进行消毒。工厂食堂则提供
送餐服务，将统一制做的餐食送到员工宿
舍，各自分别用餐。一线工人每天都要进
行两次消毒、洗手、测体温等程序，疫情防
控期间，严禁随意外出。

“我们都是文昌本地人，近几个月也没
去过外地。省外的工人都暂时未能回来复
工。”公司员工黄宏彬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早在大年初二公司就紧急组建了防疫小
组，通知所有人做好防护措施，不串门、不

走动，随时做好复工准备；复工后，员工也
基本都在公司，不外出、单独用餐。

为给企业复工创造条件，文昌市委、市
政府以及各镇、相关职能部门调拨了一批
口罩、消毒液等物资分发给企业，同时鼓励
本地居民返岗就业；针对外地返琼人员，各
镇均设置了外地返工人员隔离观察安置
点，提供生活物资保障，待隔离期满便可陆
续上岗复工。

在东路镇，为确保畜禽饲料供应充足，
海南百洋饲料有限公司近日也加入了复工
复产行列。为做好安全防护，该公司除对
每一位进出公司人员采取测体温、登记措
施，还对进出车辆进行消毒。并对员工进
行统一管理，所需生活用品均由公司统一
采购发放。

文昌市东路镇党委书记刘庆棠表示，
针对辖区内重点企业的实际情况，镇里还
采取了党政班子成员包干负责制，每家企
业都有班子成员具体负责，对于企业列出
问题清单也将特事特办，为企业复工复产

“添把火”。
“我们有信心，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双胜利！”海南百洋饲料有限公司
行政经理杨蓉说，目前本地员工均已正常
上班，接下来，外地隔离观察期满的员工也
将陆续返工，公司将安排专门的车辆接送，
降低员工外出潜在的风险。

（本报文城2月14日电）

鼓励本地工人返岗就业 专车接送外省返琼工人

细心做防护 有序推复工

文昌

中央媒体看海南

将滞后的工期抢回来
——海南百万吨乙烯项目复工见闻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陈小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海南地
区（以下简称气电海南地区）下属
的 5家天然气企业严格执行海南省
委、省政府和中海石油集团公司的
疫情防控要求，确保天然气稳产供
应海南省内民生及工业用户，以实
际行动支持复工。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中海石油集团公司了
解到的。

据悉，1 月 25 日至 2 月 11 日期
间，气电海南地区各单位累计稳定供
应全省各类用户液化天然气 763万
立方米、海气2515万立方米；累计发
电量 1767 万度；累计加注天然气出
租车1.05 万台次、公交车864台次、
重卡车运输车 2336 台次、城际大巴
149台次。

目前，气电海南地区LNG（液化天
然气）库存量近10万吨，折算成气态

约为1.4亿立方米，且海气管输正常，
气态和液态天然气储备充足，足以支
持我省企业项目复工用气需求。

疫情防控期间，气电海南地区各
单位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及保供工作
机构，积极采取保产稳产应对措施，
奋力做好天然气稳产保供，全力保障
海南环岛天然气管网正常运行。

在稳产保产措施方面，气电海南
地区党委第一时间迅速行动，于1月
21日开始部署疫情防控和生产保供
事宜，通过成立各专业防控保供工作
组，制定周密保供方案、提前协调上
游资源方和下游用户核实用气计划，
保证源头供应充足。

该公司在琼下属的5家生产单位
还在天然气加注、城市民用燃气、工
业用户供气、天然气发电等各业务板
块细化防控措施，通过采取一企一
策，在春节假期和疫情叠加导致复工
人员减少的情况下，确保我省天然气

正常生产外输。
在天然气外输环节，海南管道公

司通过加强巡检和远程视频系统监
控阀室设备等措施保证整个输气管
网安全平稳供气；海南销售公司则与
槽车承运商建立24小时应急联系机
制，要求LNG槽车承运商提前安排调
配车辆和人员，保障疫情期间运输需
求，同时加强过程安全管控，确保槽
车安全平稳运输。

在城市燃气供应方面，海南管道
公司提前加强城市燃气管道及设备
运行状态的巡检和监控，并号召各燃
气分公司员工积极响应，坚守岗位，
守土尽责，为居民用气保驾护航，保
证城市燃气安全平稳运行。

此外，中海油所属海南能源公
司各加气站 24 小时不间断平稳运
营，严格执行公共区域消杀，采取无
接触加气方式，有效保证加气站稳
定运行。

中海油气电天然气储备充足
确保天然气稳产供应，支持我省企业复工需求

新华社海口2月14日电（记者刘
博）“咣”的一声，打夯机的重锤砸在了
地面上，老朱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在
洋浦经济开发区内的海南炼化年产百
万吨乙烯项目工地上，打夯机和挖掘机
陆续运转起来，机器轰鸣，现场一派忙
碌，该项目春节后逐步开始复工。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这
个乙烯项目于1月24日农历除夕当天
停工，目前项目进度滞后超过20天。
52岁的朱鑫森是海南炼化施工管理部
副经理，原本计划最近回河北老家，得
知企业复工的消息后，他立马退票并联
络施工方组织员工复工。

“项目马上要复工，你们公司员工
能否正常开工？”朱鑫森询问施工方。

“工人多数住在周边村庄，现在村
庄实施封闭管理，100多名员工不能出
入村庄上下班。”施工方上海第一海洋
公司负责人谢海建说。

“让他们出来复工吧，住所我来
想办法，调整好工人的工作心态。”朱
鑫森说。

这么多工人住所的问题可让老朱
犯了愁，为此老朱马上联络了洋浦工
委、管委会。在洋浦工委、管委会的安
排部署和多方协调下，不仅为本地工人
提供了临时板房，还为外地返回的员工
提供宾馆进行隔离观察。

防疫工作是企业复工的重中之重，
老朱又来到施工方检查防护用品。“口

罩采购到一些，还有84消毒液。”谢海
建说。但是施工工地面积较大，消毒液
不够用怎么办？这又让老朱上火了。

“工厂里有化工原料次氯酸钠，次氯酸
钠可用于配置消毒液。”有化工厂员工
提议。这个办法总算是解了老朱的燃
眉之急。

为进一步强化复工后疫情防控的综
合应急能力，项目实行分批有序开工。2
月10日，工地投入28台打夯机和104名
施工人员开展局部试验性复工，占全部
工人总数三分之一左右。“企业已制定复
工计划，将用工分为三个批次，目前首批
次工人需求数量基本满足。项目将在确
保安全可行的前提下，尽快将工人从内
地调回。”朱鑫森介绍说。

复工的同时，项目还制定了多项防

控措施：进门测体温，医护人员值班，通
勤车接送员工。

“我们保证从源头上做好防疫工
作，在出发以前，我们就对员工的健康
状况和体温进行监测，派专车接送工人
到工地，进入工地后实施全封闭管理。
此外我们还安排了专职医护人员，保证
疫情的可控和人员的安全。”朱鑫森说。

据了解，海南炼化年产百万吨乙烯
项目是海南省和中国石化重点工程项
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将直接拉动价值
超过1000亿元的下游产业，极大地促
进下游产业发展。

在微信工作群里，老朱每天都在传
达防疫文件，召开复工碰头会议。“不管
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开足马力，
争取将滞后的工期抢回来。”朱鑫森说。

扎实推进复工复产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梁振玮

进门量体温、口罩不离身、人员不聚集
……2月14日，万宁市时代峯璟项目负责
人潘雷和10多名工人一起回到了工作岗
位，经过设立在工地卡口的严格检查后，潘
雷终于进入工地。与以往紧锣密鼓抓进度
不同，这次他关注的重点，是科学有序地开
展工地防疫。

海南日报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
10多名工人除了穿戴安全帽等安全防护
服外，无一例外地戴上了口罩。相比以往
的小组化施工，这次工人们三三两两，保持
一定的间距“各自为战”。

潘雷说，每名工人进入施工现场必须
全程戴口罩，并且每日进行2次体温监测，
工地主要区域也会每天进行全面消毒，以
确保达到防疫标准。

参与项目复工的工人大多是留守工
人。“我们已经全面排查了工人的活动轨
迹，对每个工人实施健康管理。”潘雷说，而
外地返岗工人在经过了14天的隔离观察

之后才允许上岗，“目前项目上已经储备了
口罩、体温计等物资，并与疾控部门建立了
联系，每天全面消毒。”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按照部署，万
宁各重点项目坚持守好项目一线阵地，坚
决做到“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疫情防控
不松懈的同时，依据分批分类、平稳有序
的总体原则，各项目也开始提前谋划和部
署复工工作。目前，万宁主城区1#污水
处理厂扩建工程、万宁时代峯璟等项目已
经陆续复工。

“目前已有3个重点项目进入施工阶
段。”万宁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还有海建（万
宁）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项目、大唐海南万
宁燃气电厂工程项目的复工复产审批已获
通过，将在本月下旬组织开工，此外派成铝
业、口味王公司等企业也正在筹备复工复
产，“我们将根据项目重要性、紧急程度等
因素综合考量，分批次、分阶段全力推进重
点项目复工。”该负责人说。

（本报万城2月14日电）

推进重点项目分阶段复工

专心想对策 分批赶进度

万宁

省财政预拨4847万元
工人隔离期间生活补助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周晓
梦）2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财政
厅获悉，2月12日该厅牵头印发《关于
拨付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
用于返琼务工人员隔离期间生活补助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贯彻落
实省政府《海南省严格做好疫情防控
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七条措施》中要求
的“对工人隔离期间给予生活补助”。

《通知》明确要求，各市县制定实
施方案，结合当地财力、隔离成本、用
工需求等情况，合理确定补助标准、补
助范围，区分不同工种给予企业一定
补助，经同级政府同意后施行。按属
地化原则，各市县政府负责所属辖区
内的各类企业（含省属企业）的生活补
助发放。补助资金由各市县统筹解
决，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将根据各市
县工作情况给予奖励补助。为确保
该项工作顺利施行，省财政厅于12
日当天预拨各市县工业企业结构调
整专项奖补资金4847万元，用于发
放该项补助支出。

一线快评
■ 张永生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随着
一些行业、企业陆续复工复产，返程客
流量日渐增大，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既是硬要求，也是新考验。

生命重于泰山。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将中央和省委防控部署要求抓实
抓细抓到位，是复工复产的基本前提
和坚强保障。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为有效防控疫情，全省上下已经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疫情防控工作进入
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任何环节上的疏
漏，都会让之前的艰辛付出付诸东
流。因此，疫情防控不能有任何的懈
怠、麻痹，更不能因为复工复产而导致
疫情蔓延。

越是关键时刻，越要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越是面临新考验，越要强化
执行力。强化防控措施落实，不仅需
要认识到位，更要工作到位、人员到
位、责任到位。加强公共交通、室内公
共场所及商务楼宇、工厂车间等办公
场所的防控，做好复工复产人员的健
康管理，等等，都需要拿出有针对性的
举措，力求不留缝隙、不留死角。推动
企业落实管控措施，把防控工作做深
做细做实，关键在于精准施治，要因地
制宜、分类指导，实行清单管理、精细

作业。有地方坚持推动防控力量下
沉、重心下移，通过派出指导组、派驻
指导员、结对联系等形式，点对点指导
监督企业，把存在的隐患想得更周全，
把各项措施做得更周到，就是比较好
的做法。

决心有多大，责任心有多强，工作
有多细，疫情防控网就能织得有多密，
复工复产的保障就有多强。确保防控
措施到位，恢复生产有序，就一定能打
赢疫情防控战役。

复工复产之际尤须绷紧疫情防控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