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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黄书记组织人来务工，我就
报名了。”2月14日，在万宁市东澳
镇四维村附近一片西瓜地里，四维
村村民陈阿霞戴着口罩、坐在地上，
熟练地为采收好的西瓜套上网袋，
然后将西瓜放入包装箱中。在她周
围，150多名工人正紧锣密鼓地采
收西瓜。

这片瓜地300多亩，是一片海
沙地，地里绿油油满是圆滚滚的大
西瓜。“这次多亏有黄书记帮忙找工

人，不然这么多西瓜不知道该怎么
收了。”四维村西瓜种植大户王数山
在这里种有110亩西瓜，他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四维村的西瓜甜、品质
好，一直受到市场青睐。今年2月
份，西瓜陆续成熟，而受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影响，采收工人大部分
没有返工，“西瓜成熟后不采收，没
几天就坏了，到时血本无归。”

王数山的困境也是很多瓜园老
板的困境。“我们村共种了3000多
亩西瓜，大约在 3 月上旬全部成
熟。”村民口中的“黄书记”是四维村

党支部书记黄众维，他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请来的采收工人中有80多
人是四维村村民，另外一部分是本
地瓜农，还有少部分熟练的技术工
人则是通过合作伙伴请来的。

在瓜地里，和陈阿霞一起的3名
工人都是四维村的瓜农，大家戴着口
罩，间隔1米有余，将其他工人采收
来的西瓜熟练地套上黄色的泡沫网
袋，然后打上标签交给装箱工人。整
个过程几人配合默契，很少交流。

“普通工人140元，熟练的技术
工人280元，都按天结算。”陈阿霞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平时主要在
家带孩子，因此只能做剪蔓、套网袋
等一些简单的活，“不过我觉得普通
工人的报酬也不错了，能为家庭带
来一笔收入。”

四维村村民一年大多只种这一
造西瓜。“这批瓜关系到他们一整年
的生活，实在是放弃不得。”东澳镇
副镇长翁书波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用工紧缺是当前瓜菜收购的主要难
题，东澳镇通过到企业、基地调研，
向各村党支部发出用工需求，要求
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对接。

“组织本地村民干工，既能增加
村民家庭收入，又能够化解企业、基
地用工难题，一举多得。”黄众维说，
村委会一号召，前来报名的村民很
多，大家积极性很高。

当天17时许，太阳西沉，忙碌的
瓜地渐渐静了下来。黄众维说，当天
共组织采收了25万斤西瓜，分装了5
辆大卡车，将销往上海、嘉兴等地的
水果市场，“目前村内已采收约700
亩西瓜，剩下的西瓜成熟之后，我们
也会继续做好采收工作，不让西瓜烂
在地里。” （本报万城2月14日电）

万宁市东澳镇四维村西瓜地里采收忙

瓜地用工荒，村支书搬“救兵”

本报海口2月 14日讯 （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刘伟）“大家抓紧
时间耕种，每天我们都要保障蔬菜
上市1万斤以上。”日前，在海口市
龙华区城西镇苍东蔬菜基地，基地
负责人黎锦强在田里来回走，挨个
提醒正在耕种的菜农们。

作为海口近郊最大的蔬菜基
地之一，也作为海口市民“最近距
离”的“菜篮子”，苍东蔬菜基地有
230多户菜农，负责830多亩蔬菜
的耕种，加上城西镇沙坡村、大样
村等村的蔬菜基地，城西镇范围内
蔬菜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

据悉，在城西镇一带开展蔬
菜种植的多是广西、湖南菜农，春
节期间他们大多返乡，只有不到
20户约100人留在苍东村。为保
障海口市民“菜篮子”充足，龙华
区通过支持常年蔬菜基地恢复生
产，制定物化补贴措施，引导因疫
情防控暂时不能外出打工的农民
种植蔬菜等途径，积极增加蔬菜
种植面积。

“目前，龙华区的叶菜种植面
积已由1月中旬的3200亩提升到
4500 亩，日产量由 1月中旬的 20
吨提升到48吨。”龙华区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苍东蔬菜基地，田地里一

片绿油油，这里种满了上海青、小
白菜、芥菜、空心菜等十多个品
种，都是海口市民平日爱吃的蔬
菜。“我和家人年初三就从老家广
西回来海口种菜、收菜了。按照
规定，从外省回来需要隔离 14
天，前段时间，我都是委托其他菜
农帮我去市场卖菜。”正在田地里
耕种的韦美玲说，特殊时期，只能
通过这种“互助”的方式达到防
疫、生产两不误了。

“保障群众叶菜供应，我们菜

农责无旁贷。”黎锦强说，苍东蔬菜
基地共有834.7亩，每日能够上市
1.5 万斤左右叶菜。和前几日相
比，由于市场供应量增加，田间叶
菜收购价处于平均水平，在 2元/
斤左右。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春节一过，该局依托加
旺、椰海叶菜联盟通过有机肥补
贴，动员外地菜农尽快返回海口，
及时恢复生产，及时采收蔬菜上
市。各区镇及时了解各蔬菜基地
情况，组织工人及时采收，保障供
应。同时，协调落实 6200个防护

口罩，分发给进入批发市场的菜
农使用，以做好疫情防控。

此外，海口市农业农村局还积
极帮助社区和菜农牵线搭桥，通
过“无接触配送”模式帮助打开蔬
菜销路。2月 7日，海口万众种养
殖合作社、海口家宜有机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龙华区遵谭镇卜
敢村种植基地、美兰区三江镇江
源村海南回归自然有限公司种植
基地还分别与大润发、家乐福、旺
加旺超市达成供销协议，签约量
210吨，品种主要有叶菜、椒类、茄
类、水果等。

扩大种植 无接触配送 对接商超

海口：菜地耕种忙 供应有保障
我省畜禽产品
稳产保供
文昌鸡量价稳步回升，预计生猪年
出栏量232.12万头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傅人意）2月
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当前全省畜牧业生产总体稳
定。其中，文昌鸡出栏量和销售价格稳步回升；
生猪预计年出栏量232.12万头，现存栏总数
63.08 万头；肉牛存栏 51.17 万头；肉羊存栏
67.56万只；家禽存栏6109.57万只。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莫正群表示，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到了关键阶段，农产品稳产保供至
关重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农业农村厅
坚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组织全省农村地
区开展抗疫情、保畅销、保生产、保增收行动，确
保农产品特别是畜禽产品的稳产保供。

据统计，全省登记备案的生猪规模养殖场
1068家，已有613家正常开展生产。当前我省
未发现禽流感疫情，文昌鸡养殖场（户）生产信
心增强，出栏量和销售价稳步回升。

结合当前生产和存栏情况预测，我省生猪
出栏量保持相对稳定略有下降，肉牛、肉羊和家
禽出栏略有上涨，整体市场供应充足。

本报三亚2月14日电（记者周
月光）2月14日，在三亚市政府公益
性平价市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多
种蔬菜价格不到2元每斤，而且，完
全敞开供应。

小白菜1.8元/斤，空心菜1元/
斤，大白菜2元/斤，土豆2元/斤，圆
白菜1.8元/斤，菜心1.4元/斤，上海
青1.7元/斤……这是2月14日下午
5点，海南日报记者在三亚市解放路
政府公益性平价市场看到的多种蔬

菜价格。
“没想到，我们三亚还有菜价这

么便宜的市场！”一位买菜大爷感
叹，他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当天路过
发现这个平价市场，以后会经常来
这里买菜。

一位住在附近的阿姨说，这个市
场菜价整体都比较便宜，特别是大众
化蔬菜价格长期在2元每斤以下。

“我们这个市场面积 1400 平
方米，员工40多个，平常每天销售

各种蔬菜1.5万斤左右，春节后销
量有所增加，连续多天达到 2 万
斤。”该市场总经理郑怀民说，这里
各种蔬菜都敞开供应，市民不用担
心买不到。

“我们蔬菜价格能做到这么
低，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从基地
直接采摘，没有中间环节，比如长
茄子，我们前一天晚上从三亚市育
才区基地采摘8000斤，采摘价每
斤0.8元，销售价每斤1.4元；二是

‘飞地’直供，我们这里销售的蔬
菜，40%是岛内基地生产的，其余
60%是从广东、山东、云南、湖南等

‘飞地’直接供应，都没有中间环
节，像大白菜今天湖南基地直接供
货 1万斤；三是政府补贴 15 个品
种，主要是大众化的蔬菜品种。”郑
怀民解释说。

三亚市菜篮子服务中心主任赵
军说，三亚市高度重视“菜篮子”工
作，建立1000亩常年蔬菜生产基地，

并与广东、山东、云南、湖南等省大型
蔬菜基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
为让基地蔬菜直接进入销售终端，组
织13家平价蔬菜联盟企业，建立74
个平价市场网点，分布在超市、农贸
市场和社区等地。

赵军表示，目前三亚“菜篮子”
供应有保障，储备充足，如蔬菜储备
400吨、猪肉储备1100吨，而且长
期合作的企业都在正常生产，保障
政府公益性平价市场正常营业。

本报石碌2月14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2月14日下
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第二
农贸市场，小白菜4.7元一斤，土豆
3.75元一斤，鲜猪精瘦肉43.3元一
斤，猪排骨49.2元一斤，白条鸡17.7
元一斤……昌江商务局农贸市场主
要食品价格监测数据显示，近几天，
昌江市场上蔬菜肉类等主要食品供
应充足，价格平稳。

据昌江商务局局长邢立峰介
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了
保证市场主要食品的供应，该局加
强对各农贸市场、超市等重点生活
必需品经营企业、场所的监测，做
好预警预报分析，1月29日，组织
冻猪肉投放企业（超市）调运冻猪
肉销售，联系指导瓜菜批发运销商
组织调运瓜菜供应市场，主动与农
业部门沟通对接，了解掌握昌江当

地瓜菜产销情况。从汇总信息来
看，目前昌江市场的大米、油、肉、
瓜菜、蛋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市场价格呈小幅平稳波动，在可控
的范围内，不会对市场稳定和供求
关系造成大的影响。

据了解，1月 29日，昌江县城
开始恢复生猪屠宰并投放市场，
目前平均每天的屠宰量 80头，尚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为此，昌江

积极与省商务厅、省粮食与物资
储备局联系沟通，申请到 95.017
吨省级储备冻猪肉，目前已投放
31.67吨。

瓜果蔬菜方面，昌江目前供
应市场的瓜菜中本地菜占比约
60%，从海口调进的外地菜占比
约 40%。在农贸市场监测的 12
个瓜菜品种中，除蒜苔价格为 10
元/斤较高外，四季豆、圆白菜、

芹菜、大白菜、西红柿等 11 种瓜
菜价格基本介于每斤 2 元至 6 元
之间。

为了稳住“菜篮子”价格，昌江
各大超市和农贸市场在市场监管部
门的引导和监管下签署责任书，承
诺坚决履行禁止销售活禽、禁止销
售野生动物、禁止哄抬物价等规定，
保障粮食和生活物资的销售环境卫
生有序。

基地采摘“飞地”直供 政府补贴

三亚市政府公益性平价市场量大价优

加强监控 恢复生产 保障供应

昌江多措并举稳定“菜篮子”

产得出 运得了供得上

供应

举措

缓解农民卖菜难、居民买菜难

“社区团长”获
《半月谈》官微点赞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康景林）
《还在半夜“抢菜”吗？他们这么解决抗疫期买
菜难题》，2月14日，《半月谈》官方微信公众号
以此为题，点赞海南媒体招募热心公益的“社区
团长”，缓解疫情下社区居民买菜难题。

日前，海南冬季瓜菜纷纷成熟。受疫情影
响，农民在地头盼销售，城市居民却面临买菜
难。如何将地头与餐桌连起来？2月4日，南海
网与海南爱心扶贫网共同发出《“战疫”助农渡
难关 扶贫网全城寻找社区团长》，在海口招募

“社区团长”。3天时间，报名的爱心人士就达
到300多人。同时，南海网的记者编辑们汇集
急需销售产品的农户信息，将产品分类组合，规
划配送路线。

2月8日，第一期“百团联采”开始，“哈密
瓜+青椒”组合成为“爆款”，3天成交量突破
9000斤。“社区团长”在小区门口接货，不时提
醒小区居民轮流出门取货，避免扎堆。

《半月谈》微信公众号在文章中说，集思广
益、群策群力往往能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海
南“社区团长”行动得以高效运转，正是由于得
到了大量热心人士的无偿帮助。

海南爱心扶贫网负责人说，十多天来，他们
将9万多斤农产品从田间送到小区用户手中。
接下来，南海网准备在三亚、儋州、琼海三地复
制“社区团长”模式，助农惠民。

“社区团长”招募海报

近日，琼海市博鳌镇的农民在田园里采摘辣椒，绿
油油的田野上工人在四处忙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月11日，儋州克昌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人正
分拣从地里收购回来的泡椒。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近日，满载109吨瓜菜和水果的货车，从三亚出发
运往湖北武汉。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全力做好“一抗三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