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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咨询专家内容

专家咨询类185件，下降16%

政策咨询类489件，上升6%

防控类热点问题4405件，上升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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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接到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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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2345专家服务热线一日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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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好“一抗三保”

■ 本报记者 邓钰

“之前总担心黄瓜没人收购，烂
在地里，现在我们不再担心销路了！”
2月13日，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
山兰村，瓜农李志概干劲十足地采摘
黄瓜。

据了解，山兰村多户瓜农共种植
600余亩黄瓜。当下正值采摘季，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收购商无法上
门。正当瓜农们愁眉不展之际，琼山
区政府与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商贸物流
产业集团）对接，为瓜菜找销路。“现
在，我们种的所有黄瓜都被海垦企业
收购了，前几天还采摘了19吨黄瓜
销往武汉。”李志概高兴地说。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我省多地瓜
菜遭遇运输难、销售难。为此，2月初，
海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迅速组建5个
收购小组，积极与我省各市县政府及
瓜菜生产基地对接，了解销售需求，并
走入田间地头，了解瓜菜产量、质量并
建立档案，主动对接外地客商。

“我们的收购小组已与海口、三
亚、陵水等多个市县对接。”海垦商贸
物流产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文武
斌介绍，目前，该集团已收购的瓜菜
包括青椒、黄瓜、麒麟西瓜、芒果、辣椒
等。该集团利用自身资源，积极为海
南瓜菜找买家，目前已收到来自武
汉、北京等多地的瓜果蔬菜订单。

同时，该集团积极在南京、北
京、上海等地市场开辟直营销售渠
道，打通我省瓜菜销售“最后一公
里”，并与我省大型商超联系，初步

达成合作意向。
“不仅要解决收购难题，更要打

通运输渠道。”文武斌介绍，为保障物
流渠道畅通，该集团旗下海南三叶医
药物流管理公司积极响应，组建了由
13辆货车组成的运输车队，负责运输
瓜菜，并制定运输操作规范。

“做好防控，没有什么可怕的。”
已往省外运过一次蔬菜的运输车队
司机武强介绍，为了严格落实我省
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在运菜
过程中，车队人员会全面消毒运输

车辆，为司机准备充足的口罩、酒
精、水和方便食品。司机进出岛要
进行体温监测和消毒，运菜归来隔
离观察14天。

据介绍，自2月初起，海垦商贸
物流产业集团每周组织两到三辆载
满瓜果蔬菜的货车发往湖北、北京
等地。截至目前，该集团共采收运
送辣椒、黄瓜、茄子等蔬菜约45吨，
采收哈密瓜、芒果、圣女果等水果约
15吨。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

海垦企业组建收购小组、运输车队，对接产销助力我省瓜菜销售

收购运输双帮扶 农户瓜菜销四方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你好，你订购的蔬菜到了，请
下楼取件。”近日，这样的声音每天
早上都会出现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
州镇清水湾的一些小区楼下。2月
以来，“线上下单，宅家买菜”既方便
了陵水市民和“候鸟”人群的生活，
也一定程度解决了当地冬季瓜菜滞
销的问题。

“我们公司收购农户特别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种植的农产品，然后组织

人员分拣打包，利用自建的‘惠农拼
团APP’平台为各小区住户提供‘无
接触’生活必需品配送服务。”陵水惠
农生鲜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公司所有
农产品均平价销售，目前已为陵水
26个小区配送了近5万公斤各类瓜
果蔬菜。

此外，2月以来，陵水县菜篮子
公司也通过本地采收、微信下单销售
的方式为陵水“三湾”（香水湾、清水
湾、土福湾）地区25个小区住户配送
蔬菜近1.5万公斤。

据悉，2月1日至15日，陵水滴

滴沃家、漫游谷、疍家人、胜杰、惠农
生鲜等电商企业收购当地农户生产
的圣女果、哈密瓜等近30种瓜果蔬
菜共约1161吨，帮销金额约583万
元，其中销售贫困户的瓜果蔬菜约
71吨，帮销金额21.3万元。

同时，陵水电商企业还寻求同
阿里巴巴、三峡物流园电商平台及
大润发、盒马等大型商超进行深度
合作。目前已采购近10万公斤瓜
菜上架海口盒马、大润发5家门店，
采购了 3 万公斤西瓜直供上海盒
马。陵水电商协会还携手三峡物流

园松原果业，采购1万公斤本地哈
密瓜直接供应湖北及周边地区的大
型农副产品中心。

陵水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陵水的电商企业一方面对接县
内“候鸟”人群众多的小区，另一方
面对接岛内外各大电商平台及大型
超市，打通本地瓜菜的销售渠道。
目前，陵水各类瓜菜价格有所回升
并趋向平稳。

“一个星期前我还在发愁，我的
青瓜和辣椒要是烂在地里可怎么
办。”陵水县提蒙乡远景村的农户黄

国泽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当
地电商企业的帮助下，他家种的
2300多公斤冬季瓜菜已于日前卖
完，收入8450元。

“今天的豆角收购价格涨到了3
元一斤左右，前段时间还是0.7元一
斤。”2月15日下午，陵水滴滴沃家
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黄凌燕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近日陵
水蔬菜、圣女果的收购价格有所上
涨，该公司目前正忙着收购村民滞
销的辣椒。

（本报椰林2月15日电）

陵水多渠道拓销路，让本地“菜园子”直通居民“菜篮子”

电商搭“网桥”千吨瓜菜销

2月13日，儋州市中
和镇境内的海南金通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儋州火龙果
种植科技扶贫示范基地，
农户戴着口罩剪枝、除草，
管护火龙果。该基地已于
近日复工。

据介绍，儋州积极落
实省委工作部署，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
坚，多举措减少新冠肺炎
疫情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确保如期完成今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口海关“无接触”办通关手续

620万元水产品顺利出口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樊梅迪 特约记者张振豪）2月14日，经海口海关
所属椰城海关验放，价值620余万人民币的水产
品顺利出口运往日本、美国、墨西哥等地，包括海
南主要出口创汇产品罗非鱼及虾、鱼卵等。

据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保障海南
水产品企业有序高效便捷通关，椰城海关通过“无
接触”办理模式，指导企业通过无纸化系统进行网
上申报通关业务，辅助网上核查、视频监管和“无
接触”抽样等作业方式，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
集；开通“随报随检，即检即放”绿色通道，压缩通
关时间；通过微信、电话等渠道与企业进行不间断
沟通，最大化提供优质服务。

勤管护 保收成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2月1日立下目标，2月8日建成
生产线，2月14日正式投产——海南
首条口罩生产线的建设速度让许多人
惊叹。

“首条口罩生产线建成，实际只用
了8天，比我们承诺的10天还提前了
两天，这让很多人难以置信。”2月15
日，在海口已经正式投产的一次性医
用口罩生产车间，康芝药业集团投资
中心总经理洪落感慨道，这惊人的速
度背后，是政企联动、同心战“疫”迸发
出的巨大能量。

康芝药业集团的总部在广东，洪
落是为了海口这条生产线飞到海南来
的。在此之前，1月27日，康芝药业
首条口罩生产线正式在广东中山市投
产。获知此事，海南省政府、省工信厅
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联系康芝药业集
团董事长洪江游，希望康芝药业海南
分公司也能在海口建设口罩生产线。

“疫情就是命令。”洪落说，作为业
内专家，洪江游了解海南医疗产业链
缺失、医疗物资保障不足的现状，为
此，他快速调整海南基地的生产布局，
响应海南省政府号召，积极筹备，并于
2月1日立下“10天内实现建成海南
首条口罩生产线”的“军令状”。

当时，我省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海
口多渠道采购口罩，但由于种种原因，
供应量无法保证，“受制于人”的被动

局面亟待扭转。为此，海口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康芝药业的生产布局调
整，积极参与口罩生产线的筹建工作。

为协助企业调购生产设备，海口
市委主要负责人积极与广东东莞市政
府沟通，及时运来生产设备；海口市政
府有关负责人更是全程跟踪协调，为
企业“保驾护航”。

2月7日晚，经多方共同努力，口
罩生产线从东莞顺利运抵海口。企
业一刻也不耽误，连夜组织安装调
试，终于在2月8日深夜，生产出我省
首条生产线出品的第一只口罩。工
龄30余年的组装工人王旭感慨说：

“从未见过如此高效的生产线建设！
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恐怕很
难办到。”

生产线建成了，但由于口罩属于
二类医疗器械，正式投产还需质量论
证和办理生产许可等手续。为此，省
药监局积极介入，特事特办，到企业
现场办公，于2月13日深夜完成相关
手续，颁发了琼械备（临）001号注册
证和琼械生产备（临）001号生产许
可证。

2月14日，海口市政府携手企业
正式对外宣布：我省首条口罩生产线
在康芝药业海南总厂正式投产。这条
用8天时间建起的生产线，可日产4
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实现了我省口
罩生产产能零的突破。

为加快生产，海口国家高新区相

关负责人出面协调，从海南职业技术
学院和海南新世通药业紧急抽调28
名员工，解决了口罩生产线工人不足
的难题。

“首条口罩生产线高效、顺利投
产，离不开海南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
是政企同心协力的结果。”洪落说，接
下来，企业将继续努力，目前已预订一

台N95口罩生产线；此外，康芝医疗
防护物资生产基地也将于今年4月正
式启动建设。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

我省首条口罩生产线8天建成的背后——

政企联动跑出战“疫”加速度

2月14日，我省第一条口罩生产线在位于海口的康芝药业海南总厂正式投产。该生产线可日均生产4万只一次性
医用外科口罩。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我省出台首个接收进口慈善捐赠物资
流程指引

让“爱心”高效送达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刘

小勇）2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
省民政厅研究制定了我省首个《关于接收进口慈
善捐赠物资流程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提高
接收进口慈善捐赠物资效率，确保捐赠物资第一
时间抵达疫情防控最需要的地方。

《指引》明确了接收进口捐赠物资的条件。据
介绍，过去必须由在省民政厅登记注册且被评定
为5A级的，并以人道救助和发展慈善事业为宗
旨的社会团体或基金会接收进口捐赠物资。新出
台的《指引》规定，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可由省
民政厅指定进口慈善捐赠物资受赠人。目前，该
厅已将省红十字会、省慈善总会、部分市县红十字
会、慈善（总）会、有关行政单位和医院指定为受赠
人，受赠人由原来的3家扩展到31家，拓宽了接
收渠道，有力缓解了接收压力。

《指引》规范了接收进口捐赠物资流程，制定
了接收流程图，让捐赠人、受赠人和使用人对减免
税手续、物资转运管理、捐赠信息公示、物资使用
及监督情况一目了然。《指引》减少了在紧急情况
下捐赠物资接收环节。为疫情防控开通快速通
道，提高通关效率，由海关先登记放行，再按规定
补办相关手续，确保各类捐赠物资快速运达我省
疫情防控一线。

据介绍，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已接
收进口捐赠物资48万余件。

开通绿色通道，发放冻存补贴

东方为畜禽养殖户纾困
本报八所2月15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陈诗春）“我每天都会对猪栏进行2次消毒。”2月
14日上午，在东方市四更镇四而村的东方五丰养
殖场，饲养员蔡友利通过手机与海南日报记者视频
通话，他穿着工作服、戴着口罩、手套和防护帽，正
给母猪喂饲料。

养殖场复产后，蔡友利一直没有出去过。“现
在是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我们少出门，是确保养殖
场安全生产的一项举措。”该养殖场管理人员赵华
停说。

“受疫情影响，活禽市场关闭，销路一度不畅。
在政府支持下，我们对接医院、公安等单位职工及东
方市封闭管理的小区，为他们送鸡肉，解决了销售难
题。”东方兰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毓权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目前该公司养殖鸡14万只。

据悉，为保证市场肉类供应，东方多举措助力
畜牧业复工复产。近日，该市有关部门对各乡镇
动物防疫开展督导检查，开通绿色通道，方便运输
车辆通行，确保畜禽生产企业有序复产。同时，该
市制定《禽类养殖场（户）禽肉冻存补贴方案》，并
协调腾空3个冷库，鼓励养殖户将滞销产品冰冻
存放在冷库，择机投放市场，以减少因畜禽存栏产
生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