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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好“一抗三保”

■ 本报记者 邓钰

“色泽红艳，颗粒饱满，这样的生
果品质高。”2月15日，在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的一处种植园中，
绿油油的咖啡树连成片，红彤彤的咖
啡果挂满枝头，随风摇曳。咖啡种植
户李国基戴着口罩在园中采摘咖啡
果。而就在几天前，他的脸上还布满
愁容。

每年2月至3月，是当地咖啡果
成熟季节。往年此时，都有客商云
集于此，采购咖啡鲜果。然而今年，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咖啡果大

量成熟却无人采购，咖啡种植户心
里直犯怵。

“咖啡果成熟后必须及时采摘，
否则会影响品质和口感。”李国基说，
无人收购，咖啡种植户一年的辛苦就
得“打水漂”。更令他心烦的是，咖啡
树的果和花在同一时期生长，如果不
及时采摘果实，花朵吸收养分受影
响，来年结果量也会锐减。

好在咖啡种植户们遇到的难题
受到了关注。2月10日起，在当地政
府的指导下，海南农垦大丰咖啡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大丰咖
啡集团）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对

接周边咖啡种植户，在加强疫情防控
的同时，做好咖啡果的收购工作。

“周边约有200户咖啡种植户，
种植面积上千亩。只要他们摘果，我
们就收。”海垦大丰咖啡集团总裁助
理、咖啡厂厂长李晓秋介绍，为解决
咖啡种植户的咖啡果销售问题，该集
团设置收购点，配置防疫物资，做好
场地消杀和人员管控及防疫宣传工
作。“每个咖啡种植户都要测体温再
进入收购点，每次只允许一人进入。
收购过程中避免直接接触。”

得知这一消息，当地咖啡种植户
纷纷采摘咖啡果送到收购点。仅在

第一天，该集团便收购咖啡果7070.6
公斤，目前已累计收购近20吨。“销
路通了，大伙不再犯愁，摘果更卖力
了。”李国基高兴地说。

同时，海垦大丰咖啡集团还组织
人员恢复生产，做到防控生产两不
误。“每天上班前测体温，一天换两次
口罩，厂房每天消毒两次，人员间隔
作业。虽然麻烦点，但是大家心里踏
实，干劲很足。”大丰咖啡厂职工李梦
和负责给咖啡果脱皮脱胶，看到厂里
又开工了，他十分高兴。

职工们将脱完皮和胶的咖啡果
浸泡24小时，然后摆上架子晾晒干

燥，等待下一步加工。“加工过的咖啡
豆带着香味，保质期比鲜果长许
多。”李梦和说。

据了解，海垦大丰咖啡集团还通
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形式，打
通线上销售渠道，为咖啡爱好者提供
线上点单配送服务。此外，该集团还
和咖啡机厂商合作开展促销活动，销
售产自海南的咖啡豆。

李国基的咖啡种植园里，不少咖
啡树长出白花。摘完咖啡果，李国基
又忙着给咖啡树控花，他相信来年一
定会有个好收成。

（本报营根2月16日电）

海垦大丰咖啡集团收购农户咖啡果,组织职工有序复产

防疫生产两手抓 咖啡飘香干劲足

■ 本报记者 罗霞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向民村
的4500公斤毛薯，这些天陆续被送
进海口47个小区。“毛薯都是村民们
用心种的，口感绵柔细腻，很多海口
市民通过社区微信群团购了这批毛
薯。”向民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剑看到
村民们种的毛薯很受欢迎，心里乐滋
滋的。

受疫情影响，向民村的毛薯销售
面临困难。在白沙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海南爱心扶贫网等帮助下，

近日，该村的毛薯通过“线上下单、线
下配送”的模式走上了海口许多社区
居民的餐桌。

今年春节以来，一边是海南农产
品面临销售难的问题，一边是居民出
行采购生活物资不便，“菜篮子”货足
价稳有待得到更好保障。针对这种
状况，我省多个市县充分发挥电商作
用，推出宅家线上买菜服务等项目，
推动农产品进社区。

白沙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积
极发挥社群电商作用，通过电商平台
打开农产品销售渠道。毛薯、紫玉淮

山、地瓜等一批又一批白沙“土货”，
顺利“飞”出大山销往城市社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2月8日启
动宅家买菜服务项目。该项目由保
亭商务局、保亭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等共同发起。群众通过保亭电商
平台下单，足不出户即可购买到新鲜
平价的生鲜农产品。

“经过分拣之后，我们通过物流
车辆将农产品统一配送到小区自取
点，实行‘零接触’自提。”保亭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中心项目总监孙明辉介
绍，销售的农产品来自当地瓜菜种植

合作社、菜农，包括黄瓜、长豆角、线
椒、茄子、黄秋葵等品种。“我们将根
据居民的需求，不定期更新农产品种
类，扩大配送区域。”

乐东黎族自治县电子商务服务
运营中心为解决种植户瓜果销路不
畅和居民买菜难问题，发起了“爱心
助农、宅家购菜”的公益活动，联系
瓜菜种植户、贫困户采购农产品，在

“乐东优选”平台上开设“战‘疫’助
农”专区，提供线上下单、线下配送
服务。

海口永兴电商集市联合相关企

业，开展农户自产自销农产品社区直
送活动，永兴佛手瓜、泡椒等农产品
直供海口多个小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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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将进一步发挥城市社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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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品直接配送到社区，解决特殊时期
居民出行采购不便的问题，助力海南
农产品销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我省多市县推出线上买菜项目，农产品直供城市社区

蔬菜“云”上买 市民安心宅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曲易伸）海南日报记者2
月16日从省税务局获悉，在疫情防
控关键时期，省税务局迅速开启“非
接触式”办税，并于2月14日开通了
电子税务局在线咨询，纳税人可通过
微信在线咨询电子税务局操作相关
问题。2月1日至2月16日，全省纳
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共办理业务
22.54万余笔。

据了解，疫情出现后，全省税务
系统利用电子税务局，迅速开启“非
接触式”办税。形成联动工作机制，
及时受理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申
请办理的业务，对于发票领购、停业
登记等即办类业务和延期申报、延期
缴纳税款核准等非即办类业务，每天
派专人第一时间按涉税业务相应岗
责流转处理。

针对纳税人在使用电子税务局过

程中反映的难点问题，省税务局各相
关部门互相配合，合力研判，及时解
决，确保电子税务局运行稳定畅通。

为了方便纳税人“非接触式”办
税，针对纳税人常用的电子税务局功
能，省税务部门编制通俗易懂、图文并
茂的操作指引，通过“海南税务”微信公
众号等渠道推送给纳税人，鼓励纳税人

“涉税事、网上办、非必须、不窗口”。
同时，省税务局成立专家团队，

采取“一对一”的模式开展辅导，对纳
税人、缴费人个性化问题和需求，通
过12366纳税服务热线、技术支持热
线、微信、视频等方式帮助解决，当好

“税小二”。
据统计，2月1日至2月16日，全

省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共办理业
务22.54万余笔，其中纳税申报业务
20.08万余笔，非申报类业务2.46万
余笔。

疫情防控期间推广“非接触式”办税

省电子税务局16天办业务22万余笔

热点问题

专家咨询类180件，下降2.7%

政策咨询类293件，下降40.08%

防控类热点问题4312件，下降2.11%

2月15日17时⬇
至2月16日17时

共接听咨询电话

4785件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2345专家服务热线一日小结

全省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全力“抗疫
情、促生产、保供应”，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同时，我们也面临着物
资紧缺、招工难、物流运输难、供需信
息不对称、产销衔接不畅通等实际困
难，对我省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抗
疫保供造成了较大影响。

为打破因疫情造成的信息壁垒，
切实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社会
资源顺畅对接、高效配置，南海网、南
国都市报、海南爱心扶贫网、学习强
国海南学习平台、南海网人力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海南蓝点计算机网络工
程有限公司特别联合今日头条、喜马
拉雅、拼多多、腾讯公益等国内重点
平台，共同发起“全民战疫‘益’起来
——公益海南2020一号行动”，旨在
发挥主流媒体及互联网平台的桥梁
纽带作用，搭建供需对接公益平台，
促进信息顺畅流通，为全社会、全行

业提供资源对接平台和服务，助力海
南抗疫保供、复工复产。

希望全省各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积极加入“公益海南2020
一号行动”，以公益之心，大爱之情，

“益”起助力海南战疫。
在此，我们真诚倡议：
一、欢迎大家争做战疫“爱心信

使”，及时收集提供市场供需信息。
欢迎大家争做战疫“爱心信使”，发挥
各行各业信使作用，及时收集提供本
地区、本行业、本系统各类供需信息，
如抗疫一线急需的医疗保障物资供
需信息、农产品产销信息、生活保障
物资供需信息、企业用工信息、物流
服务信息等。相关信息必须真实有
效，收集整理好后统一发给“公益海
南2020一号行动”工作组，由工作组
值班人员统一在平台上进行发布。

二、欢迎大家争做战疫“公益大
使”，积极提供公益资源。欢迎各大
政府官网、企业、平台、自媒体等，踊

跃做战疫“公益大使”，加入公益资
源供应爱心团队，为“公益海南2020
一号行动”提供公益资源支持，比如
公益广告设计、刊登、展播，供需信
息免费发布、产销精准对接大数据
支持、物流配送支持等公益资源。
所有的公益资源请统一报至“公益
海南2020一号行动”工作组，由工作
组统筹调配、合理使用。

三、欢迎大家争做战疫“爱心使
者”，积极采购或捐赠各类物资。受
疫情影响，我省各个行业供需两端
对接受阻，一方面是诸多抗疫保供
及生活保供产品卖不掉、运不出，另
一方面是抗疫一线和疫情重点地区
面临着物资供应短缺的实际情况，
因此，供需信息对接渠道建立起来
后，希望大家争做战疫“爱心使者”，
积极对接供需信息，踊跃采购或为
抗疫一线捐赠各类急需物资，以实
际行动助力海南抗疫保供。

全民战疫，人人有责。疫情面
前，我们既是命运共同体，也是责任

共同体。我们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够参
与到“公益海南2020一号行动”中来，
万众一心，同舟同济，互助互爱，以公
益力量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公益海南 2020 一号行动”
工 作 组热线电话：18976099530、
15595789978

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
海南爱心扶贫网
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
南海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蓝点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6日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韩星）2月16日，
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海南爱心扶贫
网、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南海网
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海南蓝点
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今日
头条、喜马拉雅、拼多多、腾讯公益
等国内平台共同发起的“全民战疫

‘益’起来——公益海南2020一号行
动”正式启动。

该活动旨在搭建海南省中小企

业用工对接服务平台、企事业单位信
息化技术服务平台、农产品产销对接
服务平台、医疗物资捐赠服务平台，帮
助中小企业、农业个体户渡过难关。
作为该活动的配套活动，“南南”联合
发送千万宣传大礼包、“春风行动”南
海人力解忧大行动、海南蓝点线上“脱
困”大行动、海南冬季扶贫农产品产销
对接大行动、公益爱心捐赠活动、微纪
录片征集、“海南抗疫优生活”全民线
上课堂等9个公益活动将陆续推出，

助力海南抗疫保供、复工复产。
南海网、南国都市报将在全民抗

疫期间，履行社会责任，拿出价值
1500多万元的服务资源，免费为中
小企业代言。

南海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将推出线上“春风行动”，为受影响
行业骨干企业免费提供为期一年的
招聘信息发布、人才测评咨询、劳务
派遣咨询等人力资源服务，为求职
者免费提供为期半年的就业咨询服

务等人力资源服务。
此外，海南蓝点计算机网络工程

有限公司推出线上“脱困”大行动，为
防疫单位免费提供远程移动办公、防
疫热成像测温、健康打卡等专业的信
息化咨询服务。

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海南爱心
扶贫网联合发起的海南冬季扶贫农
产品产销对接大行动已先期启动，截
至2月16日，已促成全省793.2万斤
瓜果菜销售成功。

“公益海南2020一号行动”启动
为中小企业及农业个体户提供人力资源、农产品销售、信息发布等服务

海口琼山15个基地
复种蔬菜2200亩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伦）为了保障疫情期
间蔬菜的正常供应，近日，海口市琼
山区有关部门组织发动15个蔬菜种
植基地复种。截至2月15日，已复种
蔬菜2200亩，品种有小白菜、生菜、菜
心等。

2月15日，在琼山区凤翔街道石
塔村的一个常年瓜菜种植基地里，复
产的农户们正戴着口罩、拿着锄头在
菜田里翻地、松土，准备在这片采摘完
毕的菜地上种上新一批菜苗。这样的
情景，也在琼山区其他蔬菜种植基地
上演。

“结合蔬菜种植基地实际用工情
况，一方面积极联系外地农户返回蔬
菜种植基地复工，一方面让蔬菜种植
基地附近的农户及时投入生产，并通
过发放化肥等物化补贴的方式，提升
种植户的生产积极性。”琼山区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王和浩介绍说，在复产的
同时，他们协调蔬菜种植基地给在田
间劳作的农户优先提供口罩，抓好生
产过程中的防疫工作。

“公益海南2020一号行动”倡议书

购买口罩、酒精等防疫物品问题

共410件
增长82.22%

反映人员出行未佩戴口罩问题

共59件
增长63.89%

供销社帮忙找买家

临高脱贫户2万斤
辣椒售出

本报临城2月16日电（记者张
惠宁 特约记者刘彬宇）2月15日，在
临高县临城镇调俗洋辣椒种植基
地，临高县供销社旗下企业海南临供
农产品运销有限公司联合安徽瓜菜收
购商，收购了脱贫户陈岳种植的2万
斤辣椒。

陈岳曾是临城镇仙还村龙堂村
民小组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种
植瓜菜已脱贫。去年，陈岳和朋友
合伙投资将原先自己种植的 20 亩
辣椒增加到了80亩。受疫情影响，
前段时间来临高收购辣椒的客商骤
减，他看着地里的辣椒长得很好却
没人来收，非常着急。

得知陈岳种的辣椒销售遇到难
题，临高供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谢茂生在网上呼吁采购商、批发商
前往采购。临高县供销社看到这个消
息后，联系安徽的收购商吴怀昌先生，
帮陈岳将2万斤的辣椒销往安徽合肥
市场。

抓 生 产

助 销 售

制图/张昕

◀上接A01版
沈亚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1月25日起，

社区党支部40多名党员便全体出动，摸排辖区内
的人员流动情况。镇南社区1700多户居民，沈亚
辉全部都登门核查过，他说，“这项工作是实时变
动的，就怕漏掉从疫区过来的人。”

“您好，出门吗？麻烦出示通行证，另外再登
记一下姓名及体温。”在万宁市万城镇弗拉明戈屿
海小区，每一位进出小区的住户都要测量体温及
登记后才放行。

“小区内住着200余户居民，按照市里的规
定，实行封闭式管理。”弗拉明戈屿海小区临时党
支部书记、疫情防控工作小组组长黄学文说，“小
区内每个人进出都要经过层层检查，而且每户只
能隔天或多天出1人。另外小区内所有公共区域
也日常开展消杀，由专人消毒灭菌。”

目前，万宁对全市各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全
市各镇（区）设置了994个防控卡点，党员干部一
线值守，24小时严防死守。

拓销售渠道
线上线下齐发力

2月15日15时许，在万宁市龙滚镇多格村一
片菠萝种植园里，一场在线促销菠萝的淘宝村播
直播正在进行。

“万宁菠萝水分多，非常好吃，大家可以放心
购买！”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在连线商家“海南胖
瘦兄弟”，通过镜头推介万宁菠萝。短短20多分
钟内，直播间人气达到30万人次，在线售出1万
余斤菠萝。

这是万宁在抗“疫”期间开拓农产品销售途径
的举措之一。“从我带头，万宁市把疫情防控、保民
生、推进复工复产的第一责任，落实到各级党组织
书记身上。”贺敬平表示。

“青瓜5斤、白菜5斤、土豆2斤”……每天上午，
在万宁市东澳镇副镇长章小晖的手机上，一条条瓜
果蔬菜的采购信息从各个物业小区负责人处传来。

章小晖说，出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很多居
民不便外出买菜，而另一方面很多菜农瓜农家的
果蔬熟了，缺乏销售渠道，“因此我们主动对接全
市各大小区物业，收集需求后送瓜果上门，促成

‘零接触’交易。”
瓜果蔬菜送上门，小区居民也喜笑颜开。“水

果蔬菜都是刚需，自从瓜果菜送货上门后，我们几
乎不用出去买菜。”东澳镇神州半岛上某小区住户
张女士说。

万宁市还结合近期瓜菜集中上市推出运销补
贴、务工补贴，开通绿色通道保障瓜果菜运输车辆
通行顺畅。2月13日，万宁市出岛瓜菜达到1011
吨，实现大幅增长。

有序谋复工
战“疫”生产两不误

进门量体温、口罩不离身、人员不聚集……近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万宁时代峯璟项目等已开
工的重点项目工地时发现，这些项目工地均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项目工期紧张，工人健康也同样重要。”万宁
时代峯璟项目负责人潘雷说，每天工人上岗前测体
温，施工全程不允许聚集，不允许摘下口罩，“工人
下工后，还将多次对工地主要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当前，根据万宁市委、市政府要求，各个重点
项目坚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才能谋划复工复产。

“目前已有3个重点项目已进入施工阶段。”万
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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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
须有独立员工宿舍，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并满足其他
疫情防控要求才能通过复工申请。”该负责人说。

为满足企业复产复工的用工需求，万宁市将
通过举办大型线上招聘会，在全市范围内通过搭
建网上供需对接平台，让用工单位和求职群体实
现“零接触”对接。 （本报万城2月16日电）

从严从细抓防疫
有序复工保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