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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复工复产

本报海口2月17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郭卫华 姚其欣）2月17日，
海口市民吴月琴一大早就赶着去给爱
车加油。“本来昨晚车就要没油了，看到
油价17日下调的新闻后，决定再等一
个晚上。刚加了40升汽油，省了40多
块钱哩。”吴月琴开心地说。

原来，为了给复工复产提供保障，
我省积极落实交通运输部相关通知精
神，从2月17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
作结束，免收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由
于我省实行“一脚油门踩到底”，汽车通
行附加费算在油价里，所以从2月17日
零时起至疫情结束之日止，我省汽油零
售企业汽油销售价格下调1.05元/升。
当天，这条消息在海南日报新媒体等平
台发布后，许多网民为这项优惠政策的
出台叫好。

企业复产复工，要素保障是关键。
2月16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相关通

知就强调，要全力组织省级重点项目工
业企业及时复工复产。确保煤、电、油、
气、通信、供水正常运行，强化生产生活
服务保障。

海南欣龙无纺股份有限公司是我
省唯一从事防护服和口罩生产所需重
要原材料的生产企业，对电力需求也非
常迫切。“作为原材料生产厂家，我们复
工后人员增加了一倍，24小时轮班，产
量实现翻番，这也要感谢澄迈供电局为
我们提供了全天候供电保障。”海南欣
龙无纺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动力部部长
赵春馥说。

临高县博厚镇海南高展农业有限
公司1600亩南瓜种植基地的电路开关
突然出现故障，尽管不属于临高供电局
运维职责范围，但为了保障企业生产用
电，该局还是毅然出手帮忙，经过3个
小时的带电作业，线路故障被全面消
除。

该基地负责人王宗期说，基地种植
的南瓜正处于长果阶段，4000吨南瓜
下个月就能推向市场；如果因为停电不
能浇水，损失就太大了。“感谢供电局给
我们企业带来的方便。”

据悉，疫情防控期间，海南电网公
司实行“欠费不停电”等6项举措，保障
客户用电需求。省内受疫情影响生产
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和旅游企业可向
属地供电单位申请缓缴电费3个月,且
免收欠缴电费违约金，化解企业特别是
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

企业复产复工，供气供能当然不可
或缺。自疫情发生以来，中海石油气电
集团海南地区下属的5家天然气企业
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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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目前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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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满足我省企业项目复
工用气需求。

交通运输是生产资料流通的“生
命线”，对企业复产复工十分重要。疫
情发生后，省交通运输厅紧急印发了
一系列文件通知，明确我省冬种瓜菜、
防疫物资等的运输享受绿色通道政
策，特别是对疫情防控期间调配的口
罩、消毒液等应急物资提供优先交通
运输保障。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李志强表示，
目前该厅正在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复工复产的部署，结合实际逐步有序
恢复公路客运服务。在市县际客运班
线恢复正常前，从2月3日开始，已由海
汽集团负责推行省内“点对点”包车客
运服务，保障企事业单位、院校等单位
和农民工、学生等群体省内出行需求。

我省多举措强化生产生活要素保障

气电交通齐跟上 复工复产马力足

本报海口2月 17日讯 （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王瑞杰）海南日报记者 2月
17日从省交通工程建设局了解到，我省
正加快推进省重点交通项目复工工
作。其中，环岛旅游公路博鳌段已恢复
施工，将确保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前建成通车。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按照省
交通运输厅要求，省交通工程建设局于2
月16日在海口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安
排省重点公路项目疫情防控和复工事宜。

据悉，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将在抓好
疫情防控的提前下，动员省重点公路项
目建设单位抓紧做好复工方案报批工
作，加快复工。省重点公路项目各建设
单位正积极准备原材料，并根据实际情况
优化项目施工组织计划。省交通工程建

设局将着力保证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
高速、儋州至白沙高速、环岛旅游公路博
鳌段建设进度，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项目
建设任务。

据了解，作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重要
保障项目的环岛旅游公路博鳌段已于2
月 12日恢复施工，正有条不紊推进建
设。海口绕城公路美兰机场至演丰段项
目复工方案已经省交通运输厅同意，省交
通工程建设局正和沿线乡镇政府沟通审
定复工方案并做好现场防疫检查。

此外，“县县通”高速的标志性工程五
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儋州至白沙高
速等项目复工方案正在报审中。其他省
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单位也在抓紧报送复
工方案，协调解决人力、材料、机械等问
题，为复工做好准备。

我省重点公路项目建设紧抓进度

环岛旅游公路博鳌段已复工

本报金江2月 17日电 （记者余小
艳）刷外墙、贴地砖、焊钢架……2月17
日17时许，天气微凉，位于澄迈县老城镇
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外国语学校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火热施工景象。70
多名工人戴着口罩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

“看，这些内部装饰架是前两天来的电
焊工人加紧装好的，今天又来了15名木工，
都是本地人。”项目负责人张大军一边监督
施工进度，一边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春
节前，该项目施工至1月20日（农历腊月二
十六）才停工，原定今年元宵节开工，但受
疫情影响，不少春节回乡的工人没办法如
期返回。眼看复工将受影响，在当地政府
支持下，施工单位近日面向本地招聘水电
工、电焊工、木工等工种的工人。截至目
前，已经招收30余名本地农民工。

张大军介绍，为了赶项目进度，施工
单位利用自身资源，通过长期合作的技术
班组，招收了40余名春节假期未出岛的外

地技术工人。2月1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
附属海南外国语学校顺利复工。

“我昨天到岗，用餐在食堂领盒饭，
拿回来吃，不扎堆，感觉比较安心。”来自
海口的木工赵银华说，为确保安全，施工
单位还提供了住宿，减少工人与外来人
员接触。

“学校主体建筑已封顶，剩下内外装
饰未完成，计划今年8月底竣工，争取秋
季学校能顺利开学。”张大军说，目前，施
工单位还在继续招收工人，储备防疫物
资，为接下来的施工做准备。

据介绍，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外
国语学校是我省“一市（县）两校一园”优
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的项目之一。该项
目位于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总投资约9
亿元，规划占地 250亩，规划办学规模
100个班级，可容纳学生约3000名，将建
成一所含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
及国际教育在内的全日制寄宿学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外国语学校项目复工

30余名农民工家门口就业

本报海口2月17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园区现在复工的企业
有多少家？园区防疫方面还有没有什
么困难？”2月17日上午，在海口市龙华
区滨海大道滨海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
海口市龙华区企业复工复产服务专员
再一次上门办公，指导和帮助企业解决
复工复产中遇到的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有
关部门了解到，为有序推进辖区项目、
企业和商场及“六小门店”（小超市、小
美容美发店、小旅店、小餐饮店、小药
店、小五金店）等逐步复工复产，连日

来该区采取设立复工复产服务专员岗
位、一线指导开展防疫、对接开展用工
服务等措施，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
航。截至2月16日，该区有复工意愿
在建项目110个，已办理完成复工备
案在建项目 33 个；大型贸易类企业
已复产 20家，工业类企业已复产 28
家；“六小门店”共有855家店铺正常
营业。

连日来，为做好辖区重点项目、企
业、商场超市以及“六小门店”等复工复
产工作，龙华区30多名挂点干部“变
身”企业复工复产服务专员，由责任区

领导带队开展相关企业跟踪服务工作，
一企一策帮助企业解难题。

针对全区在建项目，龙华区建立
了“住建部门管质量安全、疾控部门管
防疫、镇（街道）和村（居）管人员”的联
防联控体系，共同保障在建项目有序
复工。走访中，不少企业反馈施工人
员返岗难度大。对此，龙华区协调相
关部门帮助企业招录本省员工，缓解
企业当下工人紧缺的问题；并帮助企
业联系酒店，解决返琼人员自我隔离
观察场所不足的问题；各镇（街道）和
村（居）协调封闭管理的村庄、小区，保

障返岗人员顺利入村、进小区，解决返
岗人员租房居住的问题。此外，龙华
区将在建项目办理复工申请手续所需
资料直接送到工地，并指导工地负责
人按要求申报。

为有序引导“六小门店”恢复营业，
连日来龙华区派出11个工作组，检查
督促辖区建成区沿街“六小门店”采取

“开门不进门”的方式有序经营。
下一步，龙华区将继续加大辖区复

工复产企业（项目）服务力度，指导企业
做好复工复产前的准备工作及复产期
间的疫情防护工作。

海口龙华区30名挂点干部“变身”复工复产服务专员

服务专员上门 一企一策帮扶

本报海口2月 17日讯 （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2月 17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南渡江引
水工程总承包项目部获悉，从今年春节
至今，南渡江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一手抓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手抓工程建设中
的中部输水隧洞施工，做到疫情防控和
工程建设“两不误”。

中部输水隧洞是南渡江引水工程的
关键线路。今年春节期间，南渡江引水工
程总承包项目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安排隧洞各洞段施工组不休息，加班加点
抢进度。受疫情影响，物资采购和人员进
出困难。但这并没有让施工停滞，该工程
项目部协调人员对材料采购、混凝土罐车

出入采取稳妥的管控方式，及时处理隧洞
出现的塌方、涌水等情况，确保各洞段施
工顺利推进。

南渡江引水工程总承包项目部积
极落实疫情防控要求，除采购人员外，
严禁各洞段人员外出，并坚持每天监测
员工体温，安排工人分开就餐，同时对
住地、食堂等位置进行消毒杀菌。

为全面打开施工局面，该项目部正在
积极联系各专业分包商及作业人员及时
返岗，同时准备好自我隔离空间，在达到
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
截至目前，南渡江引水工程的中部输水隧
洞开挖平均日进尺达到8米，还差900米
左右就可全线贯通。

南渡江引水工程今年春节至今施工“不停歇”

一寸一尺向前掘 争分夺秒赶进度

时时时评评评

2月16日，在三亚市东岸村棚户区改造安置区建设项目工地，施工人员带着口罩在进行基础施工。
据介绍，三亚市东岸村棚户区改造安置区建设项目由安置房、幼儿园、村民活动中心等共18栋楼组成，总建筑面积约

51.4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工地每天都有施工人员返岗复工。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忙而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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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疫情防控战，有序实现复工复产，夺取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是当前我们的重要任务。疫情背景下，企
业复工复产面临不小的困难，需要政府出台政策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同时，企业自身亦应主动作为，用信心迎接挑战，靠
创新抓住机遇，以发展赢得未来。

信心是战胜疫情最好的“药方”，对社会公众如此，对企业
亦是如此。越是受到疫情影响，越要坚定信心。因为困难面
前，信心就是支柱，是企业稳复工、稳经营、稳人心的精神资
本。我们应认识到，疫情终究会被战胜，经济向好的态势是长
期的。因为，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势，有全国人民的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风雨过后
即见彩虹！我们坚信，夺取双胜利的大势不可逆转。

我们有信心，还因为我省为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有
力的政策扶持。近日，针对复工复产中存在的物资紧缺、招工
难、物流运输难、融资难等问题，省政府出台8条措施支持中小
企业渡过难关，还特别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企业出台
了6条帮扶措施。同时，我省各市县也出台了许多干货满满的
扶持政策，社会应急体系建设也带来很多商机，这些都是中小
微企业重振信心的底气。

“危”中有“机”。企业应该认识到，特殊时期也给市场主
体带来了冷静校准高质量发展“罗盘”的契机，企业要有从

“危”中找“机”的智慧。疫情危机中，有条件的企业不妨在“应
急”的同时谋求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企业要从现在开
始，积极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尝试线上线下业务的融合，更加
精准地把握社会需求变化，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热点。总
之，疫情危机的倒逼，孕育着新的发展机会。能否破茧成蝶，
关键就看企业的努力、创新程度。如何把握海南正在和将要
释放出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消费需求，应当成为广大企
业亟需破解的重要课题。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企业是夺取疫情防
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的重要生力军。坚定信
心、把握机遇、创新发展，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过程中，企业应
不断加快与社会发展需求融合，为全社会抗击疫情、健康运
行、充满活力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撑。

洋浦9举措支持航运企业复工复产
为重点物资开绿色通道、船舶即停即检

1.为运输疫情防控、生产生活等重点物资的船舶开通服务绿色通道，
优先安排进出港，允许先进港再补办审批手续；提高审批效率，船舶登记
等业务在已对外承诺缩减办结时限的基础上，再次缩减办理时间50%。

2.推行网上政务快速办理举措，提供免费证书邮寄服务，确保服务对
象办理业务“不跑一次”。

3.港口建设费现场缴纳困难的服务对象，可通过电话等方式申报缴
费信息，先登记后补缴。

4.启用移动执法终端设备，全天候办理船舶进出港业务，确保船舶即
停即检、即到即办。

5.对复工重点水工作业项目许可开辟特别通道，即申即办。

6.通过远程视频、系统查询、电话问询、电子巡航
等方式，优化危险品船舶分级管理,提高通关效率。

7.将之前的LNG船舶航前会改为视频会，派出
海巡船为重点船舶护航警戒。

8.建立辖区在港锚泊船舶及港航单位微信群，发
布海上天气预警、商渔船防碰撞等提示信息。

9.主动收集船舶航行动态，及时了解船上安全状
况和船员健康状况，对船员有就医需求的，协调当地
相关部门提供就医便利；为港内停泊船舶提供或协
助提供物资补给服务。

本报洋浦2月17日电（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吕东星）2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洋浦海事局了解到，该局近日推出9项特别服务举措，支持航运企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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