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05
2020年2月2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苏庆明 美编：张昕本省新闻

破解用工难

本报五指山2月20日电（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吴涛）2月20日上午，
五指山市通什镇便民服务中心门前好
不热闹，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正
在为省重点项目复工复产开展定向招
工，吸引了附近农民工前来应聘。

“真是太好了，正愁没工干，没想
到工作会自己找上门来。”五指山市
毛道乡毛枝村空中村民小组村民黄
洪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是个钢
筋工，这些日子因为疫情影响，不能
到内地去打工，这下好了，国企到镇
上来招工，还有政府做介绍，心里很
踏实。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海南控股
在前期摸排五指山市、定安县两地未
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后，主动与
当地政府对接，按照省重点项目建设
进度需要和用工需求，组织下属项目
用工单位深入两地乡镇进行现场招
工，实现精准定向招工，保障省重点项
目复工复产。

据悉，海南控股党委对此次招工
高度重视，统筹组织了旗下9个省重
点建设项目的建设方，按照项目施工
进度对17类工种在五指山市和定安

县同步进行分批次、分类别定向招工，
积极补充劳务用工缺口，稳步推进项
目陆续开工复工。

据了解，海南控股2020年计划投
资项目49个，并承担了10多个省重
点项目建设工作，计划投资额超过70
亿元，其中省委党校新校区建设项目、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等疫情期间未停
工，省图书馆二期、嘉积大坝等项目已
复工，其他多个项目也在积极计划复
工，对用工需求较大。

同时，海南控股旗下海控能源、莺
歌海盐场及鹿回头旅业等3家保障型
企业均保持疫情期间不停工，其中海
控能源水电站正常运行；莺歌海盐场
则响应省工信厅保障盐市场供应要
求，持续保持原盐生产不停工，并于2
月5日恢复一条小包装盐生产线作
业；鹿回头旅业下属三家酒店均正常
营业。

海南控股负责人表示，此次招工
将持续一段时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2月21日公司将安排专车接
送第一批新招录的工人直接去用工地
点。“我们将努力解决招工难问题，保
障省重点项目复工复产。”

海南控股定向招工推进省重点项目复工复产

工作送上门 专车接你来

海南控股重点项目五指山市通什镇定向招工现场，农民工报名踊跃。通讯员 吴涛 摄

全力做好“一抗三保”

■ 本报记者 邓钰

“农场公司保底收购，销路不愁，我们心里有
底。”2月20日，在位于定安县黄竹镇的海南农垦
南金农场有限公司的标准化菠萝蜜种植基地内，
粗壮的菠萝蜜树连片生长，树枝上满挂饱满馥郁
的果实。农户朱海安戴着口罩，拿着工具在田间
忙着采收菠萝蜜。

时下正是芒果、菠萝蜜等热带水果成熟挂果的
季节。往年此时，都有省内外客商云集黄竹镇收购
鲜果。然而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果价一路
下跌，暂无客商上门收购，大量热带水果销路不畅。

好在农户们的困扰受到了关注。南金农场公
司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推进复工复
产工作。其中，以保底价收购农户热带水果，有序
开展精深加工成为一大工作重点。

“为了保护种植户利益，我们在多年的产业发
展探索中，制定了保底价收购制度。”南金农场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庆介绍，自2017年开始，
该公司便规定在菠萝蜜市场价过低或无人收购情
况下，以每斤不低于1元的保护价进行收购，芒果
等热带水果不低于成本价进行收购，以此保护职
工利益，提升职工积极性，助推产业良性发展。

连日来，南金农场公司派出专业团队到田头
开展鲜果收购工作，截至20日，已收购芒果等热
带水果150吨。

“鲜果收购后，我们在工厂对其进行精深加
工，延长果品保质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
值。”李国庆介绍，南金农场公司与本地企业共同
建立了鲜果精深加工公司，建立标准化加工车间，
制作果粒、果干、果浆和果酱等多元产品。

在加工车间内，南金农场公司职工身着无菌
工作服，戴着手套和口罩，有条不紊地处理菠萝蜜
果肉。“菠萝蜜经过切割、分装、消毒后，再进入微
冻、速冻生产线进行深加工。”加工厂生产车间管
理人员周丽娣说。

“加工后，所有产品可存放一年以上。”周丽娣
说，更重要的是，本地加工拓宽了芒果、菠萝蜜等鲜
果销售、利用的渠道，在收购价格走低或果品卖相
不好时，可借由加工厂回收托底，保障农户利益。

“产品多样化后，市场销路也进一步扩宽。早
在今年开春，就有不少企业来和我们洽谈合作。”
李国庆说，过去公司只能将鲜果卖给收购商，如今
各类旅游景区和食品加工企业也成为南金的采购
商。“果干、果酱是人气十足的旅游伴手礼，果浆是
制作各类饮品的绝佳原料，果粒能成为月饼、冰淇
淋等食品的原材料。”

据统计，目前，南金农场公司已收到来自上海
和无锡的企业共计4000吨的果浆、果粒加工订
单，现已加工100吨。 （本报定城2月20日电）

对农户水果产品，海垦南金农场公司
既有保底价收购，又有加工厂回收托底

“双保险”护农
发力正当时

本报屯城2月20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林
小丹）2月20日上午，屯昌县枫木镇枫木洋苦瓜
种植基地里的村民戴着口罩，正在基地采摘苦
瓜。“虽然还没到丰产期，但是今天能采卖300斤，
很不错。”枫木镇石岭坡村村民王孙学说。

近日，枫木镇种植户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做
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及时采收苦瓜。

枫木镇农村乡道上，不少村民正等着收购商来
收购苦瓜。“今年为了配合防疫需要，不再是瓜农们
扎堆式地向集中收购点送，而是我们收购商来家家
户户地头收。”正在忙着装车的本地收购商王存积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据了解，往年当地苦瓜收购价较
好，由于今年受疫情影响，许多较大的收购商还未进
岛，但是年前许多苦瓜合作社都接到了订单，过几天
就到丰产期，瓜农们依然对价格很有信心。

2月20日收购价2.8元/斤。今年种植了3亩
苦瓜的王孙学，当天卖苦瓜收入近千元。“过几天
就进入丰产期了，每天能摘400多斤，收入更多。
随着复工生产部门越来越多，很多老板都来了，我
们的收购价格也会上涨。”王孙学说。

复工复产有序，屯昌瓜农信心足

收购不停歇 苦瓜依然“甜”

本报三亚2月20日电（记者林诗
婷）三亚紧抓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工作
也在有序推进。针对疫情期间农民工
的就业难题，海南日报记者2月18日从
三亚市天涯区获悉，该区人社局积极开
展返乡农民工群体疫情防控宣传及排
查工作，联动社会各界提供就业和线上
咨询服务，多举措保障农民工就业。截
至目前，已有30余家企业面向农民工
群体发布岗位共计325个。

疫情期间，针对农民工集中返乡人
数较多、流动性较强的特点，天涯区组
织该区45个村（居）开展返乡农民工群
体疫情防控宣传，推进疫情防控排查工
作，加强农民工群体的疫情监测，准确
收集掌握辖区内返乡农民工疫情信息。

同时，为进一步保障农民工权益，推
动复工复产工作，天涯区及时跟踪重点
建设项目用工需求情况，并积极联动用
工单位，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合理提供公
共就业服务，发布网上招聘信息，提供线
上咨询服务。截至目前，已有30余家企
业积极参与，提供岗位325个；已采集并
发布6个建设项目用工需求，涉及木工、
钢筋工、泥工等岗位215个。

三亚天涯区积极保障农民工就业

30多家企业共发布
325个招工岗位

琼中茶企不误农时

及时采收春茶保品质
本报营根2月20日电（记者李梦瑶 特约记

者 秦海灵）2月20日清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加钗农场新伟茶厂的茶园里一派繁忙，茶农们彼
此之间相距数十米远，戴着口罩，背着竹篓，双手
翻飞间一片片清香稚嫩的芽尖落入篮中。

上市早一直是新伟春茶的优势。“然而受疫情
影响，再加上前段时间琼中雨水天气频繁，一定程
度上打乱了茶厂的茶叶采摘生产节奏。”新伟茶厂
厂长覃建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春茶既保留了为
越冬而储备的养分，又吮吸了新春雨露，正是其最
肥嫩多汁的时候，如果不能及时采摘，对其品质和
价格都有影响。

时机不等人。春节过后，新伟农场明确茶叶
采摘人员疫情防控注意事项，第一时间有序复工
复产。“农场茶园一直是承包采摘制，每户茶农
负责各自承包区域的采摘工作，有效减少了人员
聚集。”

“我们的春茶从去年11月份便冒了新绿，现在
采摘的已经是第5批。”覃建生介绍，在加强疫情防
控工作之余，新伟农场抓好春茶生产，目前茶园开采
面积达700余亩，每天可采摘茶青300公斤，数量较
往年同期还略有增长。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快递行业
与往日有别。2月20日，海南日报记
者走访了海口市部分快递网点，发现
大多网点的员工到岗率过半，有的甚
至达100%。在业务量方面，与往年
同期相比，个人快递业务量明显下
降，助农、扶贫的农副产品快递业务
量则激增。

多举措助快递员返岗

“目前我们网点的30多位快递
员已经全部到岗。”海口市龙华区金
垦路顺丰速运营业点负责人陈朝杰
告诉记者，大年初一至初七，该网点
共有7位快递员在岗值守，“从2月1
日正月初八起，快递员们就逐渐复
工。”

据海南圆通速递管委会执行会
长陈国豪介绍，海口市圆通速递的快
递员在大年初三（1月27日）就已陆
续返岗，“全市1000多名快递员中，

目前70%已复工。”
“我们的快递员中，本地人占多

数。”陈国豪表示，尽管市县间的客车
停运，但受益于该企业四通八达的运
输系统，快递员可随着每天在海口和
省内各市县往返的快递网络车线返
回海口。“我们为员工提供了工作证
明，并和属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保
证愿意返岗的员工都能顺利回到岗
位。”

“有些快递员的家属担心疫情，
不愿意让员工返岗，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会通过电话向家属详细说明我
们的防护措施，让家属放心。”陈朝杰
说道。

严格实行防疫措施

疫情形势下，大量员工返岗，公
司如何为快递员“护体”？

“我们网点每天上班前要对每位
员工进行测温，体温在37.3℃以下的
员工方可正常上班。”陈朝杰说，眼
下，口罩、护目镜、手套等防护物品已

经成了该网点每位快递员的工作标
配，“口罩每4小时一换，手套每周一
换。”

陈朝杰带着记者在仓库和箱
车前转了一圈：“我们每天对仓
库、箱车等场地消毒至少两次，每
个快递件也都会用消毒液喷洒消
毒。除此之外，我们的快递件在
运输途中的每一个转运点都会再
消毒一遍。”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鲜大世界
西门旁的圆通速递网点每天也重复
着几乎同样的防护步骤。“我们的场
地每天消毒4次，运输车辆只要驾驶
过，就会立即消毒。”该网点负责人姚
军宁说道。

员工就餐是过去最容易让人员
聚集的环节之一。为此，顺丰速运
金垦路营业点通过外卖订餐和员
工分餐的形式避免聚集。而圆通
速递海鲜大世界网点的员工则自
带午饭，“由于人数不多，大家轮流
上餐桌，也能吃上热乎饭。”姚军宁
介绍。

农产品快递量明显提升

记者获悉，虽然大部分快递员已
返岗，但快递件的数量和构成均与往
年同期变化较大。

“由于很多单位还没有复工，目
前的个人寄件量有所减少，每天八九
百票，但同时农户扶贫项目的寄件量
较多，每天1000多票，因此，总量而
言，近期的业务量与年前基本持平，
但与去年同期比则增加不少。”陈朝
杰推测，这或许与行业内其他公司快
递员尚未完全复工有关。

与陈朝杰的网点相似，陈国豪经统
计分析发现，海口市圆通速递的快递件
也呈现同样的变化。“派件量恢复到了平
时的40%-50%，个人收件量却不到平
时的10%，但农副产品的业务量突增。”

陈国豪说：“眼下，许多农户的蔬
菜瓜果都积压在地里，我们通过和政
府、电商合作，通过专线服务为农户
解决积压难题，因此这部分的快递量
比平时大约多了3倍。”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

本报记者探访复工后的海口快递业

快递员到岗过半 农产品业务激增

当北方的天空中还带着几分寒
意，春天的生机与活力已在海南岛上
渐渐显现。暂停的网约车又开始了
运营，忙碌的快递小哥又多了起来，
不少工地上又矗立起高高的塔机，越
来越多的务工者开始继续为生活奔
波、为梦想奋斗。

有序复工复产，不仅关系经济社
会发展形势，更和每一个普普通通务
工者、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息息相关。
随着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海南正
加快实施分区分级管理，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精准服务、
扎实推进复工复产。各行业务工者，

告诉你一些好消息。你曾经在那里
挥汗如雨的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二期扩建项目已顺利
复工，你曾经在那里驾驶车辆运送土
方的洋浦百万吨乙烯项目建设工地在
继续施工，你曾经在柜台前微笑服务的
三亚国际免税城也已恢复营业。一批
重点项目、重点园区、重点行业的有序
复工复产，不仅有利于支撑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良好形势，还能够提供更多就
业机会，让每一位岛内外务工者能够在
自己的劳动中收获生活的充实。

复工复产的确是一件急事儿。
为了把这件急事儿办好，省委省政府

除了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还为广大务工人员重
返岗位创造有利条件。比如，刚刚上
线的全省健康一码通系统，能够实现
返工返岗人员的分类管理，让更多符
合条件的务工者更早更快回到工作
岗位。近日我省出台的《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农民工到省重点项目、重
点工程务工的十条措施》，提出结合
实际为外出农民工提供免费包车服
务，解决返工交通困难；提出为企业
提供必要的疫情防控物资，加强劳动
保护等，就是要保障人员返工的便利
性、施工管理的规范性和防控措施的

严密性，都是为了给务工人员返工返
岗提供更大方便、消除后顾之忧。

来吧，我们一起复工。还是那个
熟悉的岗位，我们期待着那个熟悉的
你。记不得有多少天，没有在清晨看
到你们结对而去为一天的酬劳开始忙
碌；记不得有多少次路过在建的高楼，
没有听到你敲打钢筋和混凝土发出的
有力又有节拍的声音；记不得有多少
个傍晚，没有和敞开了衣襟身上还沾
着一些灰尘的你擦肩而过……相隔的
时间似乎并不长，但缺少了劳动的日
子显得是那么漫长。春天已经开始，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来吧，欢迎

每一个返工返岗的你，正是你们，赋予
发展以强劲的动力，赋予社会以高效
的运转，赋予梦想以坚实的支撑。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梦想，一片土
地也有这片土地的梦想。这片土地
的梦想缺少不了你的梦想。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春风正在把这片土地唤
醒。此刻，无论你已重新战斗在工作
岗位上，还是正规划着返工返岗的行
程，你们是一如既往的海南建设者，
是与海南一同成长的天涯追梦人。
来吧，让我们一起复工，用汗水浇灌
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让梦想照亮
前方！

欢迎！返岗复工的你
■ 李豪杰

时时时评评评

本报三亚2月20日电（记者周
月光）疫情防控要与时间赛跑，复工复
产也要与时间赛跑。在做好疫情防控
前提下，三亚市政府打破常规，推出多
项复工复产措施，全市重点项目工地
纷纷动起来。

今年29岁的伍国贤是一名电工，
老家在四川省仁寿县，于2月10日返
回三亚。2月19日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他已经在三亚棚户区改造
项目月川工地工作5天，把项目临时
用电线路全部检修好，为全面复工做
好了用电准备。

“我们一起来的有4个人，那天一
下飞机，工地就安排车把我们接到一家
酒店住了3天，有医护人员给我们免费
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我们一切正常，
2月15日我们就返回工地干活。”伍国贤
说，虽然已经干活，但防控措施一点没放
松，现在工人还不多，每个人住一间房，
吃饭都是专人送到门口，大家工作区间
相对封闭，隔离工作两不误。

月川项目现场负责人陈冠文介
绍，返琼工人上岗前，相关部门对他们
近14天内往来史、接触史进行排查；
对离岛返工人员，相关部门组织安排

医学观察，并充分利用三亚日均核酸
检测能力超千份的优势，进行新型冠
状病毒医学检测；同时，施工现场准备
体温枪、口罩、消毒液、药皂、洗手液等
消毒、防护用品，实行全封闭实名制管
理等，确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

三亚市复工复产早谋划抢时间，
从2月5日起陆续推出《三亚市关于
有效应对疫情支持旅游企业发展十条
政策措施》《三亚市冬季瓜果蔬菜产销
扶持政策措施》《三亚市关于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进一步支持中小
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等多项加

快恢复生产的政策。
其中有多项硬核措施，如投资1

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
目，省外一线建筑工人 2月返回复
工，市财政给予项目业主单位每位施
工人员补贴1000元；离岛返工人员
抵达三亚后由项目所在地区政府组
织安排医学观察，由卫生健康部门组
织进行新冠病毒肺炎医学检测；支
持项目先行建设，已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的项目在缴纳完不低于60%土地
出让金的情况下，可持相关缴款单据
先行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一条条
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各行各业迅
速复工复产。

三亚城投集团有69个施工项目，
至2月18日，已经开工36个，节后到
岗工人1471人，其中完成核酸检测返
回工地有391人。

三亚城投集团副总经理蒙朝东
说，作为国有企业，城投集团必须做好
表率走在前面，在确保疫情可控及一
线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用好用足各项
政策，抢时间追进度，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对项目建设的影响。

三亚推出多项有力措施促复工

支持项目先行建设 工人返琼可享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