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结束隔离后陆续上岗，项目施工作业逐步铺开

海口江东新区复工建设忙
复工复产蹲点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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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公交车开始交替发班；商场里，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果园里，四处是忙着采摘的农民；工地上，就近招聘的工人开始上岗……
近日，我省依据新冠肺炎疫情的轻重程度划分为低风险区、中风险区、高风险区三类地区，以不同类别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工作，实现我

省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化防控策略。
2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分赴我省部分低风险区，发现各地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发展，全面落实分区分级防控要求，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努力

实现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

我省部分低风险区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企业复工 门店营业 交通变畅

忙运营 忙采摘 陵水光坡镇武山村，农民正在打包
刚刚采摘的圣女果。 通讯员 胡阳 摄 忙营业 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的元亨商城恢复营

业，一皮具店开门迎客。 通讯员 袁铭辰 摄

分区分级精准施策

琼中部分客运班线恢复运营，公交车
司机为乘客测量体温。通讯员 林学健 摄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曹柳

2月22日下午3时，海口江东新区
阳光明媚，繁忙的施工景象映入眼帘。

测体温、登记健康信息，在海口江
东新区海口哈罗学校项目工地入口处，
安保人员对每一位准备进场的工人进
行检查。在项目建筑内部，工人们正忙
着进行室内装修，戴着口罩，挥舞着铁
锹，汗水布满额头……

“教学楼、宿舍楼里的装修工作已
经全面铺开。”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薛如
冰指着6栋主体结构已经完工的大楼，
高兴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项目已经有
100多人在施工，还有一大批工人隔离
期就快结束。未来几天，该项目施工人
员将逐步增加。

薛如冰介绍，疫情防控期间，海口
哈罗学校建设工期受到一定影响，但是
为了不耽误该校9月开学，项目施工方

正在加大施工力度。依据工作计划，该
校外籍学校室内装修、室外管网及园林
景观施工预计可在6月30日前完成，礼
德学校部分各项建设预计在7月30日
前完成。

在江东新区，忙着复工建设的不只
有海口哈罗学校项目。

在离海口哈罗学校项目不到 1公
里的江东新区起步区路网项目（一期）
工地，几十辆工程车来回穿梭，路基铺
设、土方回填施工正在有条不紊地开
展。“我们各项施工已经全面铺开，目
前项目上已有施工人员 140多人，70
多名外地工人结束隔离后马上就要复
工。”该项目负责人李运魏说。

“张浩，你负责K0至K700米，其他
人依次过来领取施工图纸”“这是你们
班组的，一共900米，千万不要耽误工
期”……彩旗飘展，推土机轰鸣，在江东
大道两侧，绿化施工正在开展，中铁北

京工程局江东大道绿化项目负责人祝
爱军和十几名工人戴着口罩和安全帽
围坐在路边，进行施工部署。

“大多数工人已经结束隔离，这几
天陆续复工了。”祝爱军说，为了加快
江东大道两侧绿化施工，中铁北京工
程局除了在本地招募了一大批工人
外，还提前通知外地工人返岗。外地
工人入岛结束14天的隔离期后，在确
保工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立刻开始
施工。

“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我们
负责的部分预计一个月内就可以完
工。”祝爱军说，江东大道二期 K0 至
K5000米处两侧绿化施工由中铁北京
工程局负责，其他段则由另外两个施工
单位负责。目前，中铁北京工程局江东
大道绿化项目的各个施工班组工人基
本到岗，未来几天将全面铺开作业。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2月22日，在海口市江东大道，施工人员正在路边查看图纸，为复工建设做准备。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三沙
部署工人上岛复工复产

2月22日，在阳光明媚的三沙市永
兴岛上，来自四川广元的余才义夫妇一
早就来到环岛路，给道路两旁刚种不久
的树木施肥。“我们夫妻俩已经在这里工
作四五天了。”余才义说，今年没回四川
老家过年，因为复工复产急需工人，自己
和妻子就在永兴工委的安排下开始做绿
化工作。

3月12日植树节即将到来，按照计
划，永兴工委将种植200棵三角梅，还要
陆续种植1000棵针叶樱桃，建一个针叶
樱桃园。“春节过后，我们就一直在跟树
木公司联系定货，谈价格，现在基本确定
了。”永兴工委社会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徐
伟说。

按照三沙市委、市政府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复工复产工作的指示要求，
这些天，永兴工委一直在谋划着工人上

岛、材料进岛和安排工期等事务，已经

有30多名工人在海南本岛指定地点隔

离，14天隔离期满后身体状况正常就可

以上岛上班。

琼海
商业城开门纳客

2月22日上午，作为我省新冠肺炎

疫情低风险区之一的琼海市，城区嘉积

镇街头的人流渐渐多了起来。

“元亨商城开业了！”在嘉积镇元亨

商业街，关了近一个月的商城重新开业，

让许多市民兴奋不已。

商城一楼已经有80%的铺面开业，

二楼开业的铺面数量也超过60%。商城
入口处，管理人员仍旧没有放松，给每一

位前来购物的顾客测体温，登记信息。
“虽然琼海现在是疫情低风险区，但像商
业城这种人流较多的场所，疫情防控工
作还是不能放松。”

在人民路上的一间理发店内，穿着
红色防护外套的理发师王丽娜正认真给
客人理发。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疫情
期间，没有理发店开门，很多熟悉的老客
已经提前一个星期在微信上和她预约理
发。“现在也主要接受预约，疫情还没有
过去，错开些更安全。”

东方
冬季瓜菜采摘运销忙

2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东方市
四更镇上荣村香薯种植基地看到，戴口
罩的村民正忙着采收香薯。种植户吉安
说：“我家50亩香薯成熟了，市农业部门
牵线搭桥，海南胡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上门收购，解决了销售难题，增强了我们
恢复生产夺丰收的信心。”

海南胡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成镛说：“我们以邮件代发的形式，打
包拉走这些香薯，一天运送6.4万斤，发
往杭州、上海、北京等地。”

眼下是东方市冬季瓜菜采摘高峰
期，东方市制定运销应急补贴及奖励办
法，拓宽线上线下营销渠道，加大农产品
收储力度，多管齐下做好瓜菜产销，推动
农业企业复工复产。目前，该市农产品
日均出岛量达4500吨。

五指山
酒店景区有序开放

2月22日下午，在五指山市福德莱大
酒店，前台工作人员王翔翔正为客人测量
体温，并填写健康表。

酒店负责人吴志国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酒店每日为客人测量两次体温，将餐
食送至客房，减少人员聚集。同时，每日
对电梯、洗手间等公共区域进行多次消
毒，工作人员也要测量体温正常后才能上
岗，以让客人住得安心、舒心。

据悉，2月20日，五指山发布《疫情
防控期间全市旅游文化体育行业恢复营
业的通知》，从当天起，全市宾馆酒店可
正常营业，符合要求的景区自行决定开
业日期。

“景区方面，目前处于恢复营业之前
的自查阶段，将在防疫安全的情况下有
序开放；酒店方面，受疫情影响停业的
60多家宾馆酒店在做好防控的同时，将
逐步恢复营业。”五指山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局长吴清雷介绍。

屯昌
疏通正常交通运输渠道

“让我们的瓜菜出得去，让返工人员
进得来，交通运输畅通是保障复工复产
的重要环节。”2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屯昌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处获
悉，为统筹做好屯昌县疫情防控与交通
运输秩序恢复，保障企事业单位复工复
产和群众生产生活出行，屯昌县定于2
月24日起恢复部分道路客运。

2月24日起，屯昌县逐步恢复所有
公交线路及“微公交”运营，全面恢复该
县巡游出租车运营，运营范围为屯昌县
境内；恢复屯昌至海口、屯昌至海口美兰
机场线路，采取单程运营模式，返程不配
客；恢复屯昌县农村道路客运班线车运
营，视具体情况逐步全面恢复；为满足企
业、农民工团体等一定规模的群体在省
内“点对点”出行需求，开通海汽省内包
车客运业务。

2月22日上午，在该县枫木镇枫木
洋苦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新
鲜的苦瓜，前来收购的瓜菜商正等着将
这批苦瓜运往广州、深圳等地。“只要运
输通道打开，及时复工，我们通过加派车
辆，相信今年收入不会差。”一位来自广
东的苦瓜收购商表示。

陵水
圣女果园里采摘忙

2月22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武山村，圣女果
园里一派忙碌景象。

当天11时许，武山村村民万丽萍忙
着分拣、打包上午刚刚采摘的圣女果。随
后，她的丈夫陈亚和将6大筐圣女果运往
收购点，以每斤3.9元的价格卖给一名来
自安徽的收购商，共计收入2000多元。

陈亚和说，相较半个多月前每斤1
块多的收购价，现在价格有所上涨，给了
他们恢复生产的信心。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春节期间
几乎没有外地客商过来收购。”陵水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杨仁冠介绍，随着各项
助农、助销措施的落实，近日前来陵水收
购圣女果的外地客商逐渐增多。

“这一季全县共种植圣女果约4.2万
亩，如果升温不快估计采摘季还有一两个
月，村民抓住这个时期加强管理和采摘，
可以增加一些收入。”陵水副县长符史锦
介绍，陵水正在积极对接大润发和盒马鲜
生等水果销售平台，并努力做好市场细
分，让陵水圣女果尽可能卖出合理价格。

琼中
部分客运班线恢复运营

2月22日清晨6点，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三月三广场公交站点，一辆红蓝
相间的1路公交车缓缓停靠，打破了街
道连日来的冷清。

“阿婆，须戴口罩并出示身份证才
可以上车。”“昨天看了新闻，早准备好
啦。”反复确认自己的口罩佩戴严实后，
76岁的张阿婆向公交车司机张贻聪出
示身份证并进行体温测量，这才踏入了
车厢。

为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企业复工
复产和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2
月22日上午6时起，琼中开始恢复巡游
出租车、农村客运班线及城乡公交线路
等部分客运运营。

“恢复运营的6条公交线路覆盖了
县城主要交通干线、农贸市场、医院以及
部分居民小区，再加上前几日恢复运营
的琼中县城奔格内便民慢巴，基本保障
了疫情防控形势下县城公共交通的通
畅。”琼中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王铭跃介
绍，2月23日起还将恢复琼中营根镇至
海口的客运往返班线。

白沙
5条“微公交”线路恢复运营

2月21日一早，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牙港“微公交”停车站场，工作人员正在
给每一辆“微公交”进行全方位消毒。在
城区，不时可见一辆辆翠绿色的开放式
微型公交车沿街穿行，每当乘客上车时，
司机总不忘提醒：“在乘车过程中，不能
摘下口罩，请尽量少交谈。”

据了解，目前白沙投入10辆微型公
交车，每日上午7时至下午6时发班，恢
复运营5条线路，分别为：县政府至县中
（白沙县中学）、方亮小区至县中、公务员
小区至县中、碧绿小区至县中、三角路至
县中。

每日发车前，由白沙爱卫办安排专
业消毒人员协同公交公司对车辆全面消
毒，特别是车厢内座椅、投票设备等重点
部位，确保消毒全覆盖、无死角。

公交运营部门人员介绍，每辆“微公
交”的客座率严格控制在50%左右，尽量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洋浦
招收本地工人抢抓项目建设

在两台数十米高的生物质循环流化
床锅炉的前面，两台机械不停地进行土
方作业，10多名工人在工地上忙着搬运
建材。这是2月22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
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奥泛能微网一期工
程项目现场看到的场景。

“我们原计划今年4月份投产，但因
疫情耽误了工期。”洋浦新奥能源发展公
司总经理丰礼说，为抢回延误的工期，公
司安排专车到山东接工人返琼复工，同
时在洋浦规划局的大力支持下，招收了
25名本地工人参与复工，争取7月份实
现项目竣工投产。

据悉，目前该项目主体建筑和设备
安装已完成，土建已经完成80%，配套设
备安装工程完成65%。2月10日，该公
司在做好人员备案、申报、监测、隔离、消
毒等防控工作后，土建工程开始复工。
安装工人还在隔离期，下周可恢复正常
施工。

据了解，洋浦续建及新开工项目
45个，总用工人数4147人，其中一线
工人 3482 人, 目前已返岗人员 904
人，已复工项目5个，其他项目将在近
期分期分批实现工人返岗，逐步恢复
全面施工。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 综合本报
记者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