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04
2020年2月25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刘笑非 美编：陈海冰本省新闻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

本报屯城2月24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林小丹）“既然已开展复
工复产，就要打扫干净我们的家
园。”2月24日，在屯昌县屯城镇吉
安小区附近进行杀菌消毒的环卫工
人张志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据了解，屯昌县相关部门自1月
24日至今，在街道清扫、社区杀菌消
毒等方面严格遵循防疫要求，在完
成清扫任务的同时，还增加对公共
区域进行消毒杀菌的工作。

海南日报记者在屯昌县屯城
镇竹叶山水小区看到，小区环境十
分整洁，垃圾清运车正在积极清运
垃圾，“疫情期间，因为住户都在
家，所以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要比
平时多，我们除了增加清运次数，
也会对垃圾桶集中消毒处理。”正
在清运小区垃圾的市政环卫工作
人员介绍。

据悉，近年来，为了做好屯昌县
城区垃圾收集，该县加大生活垃圾

收集运输体系投入，购置了57辆生
活垃圾移动收集车，每天穿梭在各
大街小巷，使生活垃圾收集实现日
产日清。目前，该县城区主要街道
保洁时间超过18个小时，一般街道
保洁时间超过12个小时。城市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排水
设施完好、畅通，污水暗管（沟）排
放，县城下水道管网覆盖率达
90% ，生 活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率 达
86%。

屯昌防控疫情从街角开始
本报嘉积2月24日电（记者刘

梦晓 实习生陈宋釜）海南日报记者
2月24日从琼海市相关部门获悉，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琼海
连日来扎实推进对重点场所及疫点
的消杀作业，已累计消毒约77.2万
平方米。

据悉，为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传
播，琼海市疾控中心、爱卫办、各镇卫
生院及主要医疗机构，对新冠肺炎患
者家庭、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电梯、楼

道及多个公共场所和疫情留观点等
区域开展消杀工作，保障市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中，琼海市爱
卫办还对皇马假日酒店和金银岛酒
店这2个琼海市政府指定的疫情留
观点，于早、中、晚各进行1次消杀，
消杀面积超过1.68万平方米。

接下来，琼海市将继续按照疫情
防控的相关要求做好消毒消杀工作，
并对重点地方重点区域加大消杀频
率与力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琼海累计消毒约77.2万平方米

本报抱由2月24日电（记者李
艳玫 特约记者林东）穿好工作服，戴
上口罩和手套，背上消毒水……2月
24日上午，乐东黎族自治县志愿者
邢贞正跟随该县爱国卫生运动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对县委办公大楼、乐东

汽车站、第一农贸市场等区域进行大
扫除、大消毒。

连日来，乐东在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力
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自1月25日以
来该县组织防治专业人员对机关单位

办公楼、农贸市场、车站、步行街等人
群聚集公共场所进行消杀180余次。

当天，由爱卫办工作人员、社区
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组成的50多名

“清洁卫士团队”按照分工表，对分工
包干的楼栋、小区及农村公共区域、

卫生死角等开展卫生大清扫和保洁
消毒，同时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
疫情防控宣传，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
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积极配合疫情
防疫工作。

“目前，我们发动8万多人次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共对208个农贸市
场开展整治2600多次，清理沿街随
意售卖宰杀活禽摊点286个，清除卫
生死角 3486 处，清理垃圾 8950 多
吨，清理病媒孳生地613个。”乐东爱
卫办主要负责人介绍。

乐东对人群聚集公共场所开展消杀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助防疫

◀上接A01版
春节期间，全省冬季瓜菜出岛量

大幅下降，各市县“卖难”频发——陵
水黎族自治县4万亩成熟圣女果无人
采收、三亚和乐东等地的豇豆和毛豆
价格暴跌、万宁近3万吨龙滚菠萝成
熟待收……

菜篮子两头连着民生，一头是餐
桌，一头是地头。尽快将海南优质的
瓜果蔬菜卖出去，既能为全国疫情阻
击战提供充足“粮草”，也关系着海南
500多万农民的增收大计。

1月底，海南省政府决定向湖北
抗疫一线捐赠价值1000万元爱心瓜
菜，首批109吨瓜菜2月1日从海口出
发直发武汉，目前海南省组织捐赠湖
北的瓜菜已达1800吨。首善之举激
起全社会爱心涌动，爱心企业、社会组
织、慈善人士纷纷行动，把优质瓜菜送
到抗疫前线。

从根本上破解“卖难”，还得让订
单涌进来、车辆开进来。“抗疫情，保畅
销、保生产、保增收”，海南出台一系列

激励措施，2月底前，运销海南瓜菜补
贴运费，采购达5000吨至1万吨的采
购商可获得20万元至50万元不等的
奖励；鲜活农产品出岛车辆优先装船，
优先办理轮渡手续，优先办理免收车
辆通行附加费手续费。为强化点对点
直供，各市县领导带队，常住驻点城市
开展瓜果菜促销工作。

激励措施快速收效，交易市场恢
复往日繁忙景象。记者20日在澄迈
县永发果蔬交易市场看到，一辆辆农
用车拉来新鲜的豇豆、辣椒，匆忙过
磅、卸货，收购商迅速组织工人预冷、
打包，装上出岛货车。

采购商李肖刚告诉记者，他专做
湖北市场20年了，最近每天都往湖北
发两车瓜菜，尽管前些天受销路不畅、
人工成本上升影响一直亏本，但为了
湖北市场供应和本地农民的利益一直
没停工，最近销售情况正在好转。

党政干部变身“带货达人”
时也，机也。春节后这些天，白沙

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向民村第一书记吴
剑也打了一场“硬仗”：销售渠道断了，
全村13万斤毛薯再耽搁个把月就会
发芽，农民将血本无归。

2月1日，海南爱心扶贫网发起全
民战疫“益”起来产销对接大行动，吴
剑敏锐地抓住机会对接，向海口500
多个小区微信群推荐元门毛薯。订单
接踵而至，他迅速组织村民采挖、运
输，卡车装不下，他就塞满了自家越野
车的后备箱。十几天卖掉10万斤，吴
剑如释重负。

像吴剑这样化身果蔬“推销员”的
干部不在少数。2月13日下午，三亚
市市长阿东通过直播为本地芒果代
言。“龙滚菠萝很好吃，水分多，可以放
开吃。”2月15日下午，万宁市委书记

贺敬平直播20多分钟吸引了30多万
粉丝，售出1万余斤菠萝。

一时间，“卖菜”也成为基层干部
的头等大事。万宁市东澳镇副镇长翁
书波驻点的小区刚解除封楼，他便急
忙去卖西瓜。东澳镇7000多亩西瓜
滞销，他一边在田间摸底统计，一边联
系媒体报道，还利用社区疫情防控网
做起社区直销。2万多斤西瓜很快卖
出，大型商超也找上门来。随着销路
打通，西瓜价格也逐渐回升翻了一番。

买菜、捐菜皆是战“疫”
数百万吨瓜果蔬菜产自海南岛各个

角落，为了化解滞销困境，各地“岛民”也
踊跃参与不愿置身事外：组织社区团购，
发起募捐行动、无偿协助发放、配送……

各种“宅家买菜”服务迅速在海南
各个市县展开，电商服务中心、瓜菜种
植合作社、本地菜农共同行动起来，当

日下单、次日配送，消费者足不出户就
能买到新鲜平价的农产品。

海南省委党校“社区团长”董国华
说，疫情期间“买难”与“卖难”并存，作
为普通市民总想力所能及做点什么。

“响应团购号召，既能帮助邻居们解决
买菜难，又能帮农民卖货，我这个‘团
长’当得挺有成就感！”

2月9日，海南中学高二年级3名
女生发起筹款，募集到11.9万元购买
了两车瓜菜捐赠武汉。发起人之一郑
雯予说：“武汉疫情严重，从网上看到
不少物资供应难的消息，同学们都想
出一份力，作为学生的我们希望通过
买菜、捐菜助力一线抗疫。”

更多捐赠活动正在进行，爱心汇
向抗疫最前线。截至2月20日，仅海
南爱心扶贫网就协助9个企业完成爱
心捐赠，累计捐赠瓜菜67.5万斤。

海南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杜建伟
告诉记者，一车车新鲜瓜果蔬菜驰援，
让前线医疗队队员的三餐伙食得到很
大改善。 （新华社海口2月23日电）

外省抵琼人员一律通过
“健康码”申报管理

◀上接A01版
外省抵琼人员一律在空港和海港等关口测量

体温，并通过“健康一码通”进行健康申报管理。
“绿码”者无需观察，“黄码”者推送到社区进行追
踪管理。

继续强化社区网格化管理，城乡社区网格员对
发热患者100%实行“黄码”管理，即对所有发热门
诊的普通患者、关口检测到的来琼人员发热患者，以
及其他渠道发现的发热患者，一律实行居家或集中
隔离观察，直至症状消失，并经发热门诊医生审核后
解除隔离。切实做好辖区内公共场所消毒管理。

复工复产企业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工作的主
体责任，严格按照《关于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防疫报备，同时督促外省
抵琼复工人员做好健康申报，绿码职工可上岗工
作，黄码职工要严格按照第5条要求做好隔离观
察，确保安全后才能上岗。

省指挥部要求，超市、商场、农贸市场、加油
站、药店、酒店、宾馆等生活服务行业企业在有序
开业经营时，要控制人流、戴口罩、测体温，每天消
毒，强化通风。人员进入超市、商场时，要戴口罩、
测体温，依托“健康一码通”进行管理。

有序恢复出租车、网约车、客运汽车的运营管
理，严格做好公共交通工具和站场的清洁消毒、通
风换气。人员进站时要做好体温监测和“健康一
码通”查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戴口罩。

继续强化宣传引导，要求全省居民注重个人
防护，特别要做好健康码的宣传使用。

农业生产、室外露天工地等作业可全面放开，
公园、广场、露天运动场也可对外开放，但要注意
控制人流密度，人员可不用戴口罩。

“南菜园”海南打响瓜菜产销“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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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到商机
外地人投资百万种地瓜

今年53岁的种植户唐爱平来自
江西，他自 1988 年南下“闯海”打
拼，如今已在海南度过了 32 个年
头。常年在海口从事农业生产和销
售的他是个种植好手。“什么样的土
质适合哪种作物，我都比较了解。”
唐爱平笑着说，三江镇三江居岐山
头村紧邻大海，咸沙地就是种植地
瓜的好地方。

去年年初，唐爱平从朋友那里打
听到美兰三角宁地瓜销路好。同年11
月，他和几名老乡一合计，共同出资
100多万元租了300多亩地，种植美兰
三角宁地瓜。“跟内地地瓜种植时间不
同，美兰三角宁地瓜是在冬季种植
的。”唐爱平说，正是看中这一点，他们
种植的地瓜大部分是往内地销售的。

“把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灌溉设
施投入等算进去，每亩地的成本至少
有3000元。但初步预计每亩产量可
以达到2000斤，以5元每斤计算，产
值可以达到300万元！这次尝试比较
成功，非常值得！”唐爱平说，今年年
景十分有利，三角宁地瓜的长势良
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能丰收。“地
瓜还在地里，已经有客商打电话上门
预订完了，都将销往岛外。

“三角宁地瓜是美兰区的特色农
产品，仅三江镇种植三角宁地瓜的面
积就达500亩。”三江镇农业服务中心
技术人员王海表示，种植三角宁地
瓜，不仅有利于乡村地区产业发展，
也有利于增加村民收入，带动就业和
乡村经济。“我们将继续扶持美兰三
角宁地瓜产业，做大做强三江镇美兰

三角宁地瓜品牌，让更多市民品尝到
来自三江的美兰三角宁地瓜。”

抱团发展 走品牌化之路

“我们现在已经开挖了20多亩，
主要是一些老客户已经等不住了。”
灵山镇新管村党支部书记张世群最
近比较忙。作为本村的致富带头人，
张世群近几年一直在为美兰三角宁
地瓜发展奔波。除了不断扩大销售
渠道外，他还和海口演东三角宁地瓜
专业合作社及种植户合作，抱团做大
做强美兰三角宁地瓜品牌。

在新管村，几名复工村民戴着口
罩，正在清理一座新建好的冷库。这
座冷库由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出资60
万元、海口锦坤专业合作社出资20万
元共同建设，解决了该村和周边乡镇
地瓜冷藏难题。

为做大做强美兰三角宁地瓜品
牌，在美兰区政府帮扶下，张世群联
合海口演东三角宁地瓜专业合作社
及种植大户，统一制作了美兰三角宁
外包装纸箱，并准备申请美兰三角宁
地瓜地理商标。“想要做大品牌，就必
须把好品控关，保持美兰三角宁地瓜

传统种植方式，确保老口味不变。”为
了确保美兰三角宁地瓜质量，从去年
开始，张世群自掏腰包免费为村民培
育种苗，同时要求村民按照传统种植
方式种植美兰三角宁地瓜。

“村民零散种植的，我们统一按照
5元一斤的价格收购。”张世群介绍，为
了鼓励村民种植，增加农民收入，海口
锦坤专业合作社在大力拓展销售渠道
同时，通过保价收购的方式继续发力
扩大美兰三角宁地瓜种植面积。如今
美兰三角宁地瓜一亩产量在1500斤
左右，每亩产值能达到7500元，已经
成为当地村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做大做强
种植面积力争扩至4000亩

“壮大一个产业，让当地村民从
中获益。”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刘
洋介绍，近年来，美兰区把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按照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全面实现的目标任务，全力抓
好美丽乡村和农业品牌打造各项工
作。为做大做强美兰三角宁地瓜，目
前该区已经制定了美兰三角宁地瓜

种植计划：2020年种植面积达2500
亩，以后每年递增300亩，力争2025
年种植面积达到4000亩。

此外，美兰区还专门成立美兰三角
宁地瓜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将美兰
三角宁地瓜产业发展工作作为产业结
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工作抓
好落实，引导和发动广大群众种植美兰
三角宁地瓜。

同时，美兰区积极推广本地品种
和省农科院的提纯品种，在灵山镇新
管村、演丰镇演村和三江镇的上东洋
种植，以全面带动村民种植美兰三角
宁地瓜。在技术指导方面，该区加强
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和省农科院的
沟通联系，组织省农学院、海口市农
民技术学校及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等单位农技人员深入基地开展地瓜
种植生产技术服务，提高农民的栽培
和管理技术水平。在品牌建设方面，
该区加大对种植农户和农民专业合
作社扶持，抓好标准化生产基地建
设，做好美兰三角宁地瓜产地认证、
商标注册及品牌的培育和宣传工作，
促进美兰三角宁地瓜产业提质提效。

策划/其月 撰稿/其月 梁崇平
王聘钊 摄影/王聘钊

美兰三角宁地瓜：

做大做强品牌 产业助农增收

“这片种植的三角宁
地瓜还要 1个月才能上
市，但已经被岛外的客商
预订了，不愁销路！”2月
23日，在海口美兰区三
江镇三江居岐山头村的
美兰三角宁地瓜种植基
地里，种植户唐爱平看着
300多亩美兰三角宁地
瓜田，喜上眉梢。而在美
兰区灵山镇新管村，海口
锦坤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世群则忙着指挥工人
在新建的冷库外打包美
兰三角宁地瓜。

经过5年多品牌培
育和发展，如今美兰三角
宁地瓜发展势头越来越
好。目前，美兰三角宁地
瓜种植面积2500亩，按
照每亩产量1500斤、每
斤价格5元计算，美兰三
角宁地瓜已经在该区形
成了价值1875万元的品
牌产业。通过网络电商
等销售渠道，美兰三角宁
地瓜不只是在岛内销售，
还远销至云南、广东、黑
龙江等省份。

海口美兰三角宁地瓜
这样吃才营养

美兰三角宁地瓜，紫色的外皮烹熟后
轻轻一碰就会裂开，白色的地瓜肉在阳光
下闪耀着晶莹的光，品相十分诱人。不似
一般地瓜的味道寡淡或甜腻，美兰三角宁
地瓜将甜与咸的味道中和得恰到好处；入
口的感觉粉而不腻，糯而不粘，可口的滋味
值得细细品尝。

然而，美兰三角宁地瓜怎样做才好
吃？下面这几种方式，读者不妨试一试。

一、蜜汁烤地瓜
1.地瓜去皮，切条，放入大碗中。
2.加橄榄油、糖、百香果汁，拌匀。
3.地瓜块倒入烤盘中，撒上盐。
4.加黑胡椒，放辣椒粉，不需要翻动，放

入预热好的烤箱烘烤，期间可翻动一次。

二、芝士奶油焗地瓜
1.地瓜用厨房纸包好。
2. 包好的地瓜放入微波炉，高火 5 分

钟至熟。取出对半剖开，用勺子挖出地瓜
肉。

3.挖出的地瓜肉用勺子压泥，加白糖、
黄油和切碎的芝士，倒入牛奶搅拌。

4.搅拌好的地瓜肉表面撒芝士。
5.酿好的地瓜托表面刷蛋黄液，入预热

好的烤箱中，放在烤箱中层，180℃烤大约
20分钟。

三、拔丝地瓜
1.地瓜去皮切块，锅中放油，放入地瓜

块，小火慢炸。
2.炸到筷子能轻松插进捞出沥油。
3.另起锅放白糖和水，小火加热至糖化。
4.待白糖起白色泡沫，炒至泡沫消失。
5.放地瓜，快速让糖液裹匀地瓜表面，

盛出放入抹了油的盘子上，吃的时候准备
一碗凉开水。

美兰三角宁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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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琼山江畔人家小区
解除封闭管理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
者林先锋）“居家观察14天，没有新增病例，今天
小区解封，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2月24日，封
闭管理14天后，海口市琼山区江畔人家小区解除
封闭管理，走出小区大门的业主蔡家成高兴地说。

受新冠肺炎病例确诊影响，2月10日开始，
共有22栋楼、2200多户、5100多人的江畔人家
小区实行了全封闭式管理，强化疫情防控工作，禁
止一切人员进出，对所有业主实行居家隔离14天
医学观察。2月24日上午12时，疫情防控专家测
评组通过对江畔人家小区物业、消毒、人员管理，
垃圾处理，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实地测评检查，各
方面工作均达标，宣布通过测评，解除江畔人家小
区全封闭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