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园春光满园香 近日，琼海市潭门镇农户在采收菠萝。初春时节，我省冬季瓜菜水果陆续成熟，农民在加紧采收，供应各地市场。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人勤春来早 不负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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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以补贴促生猪生产
引进省外能繁母猪每头补贴1000元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出
台《海南省2020年引进省外能繁母猪和仔猪补贴
项目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旨在稳定生猪生
产，保障猪肉市场供应。《方案》指出，引进省外能
繁母猪补贴标准为每头1000元，引进省外仔猪补
贴标准为每头300元。

《方案》要求，自该文件印发之日起，经指定引
入通道（海口市秀英港、新海港和南港）引入的能
繁母猪和仔猪，经审核通过据实补助。已享受市
县相关补贴政策的，申请人不得在同一事项上重
复申请有关补贴。

目前，全省生猪存栏158.98万头，环比下降
1.97%，种猪存栏21.34万头，环比上升6.11%，其
中能繁母猪存栏20.08万头，环比上升1.93%。截
至2月初，全省正在投入运营生产的生猪规模养
殖场，年可出栏生猪 232.12 万头，现存栏总数
63.08万头。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罗鑫

海南春来早，最美人间二月天。
当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农忙时节，也是
采摘冬季瓜菜的“春收”季节。2月
26日，阳光和煦，草绿花红，儋州市
新州镇的万名村民忙碌在春色中，在
新英洋和南英洋共8000多亩的“舞
台”上抢耕又抢收。

在面积2000多亩的新英洋，新
州镇英隆村党支部书记李日位指着
散落在农田里劳作的村民说：“除了
外出打工的，全村人都在抢抓农时春
耕播种。”英隆村500多亩农田，一半

已完成春耕。
英隆村村民仍然沿用传统，弯腰

在拖拉机耕好的田里插秧，春风吹
来，水田泛起层层涟漪。“我家种了
4.6亩水稻，家里人多也不用花钱买
米。”村民李挺光说，水库的水早放
了，化肥在村里就能买到，价格与外
面市场一样。

英隆村种花生的村民多，海南日
报记者在花生地里看到，脱贫村民李
显寿正在细心除草、松土和打药杀
虫，花生已开花，“种了1.4亩花生，管
理好了，产量才高。”

新州镇是儋州划定的无疫情区，
镇委、镇政府积极引导和鼓励合作

社、广大村民抢抓农时春耕备耕。为
避免村民春耕备耕生产时扎堆，镇里
建议村民以家庭为单位、村里人员分
流的方式下地耕种，确保疫情防控和
春耕生产两不误。

“田里缺水，但镇里出资发动村
民提前修好灌溉沟渠，清理水沟杂草
和垃圾，春节一过就放水了。”分管农
业的新州镇人大主席李坚说，年前镇
里打了41口田头抗旱井，同时保障
化肥进村顺畅，为外乡镇的拖拉机办
好通行证，2月14日便进村开展春
耕。据悉，新州镇共有农田24000
亩，至今完成春耕11500亩，其中种
瓜菜1500亩、种水稻2000亩、种花

生8000余亩。
在面积超6000亩的南英洋，40

多位村民正戴着口罩在地瓜种植基
地里采收、装筐，装车。“地瓜种植基
地有1000亩，其中500亩地瓜成熟
了要抢收，保住合作社和脱贫村民的
收益。另外500亩地瓜则等到4月
才采挖。”儋州市江发瓜果蔬菜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开海说，受
疫情影响，今年地瓜收购价较去年低
一些，但合作社管理得好，产量高、收
入稳、不亏本。自2月12日复工以
来，该基地采挖近50吨地瓜，销往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此前，新州镇宝山、宣泮等8个

村的254户贫困户1291人，以每人
4350元的入股资金加入江发瓜果蔬
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已全部脱
贫。南岸村脱贫村民谢尔带说：“入
股合作社每年有分红，采挖地瓜一天
也有100元工资。抢收地瓜保住收
益，就保住我们的幸福生活。”

“采挖后的空地还要组织村民赶
紧种新一造的地瓜，争取更大收益。”
陈开海说。

目前，新州镇实行“点对点”运
销、奖补等机制，帮助解决合作社、种
植大户的农产品滞销难题，收获的冬
季瓜菜将销往省内外。

（本报那大2月26日电）

春耕播种希望 辛勤收获幸福
——儋州市新州镇抢耕又抢收见闻

兴隆咖啡首次登上直播平台
本报万城2月2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2月26日，万宁兴隆咖啡首次登上抖音、B
站等网络直播平台，通过主播直播的方式向消费
者分享兴隆咖啡的特点和故事。

万宁市兴隆咖啡行业协会顾问专家组成员张
宇恩是兴隆咖啡首次直播的主播，他同时也是中
华全国供销总社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考评员，
他说，“我非常喜欢兴隆咖啡，就因为‘苦、纯、香’
的特点。”张宇恩介绍，兴隆咖啡有着悠久历史，是
我国最早的咖啡品牌之一。在兴隆，很多老咖啡
店依然坚持用最传统的方法来加工咖啡，“兴隆人
天天喝、人人喝，到处都是咖啡香。欢迎大家来兴
隆体验。”

据悉，此次是兴隆咖啡行业协会首次通过直
播推广兴隆咖啡品牌，未来将继续加大线上推介，
与线下体验店相结合，扩大兴隆咖啡品牌影响力。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周月光

琼南大地，一片暖意。冬季瓜
果菜采收已经结束，但勤劳的农民
没有歇息，又马上忙碌起来。2月
26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行走在陵
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新岭村一处田
洋的田间地头，眼前到处都是一派
春耕繁忙景象。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春节‘过得
久’，得赶紧下地干活了，不能误了春
种的时节。”在一片收成过的圣女果
地里，村民王启梅停下手头的活说
道：“过几天就是育秧期，要赶快把这

片地整理好，我和老公早早就下地干
活了。”

前方不远处，传来机器“隆隆”
声，抬头望去，一台耕田机正在水田
里作业。“这台耕田机是我自己买的，
每到耕作时节就出来替别人耕地，这
里大部分田地采收完圣女果等着种
水稻，得赶紧干活了！”操作耕田机的
黎师傅说。仅用了10多分钟，这个

“大块头”便将田地翻了一遍。
除准备水稻的春耕生产，陵水县

内火龙果、哈密瓜、百香果等水果基
地的田间管理也在有序推进。在本
号镇军普村火龙果种植产业扶贫基

地，数千根支架在地上整齐排列，支
架下是嫩绿的火龙果植株。“苗都长
得不错，还要抓紧时间施肥除草，希
望今年能有不错的收成。”在基地务
工的脱贫户陈其川说。

三亚市崖州区坡田洋是海南有
名的万亩田洋，背靠大隆水库，水利
条件好，田间道路纵横，附近农民普
遍种植冬季瓜果菜。

海南日报记者在这里看到，虽然瓜
果菜采收完毕，但田间地头依然热闹。

农户卢丰从路边水渠拉来一根
长水管通到自家水田，又折回到水渠
边发动马达，清水源源不断地灌进水

田。另一头，他爱人和两个邻居正在
并排插秧。

“家里有8分地，种的豆角还没
有采收完时就已整理出一块地育秧，
前几天豆角收完最后一批，得赶紧整
地备耕。”卢丰说，今年豆角在春节前
价格不错，最高卖到4.2元1斤，春节
后价格下滑，卖豆角赚的钱不多，希
望这季水稻有个好收成。

行走在坡田洋的大道上，时不时
有三轮车驶过，目光所及的田块，有
的整好地准备插秧、有的秧苗已经长
粗。一处田地里，水稻已经长了一尺
有余，一位农户正在撒肥料。

“我管理的这片田有36亩，种的
可不是普通水稻，是制种水稻。”种田
的农户是湖南人，叫杨开水。他说，
这是公司的水稻制种基地，春节前这
里也种茄子和青瓜，春节后行情不
好，公司果断翻地，在元宵节前就插
完秧，预计6月份就能收获，生产的
种子将运到内地播种。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说，琼南冬季气温高，农业季节早，瓜
果菜采收接近尾声，疫情虽然影响了
瓜果菜的行情，但对春耕生产影响并
不大，预计3月中旬，水田都会插上秧。

（本报三亚2月26日电）

琼南三亚、陵水等地又进入农忙时节

收完瓜果菜 马上忙春耕 五指山番阳农户忙复产

青瓜产值破3000万元
本报五指山2月26日电（记者林晓君 特约

记者刘钊）“之前卖不出去，现在不愁卖了。”2月
26日傍晚，五指山市番阳镇番阳村委会二村农户
邢国良看着一箱箱等待发车的青瓜十分欣慰，“青
瓜卖得出去，乡村振兴工作队帮了大忙。”

2月初，是番阳镇青瓜上市的高峰期，但受
疫情影响价格一落千丈。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番阳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泽武说，受到疫情影响，
此前作为当地农户主要经济来源的青瓜产业面
临没有收购商前来、运输车辆短缺、工人无法上
岗等问题，还导致农户种管积极性不高，严重影
响到贫困户脱贫增收。

为此，番阳镇乡村振兴工作队主动与外省瓜
菜收购商联系，介绍青瓜产销、种植情况，并邀请他
们前来采购、增设收购点。并在做好疫情防护前提
下组织农户开展采摘打包工作。经过联系与宣传，
越来越多收购商前来采购番阳青瓜。截至目前，番
阳青瓜累计销售2000万斤，产值逾3000万元。

“没有一斤瓜菜烂在田地里。”番阳镇政府负
责人介绍，除去成本，目前瓜农卖青瓜就赚了
2000万元，接下来一个月只要价格稳定，农户依
旧能实现丰收。

文昌古城村党支部“领头”推动复工复产

党员+电商
“带货”促增收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咔、咔……”2月26日，文昌市潭牛镇古城
村果蔗地头，和煦的阳光沐浴着田野和忙碌的果
农，随着一阵砍伐声，倒下的甘蔗像竹筏一样整齐
地铺陈在田垄上。

“一条甘蔗2.8元，一天销售2万多条，连续5
天总收益近30万元，农民复工复产的积极性高着
呢！”古城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詹达翔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古城甘蔗远近
闻名，村子素来有“果蔗第一村”的美誉，全村种植
果蔗600多亩，平均每亩3000条左右。

为做大做强果蔗品牌，去年以来古城村党支
部在乡村振兴工作队推动下，争取到潭牛镇政府
的支持，先后投入12万元清理乡道和田洋道路，
畅通田间沟渠，增设灌溉设施，促农业产业增效。

春节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数百亩果蔗
成熟却滞留田头无人收购。关键时刻，乡村振兴
工作队携手村党支部积极出谋划策。

“线下不行，走线上！”经商讨，古城村20多名
党员达成一致，随后在潭牛镇协助下联系上云南豪
运佳果业有限公司，借力电商平台推销古城甘蔗。

结果出乎意料地好。古城六村村民许振则种
植了8亩果蔗，连日来通过电商渠道销售甘蔗1
万余条，收益3万元。“村民互相帮助，平均每天能
从村里拉出去2万条果蔗。”许振则高兴地说。

砍好的果蔗在离村子不远处的新桥墟分装、派
发，每天这里都是一派繁忙景象。为利于疫情防控，
云南豪运佳果业有限公司在当地聘请了80多名工
人，其中包括4名贫困户，负责检验、包装和运输。

“销路好了，田洋里干活的蔗农都比以前多，
戴着口罩都能看见脸上的笑容！”詹达翔笑着说
道，虽然果农复工复产的劲头很足，但眼下疫情防
控措施丝毫不敢马虎，村里组织党员每天给干活
的农户测量体温，提醒戴好口罩。

潭牛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镇将
推广古城村的做法，力争帮助更多农户实现增收。

（本报文城2月26日电）

◀上接A01版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复产。

我省有关部门从省重点项目、省重点
工程、企业等多方用工需求出发，从发
布用工信息、培训农民工、奖补带动
贫困群众就业的合作社及企业、开发
公益扶贫岗位等多方面着手，千方百
计帮助农民工复工，增加农民工工资
性收入。

“疫情是暂时的，无论是生产还是
生活，我们都有信心！”近日，儋州市大
成镇南盛村贫困村民黎引坤佩戴口
罩，在该村170多亩的朝天椒生产基
地采摘辣椒。“采摘1斤朝天椒得1元
工钱，工资日结。我有3个孩子在上
学，家里开支大，在家门口打工，既安
全又能增加收入！”

除了帮助像黎引坤这样的农民通
过恢复农业生产找到工作，我省还扶
持农民到企业就业、开发公益性岗
位。目前，儋州已有78家农业企业吸
纳1478名本地农民务工，不少贫困劳
动力已找到工作。

东方市多部门联合发力，发动本
地企业、农业基地等实体开发了一批
就业岗位，优先招聘贫困劳动力。琼
海出台相关政策，对带动贫困户发展
产业的企业、合作社一次性奖励2万
到8万元。昌江黎族自治县把开发临
时性公益岗位，作为解决部分受疫情
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有效途
径，截至目前已设置防疫消杀、社区巡
查、卡点值班等600个岗位。

穿针引线
“五级书记”为农民工找“东家”

疫情发生以来，海南从省到村，
“五级书记”靠前指挥，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各级扶贫干部和
乡村振兴工作队主动作为，把本省农
村劳动力作为推动复工复产的主力军
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去。

目前，全省 600 个建档立卡贫
困村驻村工作队、1800余名驻村工
作队队员，已于1月27日至28日提

前返回工作岗位。驻村干部们纷
纷表示，眼下是战“疫”最吃劲的时
刻，要全力以赴帮助农民工返岗就
业，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两场战役。

日前，在五指山市通什镇便民
服务中心，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正在为省重点项目复工复产定
向招工，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农民工
前来应聘。

“正愁没工干，真没想到工作会找
上门来！听说企业还要派专车来接我
们去上班，很意外！”该市毛道乡毛枝
村村民黄洪新是个钢筋工，受疫情影
响，不能到内地去打工，此次企业到镇
上来招工，政府是“介绍人”，他感觉心
里很踏实。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老长
村，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两委”
干部近日正在积极帮村民找工作，并
为村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户）解决
外出务工的路费问题。

“我们打算拿出一部分乡村振

兴工作队的驻村工作经费，作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户）外出务工的
路费。”该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韩斌介绍，此前，他在
微信工作群中看到罗牛山公司和富
力海洋欢乐世界的招聘信息，已将
消息转发给村民，不少村民找他登
记了用工需求。

科技助力
农民工复工安全有序

2月22日一大早，在屯昌县黄岭
农场迈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施工现
场，农民工们正排成一列，出示各自手
机上的个人健康码，待管理人员登记
后进入施工区域，开始工作。

精准防控一“码”当先。2月18
日，我省健康一码通系统正式上线，该
系统实施“红码、黄码、绿码”三色动态
管理。有了健康码，工人健康状态一
目了然，明显提高了企业、项目复工复
产的效率。

健康码的推行，只是我省优化政
务服务，让农民工在特殊时期复工无
后顾之忧的一个缩影。为帮助部分农
民工顺利就业，我省还组织农村劳动
力参加线下或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全
面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

2 月 13 日，万宁市政府出台方
案，将在各镇组建一支春季瓜菜产销
队伍，以解决春季瓜菜产销暂时出现
的用工短缺难题，增加农村富余劳动
力的务工收入。

“我们特意请农技专家到田间地
头，为春季瓜菜产销工人现场教学，
提升瓜菜产销工人的技能水平，促进
充分就业。”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

目前，我省农业农村部门已派出
9个指导组赴各市县实地指导农业生
产工作；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组织粮食
作物、畜牧、农产品加工、植保等8个
专家团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春
耕、春种。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

让本省农村劳动力成为复工复产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