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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海南公益行 情暖18市县抗疫一线

来自椰岛“75度”的温暖
“你在一线抗疫，我时刻支

援！”“同抗疫，共担责！”2月26
日一早，椰岛志愿者代表在海南
椰岛集团办公楼前举行了“情系
海南·守卫家园 健康海南公益
行”活动启动仪式。

海南椰岛集团党委书记段守
奇，海南椰岛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椰岛酒业董事长曲锋出席启动仪
式，并全程带领志愿者分东线、中
线、西线三路出发，向海南省18个
市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及部分
驻琼部队捐赠价值 115万元的
10800Ｌ75%酒精，以及一批抗疲
劳、提高免疫力的椰岛产品。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医
用酒精是一线抗疫工作必不可少
的防护用品，当下正面临紧缺局
面。在海南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海南省红十字会的领导协调
下，海南椰岛集团加紧生产一批
75%酒精送往各市县防疫第一
线，全力支持基层疫情防控工作，
为守卫家园、保护家乡人民的健
康尽一份力。

“硬核”抗疫
椰岛获八方点赞

一箱箱消毒酒精为奋战在各个市
县防疫一线的人员增强了防护，一份
份抗疲劳产品为日夜奋战的工作人员
送去温暖，更坚定和增强了大家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椰岛集团此次捐赠的物资为我
们添加了‘硬核’支持，实实在在为疫
情防控助力加油！”第一天，志愿者队
伍来到文昌、琼海、万宁、澄迈、临高、
儋州、定安、屯昌、琼中等地，各市县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领导及红十字会负
责人纷纷表达对海南椰岛集团的感
谢，“你们用纯朴的爱心，积极的行动，
谱写了一曲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动

人乐章，弘扬了‘同甘共苦，同舟共济，
携手并进、砥砺前行’的新时代精神！”

文昌市慈善总会会长董新月在特别
感谢的同时，也向椰岛集团爱心代表介
绍，所有的捐赠由文昌市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统一安排，做到“数量0差错”——
捐赠方和受赠方现场清点物资；“质量0
风险”——医用产品由疾控中心对质量
进行检验，食品类由市场监督管理局进
行检验；“物资0积压”——提前沟通，统
一调配。“我们一定不付所托，把椰岛的
爱心完整准确地送到一线！”

非常之时
老牌企业担非常之责

“只要防疫需要，只要我们力所

能及的，就毫不吝惜！”段守奇表示，
“今天的启动仪式是椰岛集团今年一
系列活动的开始，接下来椰岛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做大公益活动，回馈
海南人民。”

各市县椰岛品牌经销商也积极参
与到“健康海南公益行”活动中。

文昌市椰岛海王酒总代理林先
扬、琼海市海口大曲总代理杨世江
等经销商负责人变身搬运工，传递
爱心。

他们表示，虽然受疫情影响，今年
春节销售锐减，但疫情当下，共克时
艰，他们相信，一定能共同渡过眼前的
困难。“现在是特殊时期，看到椰岛工
作人员多次冲在支援防疫第一线，我
们也希望能尽一点绵薄之力，为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一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
专注大健康领域的企业，以及2000
年就在主板上市的老牌上市公司，海
南椰岛集团对疫情防控工作一直给
予高度关注。

自疫情发生以来，海南椰岛集团
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多次
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研究疫情应对与
支援方案，在第一时间先后组织捐
赠10吨战略储备酒精、10台热成像
仪设备，组织发起对赴鄂海南医疗
队及家属慰问捐赠活动，并充分调
动一切资源，历经波折筹购紧缺物
资，快速组织一线工人昼夜加班生
产75度高度酒液……此次活动，海

南椰岛集团加紧生产一批75%消毒
酒精，再次追加捐赠。

曲锋表示，海南椰岛集团积极响
应国家及省委、省政府号召，及时、高
效、有力地支援抗疫一线，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表达对抗击疫情的信念和
决心，充分展现了椰岛人勇于担当和
无私奉献的精神，践行着椰岛应担负
的企业责任和义务。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来临。

我们相信，全国人民同舟共济，一
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海南椰岛将一直
和全国人民并肩前行，共迎美好春天
的到来。

（撰文/摄影 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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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群英谱战“疫”一线

南海网员工深入海南田间地头，帮助解决农产品滞销
问题。 （受访对象供图）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在这场疫情中，离病毒最近的，除了
医护人员，还有新闻记者。2月25日晚
上，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里，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南海网记者任桐仍在进行着
一项人物采访拍摄任务。当拍摄完最后
一个镜头，时间已经凌晨。从大年初二开
始，这位同时也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女记者
已在疫情报道第一线连续工作31天。

“说不累是不可能的，但记者这份职
业有它必须承担的责任。”这31天里，任
桐每天往返于医院、疾控中心、隔离酒店
采访，至今已发表文字、视频等各类新闻
作品102篇，通过自己的努力及时向外界
传递准确的新闻信息。

任桐只是南海网众多一线记者的缩
影。疫情发生后，南海网在接到集团党委
抗疫指令之后，立即结束所有采编人员假
期，全力投入到防疫报道工作。“在党支部
的领导和党员带动下，南海网采编、技术、
后勤团队以最饱满的工作状态投入防疫
报道。”南海网党支部副书记、总编辑陈嘉

奋介绍说，截至2月24日24时，南海网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专题共转载
发布稿件5493篇、访问量约4912万人
次，头条号等第三方平台发布相关信息
3964条、阅读总量超3.83亿，学习强国海
南学习平台疫情防控专栏发稿1302篇、
总平台采纳46篇。

“本着让老百姓听得懂、能接受的原
则，我们积极创新传播方式，推出了一系
列接地气的融媒体产品。”陈嘉奋说，例
如，推出近150条15秒短视频，包括一线
医护人员的抗疫故事、基层防控典型、全
民防疫之“村长大喇叭”等系列短视频，用
浅显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疫情防控
知识；推出了原创策划“我们在一线”系列
海报160期、战“疫”系列公益广告38期、
海南战“疫”日记114篇、“有声·记者抗疫
手记”11期……“这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融
媒体产品中，有不少获得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的点赞表扬。”陈嘉奋说，在国际传播
方面，截至2月24日，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共
播发英文vlog、视频、图文等报道216篇，
其中不少报道被俄罗斯塔斯社，人民日报

海外版、英文客户端、海外社交账号，中国
日报网，人民网英文平台等国内外主流媒
体转发推送，有的单条阅读量过40万。

在做好疫情报道的同时，南海网还
发挥主流媒体及互联网平台优势，联合
国内重点平台共同发起“全民战疫‘益’
起来——公益海南2020一号行动”，策
划推出了海南公益爱心捐赠活动、海南
冬季扶贫农产品产销对接大行动、“海南
抗疫最强音”全民朗诵公益活动、“春风
行动”南海人力解忧大行动、“南南”联合
发送千万宣传大礼包、海南蓝点线上“脱
困”大行动、“海南抗疫优生活”全民线上
课堂、“用画发声 为爱前行”绘画作品征
集活动等主题活动，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借助海南爱心扶贫网平台，我们迅速
发起海南冬季农产品产销对接大行动，千
方百计打开销路。”南海网副总经理梁刚介
绍说，平台运营团队第一时间与政府部门
积极对接、摸清情况，并多方联动进行农产
品大宗采购。截至2月24日，经过海南爱
心扶贫网促成的大宗采购订单共有10宗，
成交订单总量接近700万斤瓜菜，“从2月

9日开始，南海网还发起‘社区百团’送菜行
动，目前累计配送瓜菜达20万斤、禽类
3251只，送货覆盖海口城区414个小区。”

为助力解决我省企业复工复产“用
工荒”问题，南海网应急调动旗下人力资
源公司，策划线上“春风行动”暨就业援
助月招聘会活动。2月9日，根据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提供的信息，南海网人力资
源公司将47家省重点项目用工需求单
位进行区域划分，次日开始联系企业提
供免费的信息发布。2月18日，根据省
住建厅提供的信息，得知部分省重点项
目有用工需求，南海网人力资源公司又
主动与项目单位联系，积极提供免费的
用工和招聘信息发布。

“目前，海口线上招聘会参与企业
221个，岗位数达18915个。”南海网副总
经理、南海网人力资源公司董事长梁冬媛
说，该公司还与万宁市、东方市取得联系，
其中，万宁线上招聘于2月21日上线，目
前正抓紧推出东方市“春风行动”线上招
聘专题。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

■ 本报记者 李磊

人勤春来早，时节不等人。2月23
日一大早，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街道上略
显冷清，但水北村辣椒基地却是一番热火
朝天的收获景象。30多名工人在做好防
护措施的情况下，有序地进行黄灯笼辣椒
采摘。

“虽然在疫情期间，黄灯笼辣椒的出
售价格不是很高，但是通过驻村第一书记
陈创福的积极联系和运作能销售出去，这
也是我们对疫情防控做出的一点贡献。”

水北村辣椒基地负责人说。
陈创福是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派驻水

北村第一书记，自疫情发生以来，他积极
为村中农产品联系收购商，拓宽农产品销
售渠道，做到防疫情、稳生产两不误。本
地农企也“不负春光”，抓住时机复工复
产，村里文昌鸡养殖、辣椒采收等，呈现一
片火热的生产景象。

在恢复农业生产中，陈创福和村“两
委”干部专门制定了详细的措施：对于前
来收购和运输的工人，村干部做好登记、
测量体温，并详细询问旅居史等。对于在

种植基地工作的农户，要求他们保持安全
距离，全程戴好口罩，定时测量体温，并安
排工作人员全程监督指导。

据悉，目前水北村已经卖出5万多斤
辣椒，而且通过雇佣本村的贫困户和村民
进行采摘，有效地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让
他们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除了辣椒种植，文昌鸡养殖一直是
水北村引以为傲的产业。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生产，陈创福一直与收购商海南
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联
系，多次与该公司沟通，全力保障水北

村文昌鸡收购，春节后该村已出售文昌
鸡约2万只。

“由于宣传到位，现在去地里干活，工
人们都戴着口罩，回去立马洗手，防控措
施做好了，干起活来也安心。”站在辣椒种
植基地里，陈创福欣慰地说。

陈创福预计，辣椒价格在半个月后将
会回升。而按照他的计划，水北村将在疫
情结束后投入250万元扩大生产，并将雇
佣更多的本村贫困户和村民投入到生产
当中，助力水北村脱贫攻坚。

（本报文城2月26日电）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派驻水北村第一书记陈创福：

防疫不松劲 田间地头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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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

陈创福（中）在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辣椒基地，指导
农户在做好防疫的同时，开展农业生产。（受访对象供图）

志愿者连夜包装，通宵装车。

海南椰岛集团领导和经
销商化身搬运工，传递爱心。

海南椰岛集团志愿者分三路将10800L75%酒精等防疫物资送往18个市县。

文昌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文昌市慈善总会为海南椰岛集
团颁发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