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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2月26日电（记者张
文君）东方玉米进入采摘季，但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前来采购的收购商
减少。怎么办？政府出手，助力水果
玉米网上销售。“棒大、果实饱满、清
脆可口……”2月24日16时，在东方
市感城镇不磨村一处玉米种植基地，
东方市市长张长丰对着直播镜头，拿
着刚摘下的玉米，与淘宝官方主播互
动推介东方水果玉米。

“这个玉米，叫水果玉米，可以直
接食用。东方年降雨量少、日照充
足，年平均气温 24℃至 25℃，素有

‘天然温室’美称。得益于优越的自
然条件，东方种植出这种水果玉米
……”张长丰对着直播镜头说。

“水果玉米味道怎么样啊？”观
看直播的网友提问。张长丰介绍，
水果玉米是适合生吃的一种超甜
玉米，皮薄、汁多，具有甜、糯、嫩、

香等口感特点，富含多种维生素、
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具有改善肠
胃功能，降低心血管、胃肠疾病和
白内障发生及美容健体多种功效，
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希望通过
网络平台，使东方水果玉米直接到
达市民群众家中，实现点对点销
售，既让大家吃到可口玉米，又能
帮助东方农民增加收入。

据了解，整个直播仅15分钟，但

效果比较好，网友踊跃下单，直播共
计成交300单。在直播期间下单的
客户只要备注“助农”，每下一单可多
得2根玉米。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东方玉米种植面积约13万亩，
产量约15万吨。目前，水果玉米的
网络销售势头良好。东方将以这次
水果玉米网络营销为契机，加快拓展
特色产品销售渠道。

东方加快拓展特色产品销售渠道

市长直播“带货”网友“买买买”

“我的朝天椒被收购了。”2月20
日，东方市大田镇新宁坡村村民黄光
汉骑着三轮车将采摘的700斤朝天
椒送到了东方大田好稼农产品交易
市场。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销售量不
太理想，收购量也不比往年。但由于
政府出台采购补贴等扶持政策、开辟
运输绿色通道，从2月10日开始，交
易市场开始大量收购朝天椒、玉米等
滞销农产品，直接对接农户或农产品
生产基地。”该交易市场总经理李开
锦告诉记者，目前，每天可以收购15
万斤左右的朝天椒。经过分拣后，一
部分质量较优的朝天椒直接销往岛
外市场，另一部分则供给省外的辣椒
烘干加工企业，“基本上销路不成问

题。”他说。
为解决农产品滞销、产销对接不

畅的问题，在东方市政府支持下，市
农业农村局成立了一支产销对接服
务队，自1月25日起，深入各乡镇了
解农产品滞销情况，摸清底数、建立
台账，并在今日头条、东方宣传等新
媒体平台发布东方农产品滞销信
息。同时越过中间商，直接组织种植
户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与各批发市场、
大型商超建立直供机制，开展农产品

“点对点”运销。目前，共对接本地超
市、岛内外企业、电商平台70余家。

东方市板桥镇田头新村南瓜种
植基地的南瓜丰收，可种植大户陈
帮种犯了愁，“去年9月，和村民种下
了180亩的南瓜，这些成熟的南瓜需

要赶紧销售出去。”市产销对接服
务队将他的农产品信息发到今日头
条，海南盛盛百佳汇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黎海意看到后，找到了陈
帮种，决定收购10万斤南瓜，送往公
司的12家连锁超市，供市民群众直
接购买。

受疫情影响，市场关闭、交通运
输不畅，进村的收购商较少。为此，
东方市就出台收购运销补贴政策，
提高收购商收购积极性。同时，为
收购商发放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行
证，严格执行“绿色通道”制度，简化
农产品运输车辆审批流程，优先保
障绿色通道车辆快速通行。截至目
前，东方市共发放农产品运输车辆
通行证800余张。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还设置八
所、大田、新龙、感城、板桥等5个地
磅点，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随时提
供服务。“根据运输瓜菜的重量，我
们现场进行核查及抽样检测，检测
合格后就出具检测报告单，然后为
收购商办理申请补贴的相关手续。”
东方市大田镇地磅点工作人员文学
才告诉记者，收购商拿到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单、农产品运输车辆通
行证以及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后就可
通行无阻。

“办理过程挺顺利，前后花了10
分钟左右。”2月20日，来自广东的收
购商招朝君来大田镇收购了36吨玉
米，准备销往湖南省长沙市黄兴海吉
星市场。

品质优良 价格优惠

东方三家镇黄金百香果
线上销售遭抢购

本报八所2月26日电 （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麦凤完）2月25日，在东方市三家镇岭村百香
果扶贫种植基地，工作人员正有序地将采摘好
的百香果，按5斤为标准分装到采购袋中。这
批刚采摘的百香果将配送至东方八所、海口、三
亚等地。

该种植基地负责人卢瑞杰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岭村，成立了东方和气
生财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带领岭村20位贫困户打
造了200多亩的百香果扶贫种植基地。

受疫情影响，前段时间，种植基地的百香果出
现滞销。为了破解销售难、帮助农户增收，日前他
在微信朋友圈发送百香果滞销的信息，积极拓展
线上销售渠道。

2月1日，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海南爱心扶贫
网对卢瑞杰大量待售百香果进行了报道，很快吸
引了海口、三亚等省内各市县市民群众的关注。

“一周时间，销出去近3000斤，感到非常欣慰。”
卢瑞杰说。

随后，卢瑞杰联系海南爱心扶贫网，与“海口
社区团长”百团联采对接上，推销百香果。2月17
日21时，海口社区团长公益群里，百香果正式下
单。45分钟内，13个小区团长接龙下单，2000斤
百香果被订完。“下单的速度非常快。”面对源源不
断涌入的新订单，他不断提醒接单员，“连采摘带
运输，每天最多只能向海口运送2000斤，后面订
单分期排。”很快，他收到回复，派单时间已排至4
天后，“爆单了。”

那么，百香果何故遭“抢购”？卢瑞杰解释，一
是这次推出的百香果，是黄金百香果，具有香甜口
感，维生素A、B和C的含量特别高，能增强人体
免疫力，还能美白滋养肌肤、排毒养颜；二是开出
每斤5元、每份5斤的“包邮”团购价格。同时，客
户可以享受配送服务。

“我们连续2天团购了500多斤，这些百香果
不仅味道好、营养价值高，价格还诱人。我们也想
尽自己一份力帮助农户增收。”东方市八所镇山海
湾小区居民海霞说。

据了解，这些天，种植基地的百香果全部被预
订，线上销售额达10万元。

东方市板桥镇成立
农产品助销志愿服务队

线上线下牵线搭桥
助力农户销售农产品

本报八所2月26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高洁冰）“多亏他们的帮助，我的200多斤茄子销
售出去了，种植信心更足了。”2月25日，东方市
板桥镇中沙村村民唐朝荣高兴地说，受疫情影响，
此前，他的茄子迟迟没有收购商前来收购，“眼看
着茄子快要烂在地里了。”

在了解唐朝荣的滞销情况后，东方市板桥镇
农产品助销志愿服务队为他找来了收购商。“在线
下方面，我们主动帮助有滞销农产品的农户对接
收购商。”该农产品助销志愿服务队队长、板桥镇
板桥村驻村第一书记文家亮说，收购商收购的
200多斤茄子将销往东方市部分小区。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产品“一抗三保”
工作，保障农民收入，板桥镇于2月18日成立了
一支11人农产品助销志愿服务队，由村干部、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大学生等组成。大学生负责
了解农户滞销情况、借助微信及QQ等社交平台
发布农产品滞销信息，村干部及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员主要对接收购商，他们分工明确，线上线下

“牵线搭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据了解，2天
时间，他们就帮助农户卖出了200多斤茄子、50
多斤白菜等农产品以及数只鸡。

助销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大学生王政表示，
下一步，东方市板桥镇农产品助销志愿服务队将
继续招募志愿者，将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市，同时，
根据未来走势，计划注册电商公司，利用电商平台
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

东方与新疆有关机构签订
蔬菜供应战略合作协议
瓜菜销售增添新渠道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孙涛）近日，东
方市农业农村局和新疆生活物资保障组驻海南工
作组签订有关生活物资（蔬菜）供应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此次合作，将有效缓解东方市因疫情导致
的瓜菜滞销困境。

根据协议，东方市农业农村局作为甲方，于今
年2月10日至4月30日期间，按乙方即新疆生活
物资保障组驻海南工作组提出的蔬菜需求品种和
数量协助组织供应。

据了解，目前，东方市冬季瓜果菜种植面积达
26.2万亩，其中，瓜菜面积18.79万亩，西瓜、哈密
瓜等瓜类水果7.41万亩。

东方市市长张长丰表示，春季期间是东方市
农产品销售的旺季，但受此次疫情影响，东方市农
产品产销一度较为低迷。此次与新疆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能进一步拓宽运输及销售渠道，将缓解东
方市疫情期间瓜菜滞销的问题，为落实“三农”战
线“一抗三保”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张长丰说，东方市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和资源
优势，已成为海南省重要冬季瓜菜生产基地和哈密
瓜、芒果、香蕉、花卉等特色产业基地，能够满足新疆
部分日常生活物资需求。希望通过此次合作，双方
能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入合作对接。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孙涛是海南大学农业推广方面的
专家，于2017年12月到东方市农业
农村局挂职，为该局副局长。今年春
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东方冬季
瓜菜产销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岛外
订单纷纷取消。“孙局长，我家种的
180亩南瓜没了销路”“我的56亩哈密
瓜订单被取消……”春节回家的孙涛
接到了种植大户们的“求助”电话。这
两年多的基层工作，让他和不少农户
交上了朋友，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意找
他拿主意。

得知这些消息后，在海口家中的孙
涛心急如焚。“春节期间是瓜菜上市高
峰期，如果不尽早解决滞销问题，不仅
会影响农民增收，还会影响农业生产，
形成恶性循环。”他心里十分担忧。

大年初四，孙涛就收拾行囊，赶回
东方。回到岗位后，孙涛一头扎到基
层，3天跑遍了东方大多数乡镇，了解
农产品订单、瓜菜收购价格及农产品
冷藏、检测等情况，统计价低卖难的农
产品种类和数量，第一时间联系今日
头条、东方宣传、海南爱心扶贫网等媒
介平台推出求购信息。

盛盛百佳汇超市是海南的一家大
型连锁超市，具有完整的供应链。日
前，该公司董事会高管黎斌到东方出
差，孙涛得知这一消息后，想方设法联
系到他，给他介绍东方瓜果菜上市情
况，连续2天陪他去主要生产基地查
看、洽谈收购事宜。最终，黎斌被孙涛
的真诚和热心所感动，决定收购感城
镇、板桥镇产出的一批南瓜和哈密瓜。

白天，孙涛奔走于各乡镇之间。
晚上，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对他来说是
家常便饭，他会和同事认真研究省里
出台的有关“一抗三保”政策，并细化
东方的实施方案。此外，1月30日至
今，他共参与筹备了东方市2020年农
产品产运销工作座谈会、驰援湖北荆
州爱心农产品捐赠仪式、蔬菜保供对
接会、农超产销对接会、芒果电商直播
对接会等10多场会议和活动。

（本报八所2月26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近日，在东方市感城镇尧
文村的一处冬瓜种植基地，20
多名工作人员戴着口罩正在
分拣、打包、装车，这批冬瓜即
将发往北京、广东、河南等地
农产品批发市场。“受疫情影
响，冬瓜销售行情一度低迷，多
亏政府牵线搭桥，有收购商上
门，我的种植信心更足了。”尧
文村的种植大户黄万保说。

“东方市的冬季瓜菜品
质优良，很受内地市场欢
迎。这次准备收购2000多
吨的冬瓜、3000多吨南瓜，
以市场价进行收购。”前来收
购的海南东方宏鑫贸易有限
公司董事长潘宏滨说，由于
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优越，
东方农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的数
据统计显示，今年2月1日至
2月23日，累计销售农产品
4600余车，共计 11.6 万多
吨，销售量日均达到 5000
吨。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东
方市扎实落实省“三农”领域
“一抗三保”10条措施，出台
运销奖补等扶持政策，拓宽农
产品销售渠道，开辟农产品运
输绿色通道。东方市委书记
铁刚表示，东方市在稳产保供
的基础上，全力打通运销渠
道，保障农产品运输通畅，进
一步深挖本地劳动力，解决企
业用工等难题，加快农业企业
复产、项目复工，实现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

东方全力以赴抓好农业“一抗三保”

运销瓜菜“私人定制”服务春耕“压舱稳心”

受疫情影响，一方面农业企业用
工出现困难，另一方面农民工务工
难。为破解“两难”，东方市主动组织
农民就近务工，就近参与农业生产，
做好冬季瓜菜、热带水果等农产品的
采摘、分拣、装卸、运输等工作，实现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2月22日，在位于三家镇玉雄村
的东方富山果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29名农民工戴着口罩正在对莲雾
进行分拣、打包、装箱。“现在是莲雾

采收上市的旺季，需要大量的劳动
力。”该公司负责人朱振深说，公司种
有800亩莲雾，“如果不及时采收上
市，这些莲雾就会烂掉，造成较大损
失。”在东方市政府、三家镇政府帮助
下，公司招聘了100多名本地农民
工。这些农民工中大部分是脱贫户，

“动作快的话，一天有近200元工资
哩。”玉雄村脱贫户赵桂荣对记者说，
她于2月16日进入公司工作，主要负
责分拣莲雾。

“合作社里全部都是脱贫户，一
共有15人。”东方东河万育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梁向东说，1月28
日该合作社恢复花卉生产，在政府扶
持下，主要吸纳本地脱贫户务工。“一
天有100元，一个月就有3000元，收
入还不错。”在该合作社务工的脱贫
户吉阿丽说，她现在主要给绿化苗木
育苗、施肥。

为了帮助农民工务工增收，东方
市于2月22日召开大型网络招聘会，

依托南海网、海南公招网等媒介，发
布就业岗位信息和劳动者求职信息，
通过搭建网上供需对接平台，将岗位
和政策送进千家万户。

东方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出台农民工技能培训实施方
案，为农民外出务工就业提供及时、
准确的就业信息和技能培训服务，特
别保障省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用工
需求，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增加农
民务工收入。（本报八所2月26日电）

“点对点”直供运销 拓宽渠道保畅销

“一对一”跟踪服务 精心组织保生产

不误农时才能稳住农业“基本
盘”。连日来，东方市在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备战春耕。市农
业部门成立10个工作小组，奔赴各
乡镇指导春耕工作。

在三家镇，记者看到田间地头到
处都是劳作的村民。“在政府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我的秧苗已经移栽完成
了。”三家镇酸梅村村民符祥刚说。
据悉，东方市今年早稻计划种植12
万亩，目前已插秧10.8万亩；瓜果蔬
菜种植面积达26.2万亩。

东方市“一对一”跟踪服务，帮助
农业企业复工复产。目前，全市规模
以上的农业企业、合作社等涉农经营
主体全部复产，部分重点项目复工。

“工人正陆续返岗，预计3月初
可全面复工，5月中旬开始主体建设，
预计年底能投产。”2月22日，东方温
氏畜牧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肖秋雪
说，前段时间，市发改委等部门单位
多次致电询问复工情况，主动联系工
人招聘事宜，提供口罩等防疫物资。
该公司的东方温氏戈枕种猪场项目

于去年11月开工，主要建设养猪栏
舍、生产线配套间、环保工程设施等，
目前正在开展通水、通电、通路、土地
平整等基础工作，项目建成后，年存
栏母猪 6450 头，年出栏商品仔猪
12.9万头。

2月22日，在正大集团卜蜂水产
（东方）有限公司的养殖车间，20多名
工作人员穿着工作服正在照看南美
白对虾虾苗。“1月底，陆续有省内员
工返岗。2月7日，全面复产。”该公
司行政总裁吴晓明表示，为了解决疫

情期间生产物资不足、交通运输不
便、销售不畅等问题，省农业农村厅
为其专门开具了民生保供企业资质
证明，方便购物和出行。东方市农业
农村局帮助其打通销售渠道。

针对暂停活禽交易市场导致活
禽滞销、农业企业和养殖合作社复产
受阻的情况，东方市出台《禽类养殖
场（户）禽肉冻存补贴方案》，并协调
腾空3个冷库，鼓励养殖户将滞销产
品冰冻存放在冷库，择机投放市场，
以减少因畜禽存栏产生的损失。

主动为民解难题 农民务工保增收

东方农业农村局挂职干部孙涛：

放弃假期 为民解忧

2月25日，在东方市感城镇，农户忙着采摘玉米，当天采摘的玉米将装车送往西安等城市。
据介绍，新冠肺炎疫情曾让东方市农产品销量陷入短暂的低迷期。在当地政府多措并举下，各界齐心协力共克时

艰，让东方市农产品出岛量得以迅速回升，当地玉米价格也实现回升，极大保障了农户的利益。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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