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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苏民）《光明日报》
2月27日5版“红船初心特刊”整版刊
发了报道《海南：让海岛在严控与温情
中复苏》，报道了海南自疫情发生以来，
海南省委、省政府果断决策，关口前移，
因地制宜抓防控，五级书记靠前指挥，
同时精准发力、多措并举保复工。同
时，该特刊还配发了两篇专家点评。

报道指出，海南作为全国旅游大
省，春节前夕正值旅游旺季，大量重点
疫区的游客赶往海南，琼岛疫情防控压
力剧增。疫情发生以来，海南省委、省
政府果断决策，把防疫关口前移至琼州
海峡对岸的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守好
防疫的“第一道大门”。五级书记靠前
指挥，齐抓防控，担负起“指挥员”“战斗
员”的责任，让各级党组织成为了战

“疫”一线“主心骨”。如今，随着疫情防

控进入新阶段，海南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建设，各地
复工复产正在有序进行中。

关口前移、因地制宜抓防控方面，
1月23日，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提出
了12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具体防
控意见，将“关口前移”列为第一条。
海口迅速行动起来，把防疫关口前移
至琼州海峡对岸的湛江市徐闻县。海
口市当晚派出首批21名医护和疾控
人员，抵达徐闻海安港驻守。随后又
分批次陆续派出近200名医护、疾控、
特警、港航等工作人员，24小时驻守
海安港、海安新港和粤海铁路北港等
三大港口。

靠前指挥、五级书记抓防控方面，
疫情发生以来，海南省建立了“五级书
记齐抓防控”的指挥体系，并下发通知
明确“五级书记齐抓防控”的八项具体
举措任务，包括加强组织领导、精准摸
底监控、紧盯隔离观察等。全省上下，
从省到村，五级书记靠前指挥，取消休
假到岗带班，深入一线及时掌握疫情，
及时采取行动，坚决担负起“指挥员”

“战斗员”的责任。
关爱帮助、暖心举措促防控方

面，海南各地心系湖北同胞的健康冷
暖，精心安排食宿，提供温馨服务，让
他们在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2月
13日下午，112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滞留三亚的湖北旅客乘坐包机返
回武汉。在海口美兰区的健康服务
管理中心，关怀服务组专门召集了
10余名湖北籍的干部，为远方客人
们配置“亲情热线员”，提供贴心的线
上温馨服务。除了对湖北籍滞留旅
客提供贴心服务，海南更是出台“硬
核”措施关爱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
医护人员。

精准发力、多措并举保复工方面，
连日来，海南各级各部门在疫情防控
的同时，精准发力，对症施策、精准高
效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2月17日，海南首次向社会发布
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分区分级区域

图，区域图反映一定时期内海南各市
县疫情轻重程度，并根据疫情防控进
展实际，经专家评估后不定期地动态
调整发布。

紧接着海南出台做好疫期农民工
到省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务工十条措
施，包括对省重点企业招工给予补助，
对积极复工复产的企业，给予融资支
持，确保投资效益等。

报道说，目前海南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建设，
成效渐显，正紧抓自贸港政策研究和
承接准备工作，力求早安排早收获，确
保能够第一时间承接、落实自贸港总
体方案。

《光明日报》整版刊发海南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建设报道——

海南：让海岛在严控与温情中复苏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王清云

2月27日，风和日丽。万宁小海
边，万城镇周家庄村东海田洋里一派
忙碌景象：两三架插秧机正在田间沿
着直线前进，一路种下绿色的秧苗；
此外，还有田边整理秧苗的、挖开田
埂排水的、田间挥动铁锹平整土地的
身影。

与普通的田洋不一样，这是一块
盐碱地，种的是“海水稻”。

“这稻子和家里种的看起来没
区别呀？能活吗？”今年50岁的万

城镇水边村村民朱阿香卷起裤腿，
手捧秧苗，下到小腿深的泥水里，
仔细补上插秧机遗漏的地方。见
海南日报记者靠近，她提出了心中
的疑问。

这块地是刚刚在万宁市环小海
退塘还耕工作中被“退”出来的，面积
近130亩。

能在盐碱地上种的水稻自然也
不一般。“是经过太空育种培育出的
美香占系列‘海水稻’。这也是该品
种首次大规模种植。”在田边指导农
民开田排水的三亚农科院院长黄琼

君介绍，“海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
形象化称呼，这个品种结实率高、熟
色好，“最重要的是，它能在盐碱地
上种。”

“这也是万宁第一次大规模种植
‘海水稻’。”万宁市政府副市长陈月
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大规模引进

“海水稻”种植，对万宁推动盐碱撂荒
地复耕的意义重大，“万宁有近2万
亩撂荒地，其中沿海一带因盐碱撂荒
的就有6000多亩。而且小海退塘还
耕工作还在进行中，将有更多盐碱地
被‘退出’。”

美香占系列“海水稻”在实验室
中产量能达每亩300公斤至400公
斤。“这个数字非常神奇。”负责种植、
管理“海水稻”的水边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麦孙和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我曾尝试过，在这片地上种了
4亩多常种品种，一棵秧苗都没活。
这水稻能在盐碱地上生长，会是一件
神奇的事。”

“实际产量可能会有出入。”黄琼
君听到麦孙和的话后笑着说，东海田
洋的土地盐碱度分布不均衡，对“海
水稻”的种植、管理都造成影响，“这

与小海的潟湖地形有关。我们将作
为技术指导，全程参与万宁‘海水稻’
的种植。”

“这个产量已经超出我的预期
啦，而且‘海水稻’品牌打出去就很
有特色。”麦孙和也笑着说。尽管
这一批“海水稻”才刚刚插秧，麦孙
和就已经开始谋划注册属于万宁
的“海水稻”商标。“等到‘海水稻’
收割上市，商标也正好注册下来，
希望能成为咱万宁的名牌产品。”
他笑着说。

（本报万城2月27日电）

引进试种130亩“海水稻”，推动盐碱撂荒地复耕

太空稻种“下凡”小海盐碱地

勇士前线“逆行”，
后方全力护航

团省委慰问
海南援助湖北医务人员家庭

本报海口2月27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张
鹏飞）2月27日，团省委一行看望慰问陈锦王、卢
学俊两位“白衣勇士”家庭，为他们送去温暖，帮助
解决我省援助湖北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

近日，我省援助湖北医疗队护士陈锦王因劳
累突发重疾，被诊断为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并得到
及时救治。团省委牵挂陈锦王家庭情况，前往其家
中看望慰问，及时送上生活用品和大病救助慰问
金。团省委一行详细询问陈锦王的身体恢复情况，
通过其家属向他表达了深切问候，并感谢其家庭对
抗击疫情全局工作的大力支持。团省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陈锦王同志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生动诠
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崇高精神，是海南青年的骄傲，值得全省青年学习。

在得知陈锦王家里存在父母患有疾病等情况
后，团省委随即联系、安排医生上门对陈锦王父母
进行体检。

同日，团省委一行还看望了我省援助湖北医疗
队队员、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卢学俊的
妻儿，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并通过他们
向远离家乡、奋战湖北的医务人员表达崇高敬意。

据了解，团省委近期全面启动了关爱疫情防
控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家庭的志愿服务行
动。目前，全省各级团组织立足职能，及时掌握各
市县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家庭的实际需
求，提供学业辅导、心理援助、义务理发、日常生活
用品采买等服务。

亚沙会第二批募捐物资
助力三亚防疫

本报三亚2月27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戴
海英）2月27日，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组
委会将第二批募捐防护物资移交三亚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包括5000个医用
一次性口罩、500双医用一次性手套、600桶卫清
宁过硫酸氢钾复合物粉（配套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喷水壶）和500套医用防护服，价值15.83万元。

在第二批物资募捐过程中，得到了利亚德集
团、海南悦竞高技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和于冰等
爱心人士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利亚德集团第二次支持
亚沙会防疫物资募捐。

据悉，亚沙会组委会创新募捐机制，以赛会赞
助的方式助力防疫。2月2日，组委会发出《关于捐
赠抗击疫情物资的倡议书》后社会各界纷纷响应，
首批募得价值28.4万元的防控物资。而此次募捐
也等同于企业或者个人向亚沙会组委会赞助。

亚沙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批募捐旨
在支持三亚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展示“健康亚
沙、活力亚沙”精神。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陈
创淼 郑峻敬）2月25日上午，在海口
市秀英区东山镇龙湾村地里头，农民
正忙着春耕：有的用农机在田里翻
耕，有的忙着抛秧、施有机肥，到处是
一派繁忙景象。

“陈技术员，快帮我看看这样施
肥够不够。”看到秀英区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农艺师陈照，农民覃贞兼放下
手中的秧苗，向陈照请教起如何做好
水稻苗期的田间管理问题。

“种植前，要在田地里施一些‘送
嫁肥’”“你一亩施磷肥100斤多了，

一亩四十公斤左右就可以了”……陈
照一边在田间地头给农户讲解问题，
一边还要回复微信里不时弹出的农
民关于春耕提出的问题。

为做好春耕春播工作，海口派出
多名农业专技人员到田间地头指导
种植生产，同时成立微信群对农民进
行线上指导，以示范点为基础，以点
带面全力做好春耕春播的服务工作。

“我们对辖区春耕备耕情况开展
了全面调查，因苗、因土提出针对性
管理措施，线上线下开展对农户的技
术指导服务，全力帮助农户解决春耕

备耕遇到的问题。”秀英区农业技术
服务中心主任侯中伟介绍。

上线指导的同时，农资采购也被
“搬”到线上。海口积极推广线上订
购，引导农户通过自己熟悉的有经营
资质、信誉好的经营业户，利用微信
或电话等方式预购农业生产物资，为
春耕备耕备足“粮草”。

同时，为确保春耕生产所需的种
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和农产品运输畅
通，海口严禁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
随意断路封路阻断交通的行为，让农
民有农资可用，保障春耕生产需要。

为提高农民春耕的积极性，海口
各区还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琼
山区以每亩500元的补贴标准，鼓励
农户积极种植；在用工上，以每户
300元的物化补贴，鼓励农户复产复
工；在采购上，以公里数和吨数为衡
量标准，给予采购商一次性资金奖
励。秀英区也安排100万元用于农
业生产及养殖业的扶持。

据了解，海口计划春耕面积23
万亩，其中早稻计划种植面积13.5万
亩，目前已种植面积9.5万亩，占计划
面积70%。

技术员走进田间指导生产、农民线上购买农资……

线上+线下 春耕备耕有实招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杜剑芯

春耕时节，东方市感城镇田间地
头里，农户们正忙着插秧苗，呈现出
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

“近段时间，帮人插秧一天收入就
有300元至500元，不愁自己会返贫，
反而对脱贫致富更有信心了。”2月27
日，在位于感城镇尧文村的海南汇裕
农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
正在耕作的尧文村脱贫户苏离花告诉
记者，在镇村干部的引导下，她到当地

农业企业务工，日均收入300元，这让
她的生活有了保障。除了外出务工，
当地村民都已投入到春耕生产中。

为做好春耕工作，感城镇早谋
划、早安排，组织干部群众修复水利，
确保春耕春种的灌溉用水，同时做好
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的储备工作。
此外，还积极帮助农户对接企业、电
商平台，拓宽农产品销路，为其开展
农业生产筑起一道屏障，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目前，感城镇已有6.7
万亩农田恢复生产。

在四更镇田间地头，处处可见农
民忙春耕生产的场景。2月27日，四
更镇英显村的种植户赵开斌在地里
组织工人种植甘薯。

“在政府帮助下，去年种植的
400亩甘薯有了销路，我的信心更足
了。目前正准备种新一轮甘薯。”赵
开斌说，受疫情影响，前段时间，他的
甘薯销路不畅。当地政府帮他找来
收购商，现在他销路不愁了，种植积
极性也提高了。

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

四更镇扎实推进春耕备耕，协调农技人
员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目
前四更镇水稻种植面积已达8000亩，
甘薯的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各类瓜
菜的种植面积达1万多亩。”四更镇常务
副镇长包修俊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防疫不误生产，春耕不误农
时。在东方各乡镇田间地头，村民
们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有序投入
春耕生产。据悉，全市今年早造计划
种植水稻约 12 万亩，目前已完成
10.8万亩。（本报八所2月27日电）

备农资找销路 农业生产信心足
已完成插秧10.8万亩

冬季瓜菜收购量价齐升

瓜菜卖出去
干部帮大忙

本报营根2月27日电（记者李
梦瑶 通讯员 尹婉妮）2月27日下
午，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
乡南平村的一处瓜菜收购点门前熙
熙攘攘，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将农
民们刚刚拉来的新鲜苦瓜分拣、称
重，正以最快的速度打包装车。

什运乡常务副乡长陈孔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什运乡是琼中冬季瓜菜
的主要种植区，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影
响，该乡有关部门主动联系收购商，增
设收购点，在把好质量安全关之余疏
通运输渠道，确保农业生产稳定有序。

什运乡什统村村民王政提今年
第一次尝试种植冬季瓜菜，不料便
碰上了疫情，让他心急如焚。得知
这一情况后，什统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郑龙立即与乡政府农业部门
对接，为王政提办理好“农药残留检
测报告单”和冬季瓜菜运输通行许
可证，并给往年来村里收购瓜菜的

“老客户”挨个打电话，逐步打通运
销渠道。

随着瓜菜畅销渠道的畅通，农户
们采摘瓜菜的积极性也愈发高涨。

“本来打算春节过后外出务工，受疫
情影响出不去，干脆留在村里帮忙打
包瓜菜。”南平村村民王海莲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什运乡累计
销售苦瓜、青瓜、豆角和辣椒等冬季
瓜菜共计约24吨，销量、价格正同
步稳定回升。

万宁

◀上接A01版
询问前线医疗队救治情况，了解当前医疗队队员
们的身体、精神状况，并嘱咐大家，在前线有任何
困难和需求，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报告，省里将全
力提供保障做好服务。

为落实好前线医疗队服务保障工作，2月11
日，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综合组成立海
南支援湖北医疗队服务保障专项小组，与前线医疗
队的领队建立每日协商机制，及时掌握各医疗队防
控物资和其他迫切需求，给予充分支持保障。

在前线援助中，最为重要的是医疗物资的保
障。截至2月26日，我省向7批援助湖北的医疗
队调拨医用防护口罩2.45万个、N95口罩6970
个、医用外科口罩1000个、医用防护服6200套、
普通防护服4000套、外科手套2.07万双、医用手
套2000双、防护眼罩2400副、一次性防水靴套
2000只。对口支援荆州市医用防护口罩960个、
医用外科口罩200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2000个、
医用防护服2000套、呼吸机及耗材15套，以保障
救援工作正常进行。

除提供物资外，我省还通过网络平台提供医
疗技术支持。2月17日，海南支援湖北抗疫前方
指挥部开通“远程医疗”平台，通过远程医疗视频
连线，我省支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部可组织专家
对前线的重症、危重病人进行会诊，就患者的诊疗
方案提供指导，还可通过平台对各医疗队的人员、
物资、技术进行协调。

不仅要让前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安心，还要让
他们在后方的家人无忧。我省要求各医院党总支
（工会）跟踪了解一线医护人员及家庭情况和实际
需求，安排志愿者开展“多帮一”服务，帮助解决援
助湖北以及一线医务人员家庭在医疗防护物资、
生活必需品保障等方面困难。省卫健委已拨出疫
情防控专项党费46.5万元慰问援助湖北医护人
员，省妇联联合省卫健委、成美慈善基金会给援助
湖北医护人员家庭每周赠送一次爱心瓜菜。

“上周接收到了爱心瓜菜包裹，感谢大家对我
们的关心！”家住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宿舍区
的王丽说，她爱人是驰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从上周
起，她已经接收到了省妇联赠送的爱心瓜菜。

对前线医护人员的安全防护、待遇保障政策
也逐步落实到位。近日，在省应急管理厅、省卫健
委、海南银保监局协调下，一些保险企业联合为一
线疫情防控医护人员推出系列保险产品，我省也
已陆续为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购买办理保险事
宜。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等也联合印
发相关通知，下拨专项经费、开设绿色通道，及时
奖励在抗疫一线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

（本报海口2月27日讯）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中央媒体看海南

人勤春来早 不负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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