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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文儒镇技术员牵线搭桥

畅通家禽瓜菜销售渠道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镇里农户还有1万多只鸡待出栏，能否再帮
忙销售一些？”2月26日上午，在澄迈县文儒梦之
缘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王拔畅与合作社负责人
张昌进交流最新全镇家禽存栏情况。

王拔畅是文儒镇畜牧站站长，自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他带领25名畜禽技术员，走遍全镇
14个村居委会摸排农户家禽存栏量。

“各村公期取消，道路运输也不畅，活禽屠宰
加工厂关闭，农户们养的鸡鸭突然间没了销路，出
现贱卖都无人收购的情况。”王拔畅说，了解到养
殖户的困难之后，1月31日，他组织畜牧技术员
到全镇10余个养殖大户鸡场进行场地消毒，分发
消毒水、消毒粉等防疫物资，指导消毒工作，同时
与有销路的养殖大户沟通，劝说其帮助无渠道的
农户销售家禽。

张昌进是文儒镇一带有名的养殖大户，其合
作社有23个养殖场，带动7名农户发展养殖。在
春节前，张昌进养殖的大部分鸡已出栏。于是，王
拔畅与张昌进商量，利用其销售渠道，帮助其他农
户销售家禽。

“感谢技术员牵线搭桥，不然这1000多只鸡
真不知道该怎么卖出去。”2月22日，昌文村村民
邱名裕将1000只鸡送往张昌进的合作社，由其代
为销售至三亚。据了解，在王拔畅的帮助下，多家
农户养殖的5000多只鸡找到销路。

除了为家禽找销售渠道，农技员还为瓜菜找
到收购商。邱名裕所在的昌文村瓜菜种植户多，
全村500多亩菜地。眼下正是辣椒、豆角上市季，
然而为防控疫情，外地瓜菜收购车辆无法进村收
购瓜菜，一些菜农出现消极态度，对菜地失管。

了解到菜农的难处后，文儒镇农产品质量检
测员全丁勇每日早早来到昌文村，一方面检测农
户瓜菜农残，一方面协调瓜菜收购车在村内空旷
处停留，组织农户有序售卖瓜菜。

2月26日11时，海南日报记者在昌文村冬季
瓜菜临时收购点看到，村民们戴着口罩，骑着满载
豆角的三轮车，陆续前来售卖。“冬季瓜菜是我们
一年收入的重要来源，整个村一天能销售一万多
斤，渠道畅通了，大家的种菜信心才更高。”村民邱
勋明边卸豆角边说。 （本报金江2月27日电）

面对疫情危机，企业、园区创
新方式积极应对，澄迈县政府积极
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鼓足企业复
工复产信心。

2月25日，澄迈县政府公布对
返琼务工人员按每人每天200元
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及交通补
贴。可以申请补贴的企业，涉及承
建省县重点项目的企业、生产型企
业中的51家规模以上企业及其他
属于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服务型
企业涉及防疫配套服务的企业。

“返岗隔离期间的费用由政府
承担，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海
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钟师说，1名工人隔离观察14
天需要大约3000元生活费，返岗
工人越多，企业的负担越重。“有了
这个政策，我们就没有顾虑了。公
司正在组织更多外地工人返岗，也
在积极招募本地工人。”

此前，为促进企业尤其是中小
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保持经济平稳
运行，澄迈出台《澄迈县支持企业积
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举措》。

“澄迈还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企业采取‘一企一策’的方式予以
重点扶持。”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

“老城开发区在积极帮助招
工，我们预计还将招收600人，相
信不久以后企业能恢复疫前状
态。”钟师说，如今该公司饲料生
产、渔业加工已全面复产。

据了解，澄迈县人社局等有关
部门为企业提供线上招聘服务和
用工指导，支持困难企业开展职工
在岗培训，提高企业与劳动者“点
对点”对接率。澄迈县成立企业复
工复产公益律师服务团，在疫情防
控期间为企业和企业员工提供免
费的法律援助，解答和处理劳动用
工、合同履约、商事纠纷、金融借贷
等诸多方面的法律问题。

（本报金江2月27日电）

澄迈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以“有形之手”助产业加速“回血”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刚养一批新鸡苗，有了销路、饲
料，不等这批鸡出栏，市场也会好起
来。”2月25日11时，澄迈县永发镇道
吉村养殖户唐鹏文一边在自家鸡棚喂
食，一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他家的
鸡棚，4000只小鸡叽叽喳喳抢着啄
食，好不热闹。据了解，唐鹏文一共养
了3000只待出栏的鸡和4000只鸡苗。

而在一个月前，唐鹏文可不像现在
这样乐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一
整个春节都在为鸡饲料和销路发愁。

当时，为防控疫情，岛内外活禽屠
宰市场基本关停，交通运输重重阻隔，
饲料厂延迟生产。唐鹏文所在的合作
社——衍旭种养专业合作社是澄迈县
永发镇最大的养殖合作社，销量严重
下跌，饲料储备告急。

“最严重时候，农户养了几个月的

鸡10元一只都卖不出去，造成鸡压
栏。合作社的鸡苗无人敢喂养，只好
一批批处理掉。”衍旭种养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黄衍旭说，自2017年开始，合
作社注册“永灵福”品牌，以“基地+合
作社”的模式打造澄迈永灵福鸡产业
扶贫项目。长期以来，基地为农户提
供养殖技术、销售渠道、启动资金等带
动农户养鸡脱贫。疫情发生后，合作
社今年春节前在永发镇大山村投产的
种鸡场也一度无法正常运营。

农户和合作社的困难引起了澄迈
县委、县政府的关注。2月以来，澄迈
县多次召开疫情防控期间相关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会，部署老城经济开发区
在做好防控的基础上，加大对饲料、医
药企业复产工作的指导力度，支持引
导新希望农牧、通威饲料等6家饲料
企业自1月30日起陆续复产。

“县政府又与企业及时协调，确保

每天20吨饲料供给合作社，让农户每
天的饲料用量得以保证。”黄衍旭说，
不仅如此，2月3日，永发镇政府主动
发布福鸡认购倡议书，号召全镇干部
职工购买。随即县政府相关网络平台
也主动转发，帮助合作社找销路。

同时，衍旭种养专业合作社也在积
极想想办法，与村居委会对接，以微信
群接龙形式接订单。“本地销售减少运
输成本，农户们也减少外出买菜感染风
险，一举多得。”黄衍旭说，另外合作社
还接收海口、澄迈金江等地小区居民的
订单，由合作社派专车直销进小区。目
前，合作社已帮助农户销售9万余只鸡。

上游饲料生产企业复工，销售渠
道逐渐畅通，养殖户的信心又回来
了。“虽说我的5个鸡棚一天消耗800
斤饲料，但只要提前一天向合作社报
备饲料，第二天就安排饲料送来了。”
唐鹏文说，眼见形势好转，2月15日，

他主动从合作社领回4000只鸡苗。
“孵化场已经全面复工，一天能孵

化1万只鸡苗，还不够，养殖户天天给
我打电话，催要鸡苗。”黄衍旭说，孵化
场、种鸡场已经复岗，一共38名本地
工人在岗，并计划继续招收工人。

在孵化间，看着工人们忙碌的情
景，黄衍旭感慨万分，“艰难时刻，政府
帮了大忙。永发镇加快审批，提前拨
付了200万元扶贫资金，解决了资金
周转难题，还帮助招收工人。”

（本报金江2月27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黄文，赶紧过来搭把手把豇豆装
上车。”“老板，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明
早10点我再送一批过来”……2月26
日17时，太阳西沉，本是歇工时分，但
是在澄迈县金江镇东林村的一个豇豆
收购点，10多名戴着口罩的村民忙着将
一大捆一大捆豇豆装上车，收购商苏维
全除了要忙着指挥工人干活，还要忙着
收购村民送来的豇豆。

收购点前面就是一片田洋，当地
人称之为东排洋。一阵马达声传来，
紧临收购点的一块水稻田被铁犁耙
翻开一道泥棱，泥土芳香迎面扑来。

放眼望去，绿油油的瓜菜地里，不时
跳跃出成片新翻耕的田泥。“我家的
豇豆这几天采摘快结束了，今天有点
儿空赶紧翻耕稻田。”村民吴苏齐开
着拖拉机开始在自家稻田里“撒欢”，
妻子则在旁边的辣椒地里摘当天最
后一批辣椒。

忙碌的不只是吴苏齐。在东排洋
内，犁地拖拉机马达声此起彼伏，绿色瓜
菜地里也满是忙碌着采摘的村民。

每年的2月，是金江镇乡村最忙
的季节，除了要忙着采摘豇豆、辣椒等
冬季瓜菜，还要忙着为春耕准备。尽
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今年金江
镇乡村一样忙，村民除了做好防疫工

作，春种采摘的农活一点也没有耽
误。在金江镇长安墟，10多个收购点
前摆满了村民送来的豇豆、辣椒等冬
季瓜菜，运送瓜菜的卡车不时从乡道、
村道开出。

当地村民春种春收积极性之所以
这么高，要得益于该镇出台的保生产
方案。为鼓励村民种植积极性，该镇
发放600元/亩种植补贴，发动全镇15
个扶贫合作社（公司）利用农村闲置农
田种植蔬菜，总面积达150亩。为确
保本地冬季瓜菜能够顺利销售出去，
该镇还及时组织镇农业服务中心农产
品质量监测站向岛内鲜活农产品运输
车辆签发车辆通行证，2月11日至20

日，累计发放岛内通行证120单。
“从2月1日至今，全镇已向外销

售985车冬季瓜菜，销售量达2.59万
吨。”金江镇常务副镇长王磊称，尽管
疫情对该镇冬季瓜菜销售初期形成
一定影响，但是通过近期各类鼓励政
策，目前该镇冬季瓜菜销售已经恢复
正常。不仅如此，该镇还积极引导农
户主动拓宽市场渠道自救，截至2月
20日，全镇已售肉鹅3.4万羽，鸡4.6
万羽，鸭 2.5 万羽，极大缓解存栏压
力。目前，该镇鸡鸭鹅等禽类种苗存
栏总体大于待售成品。

据了解，为最大力度拓宽冬季瓜
果菜的运销渠道，澄迈县还出台政策

补贴采购商，凡在该县收购的冬季瓜
果菜，按销往目的地里程，每公里每吨
给予0.18 元-0.22 元不等的运费补
贴。销往目的地距离1000公里以内，
每公里每吨给予0.18元补贴；销往目
的地距离1000公里-2000公里以内，
每公里每吨给予0.2元补贴；销往目的
地距离2000公里以上，每公里每吨给
予0.22元补贴。对采购总量达到一定
数量的采购商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
采购量在0.5万吨-0.8万吨（含0.8万
吨）的，奖励20万元；采购量在0.8万
吨-1万吨（含1万吨）的，奖励30万
元；采购量在1万吨以上的，奖励50万
元。 （本报金江2月27日电）

澄迈音乐人填词谱曲

制作抗疫公益歌曲
献给一线工作者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吹红三角梅，是南渡江的风，一声惊雷，划破
了天空，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每一个春天一定
会来临……”近日，一首抗疫公益歌曲《最美的笑
容》在澄迈人的朋友圈火起来。积极向上的歌词，
MV中展示的澄迈抗疫人物故事引起人们的共鸣。

“每天在家自我隔离，看到基层干部日夜在卡
点值守，医护人员、志愿者不顾危险冲在一线，他们
值得被铭记、被歌颂。”谈起创作初衷，词曲创作者、
澄迈县音乐人陈俊宇表示，平凡人冲在一线做不平
凡的事，让他深受感动和鼓舞。

2月17日开始，陈俊宇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反
复琢磨，作词编曲，并从福山镇的家里把电脑搬到
金江镇的工作室，进行歌曲录制和后期混音。两
天两夜，一曲《最美的笑容》录制好，陈俊宇又找朋
友商量录制视频，献给防疫一线工作者。

“拍摄、录歌曲、整理素材，几个人线上交流，
大家跟我一样，都想做点什么。”陈俊宇说，为了拍
摄制作视频找朋友商量，没想到朋友一拍即合，立
即加入进来。

澄迈摄影师王家专听说陈俊宇的想法后第一
个站出支持，并提供了自己平时拍摄录制的抗疫
影像。2月19日一早，两人又扛起相机，跑遍澄
迈乡镇、医院、景点等，搜集画面。

2月21日6时30分许，经过连日努力制作的
歌曲《最美的笑容》在网络上推出。配合着“我相
信爱是一粒可以燎原的小小星火，让我们手牵手，
期待春暖花开……一定回来的，暖阳里，让我们摘
下口罩露出最美的笑容”唱词，澄迈县人民医院医
护人员出征武汉、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村民自发
为医院献血、瑞溪镇罗浮村青年志愿者义务在村
口值守等感人瞬间，一一在视频中呈现。

“看到大家众志成城，内心涌动着热血，此刻
感叹民族凝聚力，对早日战胜疫情充满信心。”视
频剪辑者蔡科文说，大街、景区、商场冷清的画面
与防疫工作者一腔热血冲在前线的场景，形成强
烈反差，希望能鼓舞社会各界人士行动起来，为抗
击疫情做力所能及的事。

（本报金江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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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于亚楠

测量体温、登记健
康信息……2月27日8
时，在澄迈县老城镇北
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
外国语学校项目建设工
地入口处，安保人员对
每一名准备进场的工人
进行检查。在项目建筑
内部和外部，工人们正
忙着刷墙灰、贴地砖等。

“教学楼、食堂、宿
舍楼等主体建筑已全部
完工，目前剩内外装
修。”该项目负责人张大
军看着眼前繁忙的工程
说，项目目前有200人
在施工，还有一批工人
的隔离期即将结束，未
来几天，项目施工人员
将逐步增加。

这是身处“非常时
期”的澄迈县有序复工
复产的写照。随着疫情
防控工作向好发展及推
动复工复产措施的不断
完善和落地，澄迈工业
企业发展信心正在不断
增强。

2月27日上午，位于澄迈县的老
城经济开发区的通威（海南）水产食品
有限公司饲料分公司（以下简称通威
饲料公司），工人们正忙着生产、打包、
转运畜禽饲料。“我们1月31日就投
入复工复产，生产线24小时运转不
停，每天能生产1200吨饲料。”通威饲
料公司生产总监伍克枫说。

同样，在拥有京东区域总部项目、
苏宁电器项目、丰树集团项目、腾讯生

态村等重点项目的澄迈金马物流园，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各个工地现场如
火如荼建设，处处弥漫着抢时间、争进
度、早开工、快投产的紧张氛围。

“苏宁项目现在主要任务是填土
方，目前大约填了四十万方。这个项
目按照倒排工期的时间节点来计算，
加班加点争取赶在工期前完成。”金马
现代物流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老城经济开发区、金马现代物流

园区复工复产率也在逐步提高。截至
2月27日，老城经济开发区现有实体
企业共120家，已复工企业85家。金
马现代物流园区投产企业及在建项目
共计23个，其中已投产企业11家，在
建项目12个，已复工企业9家，复产
率达100%，已复工工地2个。

连日来，澄迈努力降低疫情对生
产经营的影响，抓好春节后生产的黄
金季节，迎难而上，复工复产。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先行。为了
保障企业复工和工人健康，澄迈县疫
情防控指挥部紧急拨付3.4万个口罩
给老城经济开发区，帮助企业解决防
控物资紧缺问题。老城经济开发区与
区内的酒店宾馆协调，以低于市场的
价格提供给企业使用，帮助企业解决
集中居住和隔离场所问题。

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是考验营
商环境。能否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真
心实意、及时主动为其纾困，不仅会影
响一批企业的前途命运，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营商环境水平。

老城经济开发区实行复工复产企
业备案制度，即拟复工复产的建筑工

地、实体企业在防控机制、员工排查、
设施物资、内部管理、隐患整改等“五
个到位”的前提下，向园区行业主管部
门提交备案申请。

“前一天递交复工人数、防疫措
施、应急预案等复工申请材料，第二
天上午就得到答复，即刻复工，开发
区审批效率很高。”伍克枫说，老城地
区还组建了复工复产专项工作组，下
沉到企业现场开展复工复产指导服
务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金马现代物流园实
施政务线上办理、“不见面”审批。“针对
不同企业、项目的工作需求，如必须见
面办理的，由七大防疫工作组开展‘登

门送服务’，尽力为园区企业复产、重点
项目工地顺利复工扫清障碍。”金马现
代物流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位于海南生态软件园、主营中西
药品研发及销售的海南顿斯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顿斯医药）在疫情
期间出现流动资金周转困难。“公司、
银行、园区三方线上对接，及时为顿斯
医药发放‘园企贷’870万元，解决了
资金周转难题。”海南生态软件园相关
负责人表示，了解到企业的困难之后，
海南生态软件园集团有限公司作担
保，银行通过电话、微信、邮件等形式
线上办理，顺利完成“园企贷”发放，为
公司化解了资金危机。

企业复工复产忙

疫情检验营商环境

澄迈金江镇鼓励春耕保生产

春种春收，东排洋很忙

政策鼓足复工复产信心

A

B

C

澄迈衍旭种养专业合作社配送饲料，保障销售

想方设法找销路 农户养鸡劲头足

爱心协会和企业
为澄迈捐赠防疫物资

本报金江2月27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张仁圣）2月27日上午，香港海南青年联合会、香
港澄迈同乡联谊会向澄迈捐赠一批N95口罩和
防护服，价值17.9万元。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捐赠一批体温枪，价值11.3万元，助
力澄迈县疫情防控工作。

香港澄迈同乡联谊会会长王韦舜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自疫情发生以来，香港海南青年联合会、香
港澄迈同乡联谊会心怀故乡，时刻关注着家乡疫情
情况，通过在港的乡亲，组织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订
购防疫物资送回家乡，助力家乡积极应对防控工作。

澄迈玉禾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纲
表示，作为服务于澄迈的企业，在搞好环境卫生的
基础上，通过捐赠的方式，奉献一片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