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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我省暂退6037万元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206家旅行社受益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
谢琛）海南日报记者2月29日获悉，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正加快推进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
证金暂退工作。截至2月28日，全省各级旅文部
门共为206家旅行社核发“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取
款通知书”，共核定暂退质量保证金6037万元。

为支持我省旅行社应对当前经营困难，省旅
文厅积极推动中央有关扶持中小企业政策和“省八
条”“旅六条”落到实处，于2月10日明确暂退我省
旅行社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暂退范围为全省
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的旅行社，暂退金额为依法应交标准的80%。
三亚、海口也分别下发了具体的操作办法，这一举
措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旅行社的资金压力。

省旅文厅要求各市县建立工作台账，并于3
月2日前完成暂退工作。

本报石碌2月29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杨耀
科）今年春节以来，昌江黎族自治县
通过组织贫困人口、脱贫人口进企业
务工、就地打零工、设置临时性公益
岗位等措施，解决贫困人口、脱贫人
口就业难题。

2 月 28 日上午，在昌江海尾镇
大安村旁一块空地，脱贫村民郑家
义正从一辆农用车上往一辆大货车
上搬运冬瓜。他和 11 名村民组成
一个服务队，为来当地收购瓜菜的
客商提供采收、搬运服务。“从地里
摘瓜，然后装满这辆大货车，劳务费

是3600元。”郑家义说，“有时候，我
们一天能装两车，每个人可赚 600
多元工钱。”

据了解，在采收冬瓜这段时间，
大安村有200多名村民从事冬瓜采
收、搬运工作，为村民带来了一笔可
观的收入。

大安村是昌江有名的冬瓜村，

目前全村种植黑皮冬瓜 4300 亩。
“我们村的村民不需要出村就有工
打。”大安村党支部书记陈交宏说，
从打药、搭瓜架，到摘瓜装瓜，这些
工作都需要请人完成，就地务工成
为村中一些贫困人口、脱贫人口的
主要收入来源。

疫情发生以来，昌江当地企业积

极吸纳当地农民就业。在昌江聚源
三角梅花卉基地，大多数工人是本地
人，其中部分是脱贫村民。

此外，昌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推出疫情防控措施，开
发 600 个临时性公益岗位，安排该
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在家门
口就业。

昌江就业局局长李腾空介绍，
该县通过开发疫情防控临时性公益
岗位，促进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劳动力就业，贫困家庭劳动力用工
比例不低于80%，合同服务期限为3
个月，即从2月21日起至5月20日
止，务工补贴标准为昌江最低工资
标准的80%。

昌江多举措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贫困户家门口当“上班族”

本报海口 2 月 29 日讯 （记者
罗霞 通讯员毛永翔 陈力）海南日
报记者2月 29日从省商务厅获悉，
2 月份以来，我省市县、省直部门
及重点产业园区，积极利用海南自
贸港招商引才网（以下简称海招
网）开展网上招商推介会。截至目

前，海招网已上线网上招商推介会
14场。

已上线的14场推介会中，市县推
介会4场，重点园区推介会6场，省直
部门产业推介会4场。

2 月 28 日，琼海市采取直播方
式，借助海招网等平台举办2020年

产业招商网络推介会。推介会后，昌
江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等有
关市县和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等省直
有关部门对此次网络直播招商活动
十分关注，表示后续将通过海招网进
行网上招商直播宣传。

此外，洋浦经济开发区网上招

商推介会、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网上招商推介会、海口国家
高新区网上招商推介会、海口综合
保税区网上招商推介会、海南生态
软件园网上招商推介会、屯昌县网
上招商推介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网上招商推介会等陆续在海招网

上线。
据悉，海招网微信公众号近两日

关注人数增加超1万人。该网将持
续开展网上招商推介会和网上人才
招聘会，多措并举加快推进我省招商
引才工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汇
聚发展动能。

海招网上线14场招商推介会 省际联程班车助农民工出行

出岛打工路通达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程守满 实习生 陈宋釜

“今年我们家的圣女果产量比
去年还好哩。”2月27日，在定安县
定城镇潭黎洋的田间地头，正在地
里采摘圣女果的罗温村种植户王成
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今年圣女果的收购价
虽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但是和年
前收购价格相比，现在圣女果的收
购价格已经回暖，这让他很高兴。

“疫情出现以来，我们村未出
现大量瓜果滞销问题。”罗温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飞云说，
村“两委”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主动对接收购商，收购商在该村设
了2个收购点，收购村民种植的瓜
果蔬菜。

“接下来的价格会越来越好！”王
成杰说，村里的圣女果采摘将持续到
5月份。除了种植圣女果外，他今年
种植的两亩螺丝椒收成也不错。

罗温村村“两委”除了帮助村民

解决瓜菜销售问题，还在农田水利设
施建设等方面做足“功课”。

“以前一到春耕的时候，都担心
水不够用。今年虽然没下多少雨，但
是种水稻的水很充足。”刚在农田插
完秧的村民王延珍说。

罗温村农田用水的主要方式为
从龙州河放水排灌。今年，罗温村共
种植瓜菜约 1800 亩，种植水稻约
150亩，用水量大。为了确保春耕春
种的灌溉用水，今年初该村提前准
备，积极组织干部群众修复水利，按

照春耕时间正常放水灌溉，有效缓解
了农田用水难题。

随着我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罗温村也撤
掉了外来人员排查关卡，以保障道路
运输的顺畅。当前，村民都在有序采
收圣女果或开展春耕春种。

与此同时，罗温村的村干部继续
用高音喇叭向村民普及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知识，内容包括不聚会、不打
麻将等。

（本报定城2月29日电）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镇上的农资店离我们这里差
不多有10公里。有了这个服务中
心，我们买药买肥就方便多了。”2月
27日下午，海口市龙泉镇托村村民
吴兴拎着复合肥等，从海口市供销
社五一田洋为农服务中心大步走了
出来，笑着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海南日报记者跟随吴兴来到他的

辣椒地，一边是大红的辣椒，一边是嫩
绿的茼蒿苗、地瓜苗，两幅画连在一
起，就是吴兴全家人一年的希望。吴
兴介绍，他家今年种了几亩辣椒，春节
以来已采摘了好几批，又一批辣椒马
上就可以摘了。“现在既是冬季瓜菜
收获的季节，又正是春耕的时节。”

海口市供销社五一田洋为农服
务中心，位于一大片农田附近，距离
最近的一个村庄仅有几百米路程。

该中心负责人张余胜介绍：“供销社
从批发商处统一采购农资后，再配
送到全市各个为农服务中心，这样
一来，农资离农民就近了。”

考虑到村民春耕的农资需求，1月
27日该中心就开始恢复营业。张余胜
说：“中心的营业时间跟着村民的需求
走。村民干活早，所以我们每天早上
7点开门，一直营业到下午6点半。”

在五一田洋为农服务中心，海

南日报记者看到了各类复合肥、杀
菌剂等。“这阵子农民的需求量大，
农资卖得快。”张余胜翻出一本台
账，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农资的
入库和售出量。

“还有复合肥不？”一位戴着口
罩的村民风风火火地走进来。“有
哇，今天刚补的货。”张余胜一边回
答，一边忙起来。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记者罗
霞）2月27日，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召开视频
座谈会，共同推动电子信息、航空航
天、船舶、汽车等领域的进出口企业在
海南投资兴业。会后，双方通过视频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更好地支持商会会员企业在海
南投资和开展业务，中国机电产品进
出口商会将在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挂
牌设立海南代表处。海南国际经济发

展局将为该商会及会员企业来海南投
资和开展业务，提供临时办公设备、会
议场所及必要支持。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圣健
表示，2020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关键之年，希望机电商会发挥行业影响
力，推动有实力的会员企业利用自贸港
优惠政策，抓紧布局海南。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将与机电商会建立密切联系，
秉承“我们为企业跑”的服务理念，为机

电商会会员企业在海南投资和开展业
务提供一站式和不间断的服务。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是我国
机电产品进出口行业规模最大的商
会，会员企业近万家，覆盖了机电产品

生产和外贸领域龙头骨干企业和大批
中小企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会长张钰晶表示，该商会将推动会员
企业与海南开展合作，积极搭建会员
企业布局海南的投资平台。

海南国际经发局和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视频签署战略协议

推动重点领域机电企业投资海南

海口兰花产业园:

花香报春归
赶制订单忙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近日，在海口市新坡镇的海口兰
花产业园，百万株兰花开得娇艳。戴
着口罩的工人们在35个大棚里来回
穿梭忙碌。

“我们2月17日复工，目前大约
有40名员工已返岗。”海口兰花产业
园副总经理李伟刚带领海南日报记
者在各个大棚里转了一圈，“春节后，
我们接到了约10笔订单，因交通运
输不畅，目前只发货2笔，还有几十
万株兰花待发货。随着交通运输恢
复正常，我们正在加紧备货、发货。”

走进其中一个大棚，工人韦秀
珍和同事们正细心地为兰花苗浇
水。“公司一通知复工，我就立马回
来了，在家待不住了。”韦秀珍笑道。

当天12时许，到了下班吃饭的
时间，工人们拿着饭盒走进食堂。

“为了避免聚集，有些住得近的工人
选择打包午饭后带回家里吃，在食
堂堂食的工人们分桌用餐。”该兰花
产业园生产队队长梁定足说。

“我们要抓复工复产，也要抓防
疫。每天工人们除了登记信息，进
园前还要量体温。”李伟刚指着角落
的消杀桶介绍说：“我们每天至少对
工作区域消杀3次。”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

洋浦53家规模以上企业复工
复工率超九成

本报洋浦2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郝少波 通讯员王冠丽）截至2月29日，洋浦经济开
发区规模以上企业共56家，已复工复产53家，企业
复工率达94%，人员复工率达86%。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从洋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的。

2月28日上午，在国投裕廊洋浦港集装箱码
头，运输车辆正在忙碌地装运集装箱，码头旁停靠
着“惠湾219”轮，该船将装载金海浆纸业有限公
司的文化纸运往省外，这是今年以来停靠在该码
头的第44艘集装箱船舶。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青介绍，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该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能回来的员工基
本都回来了，目前在隔离的员工仅有10人左右，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影响不大。

据了解，截至2月29日，洋浦共有53家规模
以上企业复产，总用工需求9289人，目前已返岗
复工8066人；全区共有续建及新开工项目45个，
已复工或开工12个；区内经营商户952家，已有
297家恢复营业。

我省交警恢复部分
车驾管业务窗口服务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 （记者良子）2月 2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根据
省委、省政府关于为企业复产复工做好服务保障
的有关要求，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决定有序恢复全
省车驾管业务窗口服务。

据介绍，截至2月28日，我省各地交警已恢
复机动车和驾驶证牌证、远程核发机动车检验合
格标志等业务。3月2日起，我省各地交通违法行
为处理、车辆登记、车辆查验等窗口业务将陆续恢
复。由于驾驶人理论考试、“两个教育”学习业务
涉及人员多、人员过于集中，推迟恢复时间，具体
时间另行告知。

海南交警部门提醒，目前，交通违法处理、牌
证补换领等大部分交管业务均可通过“交管
12123”APP或海南交通安全综合服务互联网平
台办理。如有疑问，市民可随时拨打“0898-
12123”语音热线咨询。

2月29日，在山海高速（五指
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南田
隧道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工
预制构件。

据了解，由中铁十九局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的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
湾高速公路三亚路段近日已复工建
设。工程现场已有154名施工人员
进场，预计3月中旬可达到满负荷
施工状态。

截至2月29日，该工程路基填
方完成90%、路基挖方完成95%、
防护与排水完成32%、桥梁完成
51%、涵洞完成 95%、隧道完成
65%，各项建设工作正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山海高速复工建设

人勤春来早 不负好时光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记者邵长春）2月29
日11时，在广东东莞工作的临高人冯志坚在海口
买到了前往东莞的大巴车票，高兴地踏上了赴粤
务工的旅途。

“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今天上午刚坐海汽快
车从临高来到海口，没想到这么顺利就买到票
了。”冯志坚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在东莞一家工
厂内的餐馆上班，工厂已在7天前复工，工人们在
陆续归岗，厂里早就催他回去了。

2月29日，我省正式恢复了进出海南省际道
路客运班车和客运包车（湖北省除外）。海汽集团
海南省际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叙波说，为了保
障农民工等群体的返岗复工出行需求，该公司已
与广东湛江运输企业合作，采取“联程联运+市内
接驳”的方式帮助农民工出行。省内各市县旅客可
选择乘坐省内海汽快车至海口汽车总站后，再无缝
换乘接驳车到秀英港港口车站，旅客坐船过海后，
在海安车站换乘省际客运车到达各自目的地。

目前，我省省际联程班线运输已恢复海口至
广东、广西线路，并将逐步有序恢复其他线路。
2月29日起发班的有海口至广州、深圳、珠海、化
州、茂名、东莞、中山、湛江的联程车票。全岛各市
县旅客均可通过关注“海汽客运”微信公众号等方
式购买至广东、广西方向联程车票。

“联程联运+市内接驳”乘车指南

1 省内各市县旅客乘坐省内海汽快
车至海口汽车总站

2 无缝换乘接驳车到海口秀英港港
口车站

3 坐船过海后，在海安车站换乘省际
客运车到达各自目的地

购票方式：旅客可通过关注“海汽客
运”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购买联程车票。

定安罗温村村民一边采收果菜一边抢种水稻

采收春种同步 今年农时不误

海口市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开到田洋上

农资送到田头 春种春管不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