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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关爱礼包”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王珊珊）为解决海口支援湖北医务人员的后顾之
忧，2月28日，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海口市妇联
慰问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家庭，送上“关爱礼包”。

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海口市妇联积极购买
了木瓜等一批贫困户农产品和滞销农产品作为慰
问品。党员志愿者也与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家庭结
对，将持续关心结对家庭生活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据了解，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海口市妇联还
将根据支援湖北医务人员未成年子女的需求，提
供“一对一”或“多对一”的线上学业辅导志愿服务
活动；为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心理援助
和法律咨询服务，开展在线家庭亲子阅读等活动。

关爱“最美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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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誓夺双胜利 一线党旗红

洪瑄嵘进村开展爱心义剪志愿服务活动。
通讯员 叶上荣 摄

澄迈脱贫户主动为防控一线人员
和群众解决“头”等大事

爱心义剪助抗疫
尽己所能报党恩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曼专

“‘抖音网红小姐姐’来村里剪头发啦！”2月
26日上午，一则消息在澄迈县加乐镇北统村北统
上村村民小组迅速传开，不少村民陆续赶到村口
大榕树下，按疫情防控要求，有序排起队。一把椅
子、一套剪刀、一面镜子，被村民称为“网红小姐
姐”的洪瑄嵘正全神贯注地为村民理发。

给理发对象披好围布，梳整头发，熟练地使用
电推剪、剪刀、梳子等工具细心地修剪……不一会
儿，洪瑄嵘就给一位村民理出了精神的新发型。
义剪活动持续了2个多小时，在这期间，洪瑄嵘一
刻也没有停歇，先后为20余人提供了义剪服务。

原来，洪瑄嵘家曾是澄迈加乐镇北统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扶下，她家于
2018年脱贫，洪瑄嵘也在海口一家理发店当了理
发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抗“疫”一线的工作人
员无论风雨、不分昼夜坚守岗位，无暇顾及自己的

“头”等大事。这些都被洪瑄嵘看在了眼里，她主
动携带理发工具，上门义务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
以及群众理发。2月22日，她义剪的现场被群众
拍成短视频上传到抖音等平台，众多网友评论点
赞，支持洪瑄嵘的爱心行动，使她一时之间成为

“网红”。
“我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党和政府的帮助，过上

了好日子，现在我也想为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洪
瑄嵘说，疫情发生后，她就想做点什么，以报党恩，

“通过爱心义剪，也算是同大家站在了一起。看到
大家理发后清爽的模样，觉得再辛苦也值得。”

2月14日至今，洪瑄嵘已先后走进加乐镇石
坑村和北统上村、下坑村等3个村庄开展义剪活
动。 （本报金江2月29日电）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最近我们几乎天天出货，发往
省内各市县和广东、湖北等地。今天
这一批熔喷无纺布口罩滤材要发往
华南地区，供给下游企业加工口罩。”
2月27日上午10时许，在海南欣龙
无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龙无
纺公司）中试熔喷线车间的库房里，
一卷卷比人高的无纺布滤材整齐摆
放，等待工作人员转运。车间主任唐
建海站在滤材旁，一边看产品包装，
一边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接下来的转运工作，需要交给公
司储运部部长肖冠愚，滤材等产成品
出入、原料收发、运料协调都属于储
运部负责的工作。身为一名老党员，
肖冠愚还担任着欣龙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欣龙无纺公司
一支部书记的职务。

“这段时间厂里生产的滤材等原
材料供不应求，我们很多同事都是

‘连轴转’，全力保证防控不松、生产
不断。”说话间，肖冠愚手里拿着一份
当天储运清单，清单上列举的一项项
工作，正等着他和同事去完成。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从1月
23日起，欣龙集团党委就要求旗下
相关公司车间不放假、不停机，加紧
生产，尽最大努力保障下游口罩、医

用防护服等产品生产厂家的原料需
求，按时或优先交付疫情防控急需的
相关生产订单。

“据测算，1吨熔喷无纺布可生

产约100万个到 150万个口罩，同
时我们还生产用于防护服加工的原
材料。”欣龙无纺公司党总支书记赵
祥介绍，在集团公司党委和经营班

子的集中指挥下，该公司将有限的
资源向中试熔喷线车间倾斜，竭尽
全力保障设备24小时运行，最大限
度提产能，人员实行轮班制，春节至

今全员无休。
工作环环相扣，少了哪一环都不

行。每一吨熔喷无纺布等产品出厂
的背后，都有着来自技术、设备动力、
生产、质检、储运、水电气保障、后勤
保障等不同岗位人员的共同努力。

“我们生产的高效低阻熔喷无纺
布主要用于医用口罩，每一个环节都
要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把控，确保产品
的过滤效果、呼吸气阻力、微生物等
指标达到标准要求。”作为技术研发
人员，欣龙无纺公司一支部党员、企
业技术中心技术员吴育师在疫情发
生后还领了一项“新任务”——针对
抗击疫情物资需要和市场需求，加紧
研发更有针对性的新技术和新材料，
用于生产不同类型口罩等产品。

事实上，考验存在于每一项具
体工作中。“受疫情影响，给我们供
应卷材纸管的工厂人手紧张，难以
出货。大年初六，我就和同事黄永
强一起，到位于海口狮子岭工业园
区的纸管厂，帮忙打包装、装运，再
把纸管运回工厂。”在肖冠愚看来，
方法总比困难多。

目前，包括肖冠愚、吴育师等人
在内的欣龙无纺一支部10多名在职
正式党员，持续在生产一线奋战，加
班加点、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

海南欣龙无纺股份有限公司一支部全体党员持续奋战在生产一线

加班加点赶订单 保障物资不断供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24小时待命在岗，凌晨3点搬
运防疫物资，忙的时候一天接上百个
电话……”2月28日，三亚市旅游行
业协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三亚旅联）
党支部书记靳莉莉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感慨道，自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忙碌”成了三亚旅
联党支部每一位党员的常态。

每年的春节黄金周对于三亚酒
店、景区、餐饮等行业而言都是一

场大考。突如其来的疫情，相当于
给三亚旅游行业临场换了一份“考
卷”。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疫情发生后，三亚旅联发挥“联合
会+行业协会”机制优势，牵头成立
旅游行业协会专项防控应急小组、旅
游行业疫情防控媒体宣传小组，三亚
旅联副总干事邓勇波、周志斌分别担
任组长，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建立
保障工作群，做好信息上传下达和旅
游行业疫情防控保障工作。

“作为共产党员应以党和人民利
益为重。”除夕当天，周志斌在微信朋
友圈“晒”出父亲对他说的话。铭记
自己入党时的初心，他主动放弃休
假，和同事们奋战在防疫一线。

考虑到游客的安全，三亚旅联
积极协调酒店、景区等旅游企业开
展旅游产品免费退改工作。吉雅
红是三亚旅联党支部的一名党员，
也是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店的客
服经理。及时调解游客与酒店纠
纷问题，做好订单退改服务，是她

的主要工作。吉雅红说，她不仅要
给预定酒店的客人解释退改方案，
还要安抚住店旅客的情绪，“几天
下来，嗓子都哑了。”

为了保障奋战在防控一线的旅
游工作者的安全，三亚旅联还及时汇
总各旅游行业防控物资需求并上报
到三亚市政府，为旅游行业争取防疫
物资。由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三
亚旅联党支部成员柯露退掉了回江
西老家的机票，回到岗位上。“1月28
日凌晨，三亚市紧急采购的一批口罩

运抵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当天凌晨
3点，我们党支部组成30多人的小组
前往机场搬运防疫物资。”柯露说，大
家齐心协力，将市政府拨付的10万
只口罩在3个小时内有序发放到500
余家协会会员企业。

日前三亚A级景区全部恢复营
业，为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三亚
旅联党支部的党员们经常加班到深
夜。“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直到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靳莉莉说。

（本报三亚2月29日电）

三亚市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党支部党员坚守岗位，保障游客和旅游工作者的安全健康

以忙碌“常态”换安全“长态”

日前，欣龙无纺公司中试熔喷线车间内，工人在包装熔喷无纺布产品。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上接A01版
受疫情影响，春节后外地工人迟迟无
法到岗。2月14日，“秀英区复工复
产用工服务保障联盟”正式成立，迅速
搭建了网络平台，让各企业、项目方把
用工需求发布在平台上。“在联盟的帮
助下，我们很快招到了30多名本地

‘共享工人’，实现了顺利复工。”姚顺
民说。

海口还主动对接白沙、五指山等
市县，搭建供需桥梁，为企业推荐建筑
务工人员。

同时，海口制定了复工奖励政策，
劳务公司按企业要求每输出1名劳务
人员给予200元奖励，对复工企业新
增返回工地的工人每人给予1000元
奖励。

“有了真金白银奖励，工人们复工
的积极性更高了！”秀英区人社局局长
刘峰表示。

原材料缺乏，是企业复工后又
一痛点。海口市住建局根据工地复
工具体情况，统筹安排砂石、水泥、
混凝土等建材生产供应，以确保项
目施工进度。此外，经过该局的沟
通协调，华盛水泥厂目前已正式复
产，当前该厂在澄迈厂区的库存量
为 3万吨，能基本满足海口市现有
建设项目的需求。

企业正常运营，防疫物资不可

少。为此，海口市政府相关部门打通
防疫物资保障环节，及时为企业提供
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2月16日
复工前，秀英区住建局给我们项目送
来了3000个口罩，以及体温计、消毒
液等物资。”罗牛山广场二期项目经理
荀晖说，防疫物资保障走在企业开工
之前，解了燃眉之急，让企业能够安心
生产、大干快干。

金融“及时雨”
发放应急贷款为企业减负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支持和
保障。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何忠友
表示，海口各级各部门要精准理解、精
准执行分区分级精准施策的要求，在
做好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加快推动复
工复产，特别是抓好中小微企业扶持
政策落实，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

“疫情发生后，所有的文化演出
活动都取消了。建议金融部门定
制‘复工复产贷’，向类似文化产业
这种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中的小
微企业，快速新增贷款”“希望给公
司最近到期的贷款3至 6个月的宽
限 期 ，维 护 企 业 良 好 的 征 信 记

录”……2 月 22 日上午，海口举行
政银企对接会，来自海口重点园区
的12家企业负责人向海口市政府、
金融机构反映了企业复工复产面
临的资金困难，共同探讨更加高效
便捷的融资措施。

“只有了解清楚企业的真正需求，
才能进一步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海
口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政
银企对接会、上门走访等形式，该市已
组织做好中小企业疫情防控及恢复生
产阶段融资需求调查，汇总了172家
企业31.43亿元的融资需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已经向公司发放了5000万元应急贷
款，让我们吃了‘定心丸’，感谢海口市
金融办的协调帮助。”2月23日下午，
海南成美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接受采
访时说，这笔钱让企业发放工资、采购
原材料及恢复生产有了保障。“这对我
们企业来说，真是一场金融‘及时
雨’！”

除了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海
口市金融办还积极协调银行为企业减
轻还款压力。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调整
多家受疫情影响企业的付息还本时
间，涉及金额1.97亿元。

截至目前，海口已协调金融机构
累计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13.66 亿
元，延期付息还本金额5.94亿元，为

42家小微企业提供担保贷款超1.48
亿元，助力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发展“新动能”
企业“危中寻机”主动转型

政策帮到位，更需自己加把劲。
在海口，面对疫情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很多企业在危机中寻找转机，根据自
身优势主动转型，为企业的长远发展
注入了新动能。

2月28日下午，在海南京润珍珠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灌
装机、贴标机、塑封机等隆隆响起，工
人郭海丽正麻利地把机器中流出的液
体灌装到透明喷雾瓶中。和以往不
同，这段时间郭海丽灌装的不是珍珠
液，而是消毒液。

海南京润珍珠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柯晓龙介绍，该公司原
本是一家生产珍珠系列化妆品的企
业。“受疫情影响，公司的线下门店处
于停业状态，线上的销售量也减少了
很多。同时，公司注意到，海南生产
民用消杀产品的本土企业很少，产品
都需要从省外运输过来。疫情期间，
防疫物资紧张，加上物流不畅，海南
很多药店、超市的酒精、消毒液都处
于断货状态。为满足市民的需求，助
力海南的疫情防控工作，公司决定

‘跨界增营’。”
柯晓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公司

的生产车间本就都是净化车间，化妆
品生产线稍做改造就可生产消毒液。
省、市相关政府部门也给公司开了‘绿
色通道’。“2月14日我们就拿到了消
毒剂等抗疫物资的生产、销售许可，
10天内便设计、生产出了10款消杀
产品，主要分为酒精消毒喷雾、消毒凝
胶、消毒液3大类，日产能最高可达
50万瓶。目前，产品正送往各大小单
位客户。”

同京润珍珠公司一样，海口还有
多家企业积极投入到防疫物资的生产
中。据了解，继2月14日我省首条一
次性医用口罩生产线在康芝药业海南
总厂正式投产后，海南新世通制药有
限公司也引进了我省首条KN95口罩
生产线，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此
外，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皇隆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也纷纷采购了多条
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线，也将于近期
正式投产。

这几家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均表
示，紧急采购口罩生产线主要是为了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提升我省防疫抗
灾物资生产的能力。待疫情结束后，
会考虑将口罩的生产和销售作为公司
长期业务来经营。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

服务“连轴转”企业加油干

◀上接A01版
保单有效期一年。届时，每位入岛游客
均可免费获得一份因感染新冠肺炎、登
革热等流行传染病及自然灾害（台风、
暴雨、洪水、雷击等）等不可抗力原因导
致人身伤亡或产生医疗费用的旅游综

合保险产品，每名游客保障时间为自其
入岛时开始至离岛当天24时终止。

保险方案对投保人责任限额作了
说明：保障对象每人死亡或残疾责任限
额为50万元，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5
万元，每人每次住院补助金50元/天（最

高不超过30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800万元，每人补助费用限额1万元。

方案约定，对入岛至离岛时间最
长不超过90天（短期旅游或旅居）的
游客提供不记名保险。出险时，游客
需提供身份证及入岛凭证（相关火车、

轮渡、飞机、省际客运票据或网上订单
等）、本地住宿凭证（入住酒店的提供
酒店/民宿订单等）或景区门票等，供
投保人及保险人认定游客资格。

保单特约承保游客因在海南省内
确诊新冠肺炎、登革热所造成的住宿

费、交通费（包括但不限于往返机票、
轮渡票、火车票、省际客运票据）损失，
以每人1万元为限，实报实销。关于
传染病潜伏期，保单扩展承保在提供
离岛凭证基础上，自离岛凭证日期起
计算14天为责任终止时间。

我省推出“海南游、疫安心”旅游综合保险产品

发放78万元慰问金
本报那大2月29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王敏权）2月27日至28日，儋州市四
套班子派出慰问小组，分别登门慰问全市78名驰
援湖北医护人员的家属，送上慰问品和共计78万
元的慰问金，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慰问小组表示，医护人员在国家最需要的时
候，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无
私奉献，广大医护人员家属默默照顾家庭，是最美

“逆行者”坚强后盾。儋州市相关部门和有关医院
就驰援湖北医护人员评职称、子女上学等困难，正
在制定专门的政策予以解决。

儋州

筹集款物倾情支援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焦牧溪 实习生吴宇斐）2月28日上午，全省科协
系统筹集的233万元善款、200斤蜂蜜和1300只
口罩交付省慈善总会，用于慰问我省支援湖北医
务人员及家属，向“最美逆行者”表示敬意和感谢。

据悉，连日来，在省科协的倡议下，省级学会、
海南师范大学科协、省农技协、省老科协、海口市
美兰区福宝红宝石莲雾基地等积极捐款捐物。不
仅如此，省科协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络站已多次向
海南省人民医院、三亚中心医院捐赠医用口罩等
防护用品。

科协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