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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6条公交线路
恢复运营

本报三亚3月2日电（记者林诗婷）海南日
报记者3月2日从三亚公交集团获悉，为满足企
业复工复产和群众基本出行需求，三亚已逐步恢
复部分城市公交线路运营。

据介绍，三亚近日已恢复运营25路、54路、
58路、崖州3号线、崖州4号线、崖州6号线公交
线路。为确保安全，乘客在乘坐公交车时应全程
佩戴口罩，做好自我防护，做到不戴口罩不上车；
上车须微信扫描公交车上张贴的二维码完成实名
登记，积极配合乘务人员测量体温；坐车时尽量与
其他乘客保持距离；用完的口罩投入垃圾桶，避免
造成二次污染。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李丽莎 实习生 陈宋釜

近日，在琼海市万泉镇罗凌村的
一个菠萝园，一派丰收的景象。种植
户王连平正忙着将采摘下来的菠萝分
拣、装筐，准备装车。

“这批新鲜菠萝差不多有32吨，
将销往广西贵港。”王连平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10多天前，这里可不是此番
景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万泉镇
境内多条道路交通运输不畅，已经成
熟的菠萝销售遇阻。王连平急坏了：

“有果却没人摘，有人摘也没人买，有
人买还运不出去，菠萝产销出现了‘三
连堵’。”

眼看近4万亩菠萝要烂在地里，
王连平等种植户心急如焚。就在这
时，琼海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来到
该菠萝园了解情况，王连平反映了他
们遇到的困难。

“了解情况后，我们立即召开会
议研究解决，制作了车辆通行证、收
购通行证，还协助市政府出台针对农
产品运输车辆的补贴政策，针对采摘
用工难问题拿出了解决办法。”琼海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华涛说。在琼
海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如今该菠萝园
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多，销量从2天不
到 32吨提升至近期 1天 100多吨，
菠萝销价也从每斤0.5元涨到每斤1
元。 （本报嘉积3月2日电）

琼海为种植户解决运输难、用工难问题

打通4万亩菠萝销售“堵点”
东方增设
339个涉疫公益岗位
优先招聘贫困家庭人员

本报八所3月2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符啟慧）“体温正常，注意出门戴口罩，回家记得勤
洗手。”3月2日，在东方市八所镇皇宁村的进村卡
点，皇宁村村民邓长友正在为入村人员测量体温、
做健康登记，并叮嘱他们做好自我防护。

“疫情期间，出门务工不方便。能在家门口就
业，真的很满足了。”邓长友说，他是一名脱贫人口，
政府部门近日给他安排了临时性公益性岗位，主要
负责皇宁村卡点的执勤检查，月工资1200元。

东方市大田镇南尧村脱贫人口杨进光近日也
被安排了公益性岗位，在村里协助疫情防控小组
开展执勤检查等工作。“能得到这份工作，很高
兴。”杨进光说，受疫情影响，他无法外出务工，没
了生活来源，心里很着急。有了这份新工作，他的
压力小了很多。

“申请临时公益性岗位的人员应不属于留观
人员，且身体健康。”东方市就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临时公益性岗位申请人员名单由村“两委”上
报，该局审核通过后，安排专人对符合条件的人员
进行岗前培训，指导其开展防疫工作、学会自我防
护。“1到2天就可以完成全部流程，正式上岗”。

据悉，东方近日增设339个临时公益性岗位，
工作内容主要涉及设卡检查、清洁消毒、日常巡查
等。设置临时公益性岗位暂定时间为3个月，优
先招聘贫困家庭人员。

我省一批农贸市场
恢复活禽交易

本报海口3月2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史全
力 王雪梅）海南日报记者3月2日从省市场监管
局获悉，我省近日在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基础
上，放开活禽销售。截至目前，全省已有54个农贸
市场、集贸市场和便民疏导点恢复活禽交易。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为防止疫情
扩散蔓延，我省及时对全省476个农贸市场、集贸
市场和便民疏导点的活禽交易区实施了暂时关闭
措施。为落实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的发展，省市场监管局近日要求各市县
市场监管部门指导农贸市场、集贸市场、便民疏导
点等在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会商农
业农村、商务等部门及时放开活禽销售。

已恢复活禽交易的54个农贸市场、集贸市场
和便民疏导点，涉及儋州、万宁、澄迈、乐东、陵水、
白沙、琼中7个市县。目前，这些农贸市场、集贸
市场和便民疏导点已做好清洗消毒、开窗通风、人
员佩戴口罩等工作，市民可以安心前往消费。

■ 本报记者 袁宇

2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万宁
市礼纪镇的金椰子果园看到，园内一
片繁忙景象：采摘工人穿梭在椰林中，
将一个个金黄色的椰子从树头摘落，
然后打包、装车。

这批椰子将通过京东商城发至
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据悉，万宁
金椰上架京东商城仅 3 天已拿下
6000 多单。“这批椰子销往全国各
大城市。”万宁市电子商务与物流协
会会长于晴介绍，万宁金椰此前主
要销往省内旅游景区景点、水果超
市及部分加工厂，“疫情出现后，景
区景点关闭，椰汁、椰粉等加工厂还
没有复工，金椰传统销路受到冲击，
必须另谋出路。”她介绍，金椰和蔬
菜等其他农产品相比，有耐储存、方

便全国发货的特点，“为此我们决定
从线上想想办法。”

经过多方考量，于晴选择将万
宁金椰推上京东商城的“抗疫助农”
版块进行线上销售。而万宁金椰也
不负众望，上线2天销量就达5000
多单。

万宁年产金椰近600万个，种植
面积占全省70%以上。线上订单不
断，让万宁市金椰子产业发展协会秘
书长桑文静安了心。“以前种植户对线
上销售不太重视，未来协会将努力开
拓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万宁金椰产业
发展。”

桑文静介绍，万宁金椰正在申请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下一步协会将加
大金椰宣传推广力度，打造品牌，让更
多农户品尝到增收的“甜滋味”。

（本报万城3月2日电）

传统销路不畅，万宁金椰上架京东商城

3天成交6000多单

疫情防控“码”上助力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邓莉敏

“在三亚这些日子里，给您和您
的同事添麻烦了，感谢你们。”3月1
日，湖北籍游客游先生刚下飞机就给
三亚市天涯区儋州社区网格员孙令
为发微信致谢。当天，包括游先生在
内的200多名湖北籍游客在三亚有
关部门的帮助下，按照“集中申报、集
中住店、集中检测、集中返程”的要
求，一同购票乘坐包机返回武汉。

不过，游先生乘机前一度遇到了

麻烦。在离登机仅4个多小时的时
候，游先生和另一位湖北籍游客梅女
士，均因健康码为“黄码”无法通过航
空系统办理乘机手续。原来，2月29
日，因操作失误，游先生和梅女士申
领的健康码显示为“黄码”，这也意味
着他们不能乘坐飞机回乡。

“请您帮帮我们。”2月29日晚，
游先生情急之下拨打电话向孙令为
求助。已在抗疫一线连续奋战多日
的孙令为接到电话后，顾不上吃饭、
放弃轮休，立即上门了解情况、收集

资料，并报告天涯区综治中心。当
晚，天涯区综治中心（网格化服务管
理中心）主任黄周颖逐级上报相关部
门寻求解决办法。

“由于健康码在三亚正处于注册
申领阶段，‘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的核验权限尚未下放至三亚，一旦有
人误填信息生成‘黄码’，短时间内很
难修改。”黄周颖说。

3月1日8时，游先生、梅女士携
带相关证明随包机团队抵达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却无法办理乘机手续，

只能在机场等。孙令为、黄周颖利用
最后几个小时，一方面安抚乘客情
绪，一方面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处理此
事。三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政法委、卫健委、科工信局及
湖北省驻三亚办事处等方面互相配
合，接力做好材料验证、系统推送、申
请授权、信息更正等工作，最终帮助
游先生、梅女士将“黄码”转为“绿
码”，让他们顺利登机返乡。

“外地游客遇到困难联系我们，
这是一份信任更是一份责任。”孙令

为目送湖北籍游客们登机后说。
据悉，三亚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先后于2月13日、
3月1日包机送回滞留三亚的湖北籍
旅客共345人；2月24日以来先后4
次包机接回贵州等地复工返岗人员
共358人。同时对需要复工的125
个重大项目1万多名计划复工人员
进行统计研判，发动基层网格员做好
健康码注册申领工作。截至3月1
日，该市已注册申领健康码63万余
人。 （本报三亚3月2日电）

登机前4个多小时，两名湖北游客的健康码仍未完成“黄转绿”，三亚有关部门接力施援

“马上办”解了游客“码上急”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本报抱由3月2日电（记者李艳
玫 特约记者林东）近日，乐东黎族自
治县有关部门在该县沿海、山区各设
2个农产品集中收购示范点，保价收
购当地农户种植的农产品。

据介绍，为解决当前部分农产品
尤其是扶贫农产品产销对接不畅的问
题，乐东近日在沿海、山区各设2个农
产品集中收购示范点，集中收购茄子、
芒果、黄秋葵、豇豆等当地特色农产
品。4个农产品集中收购示范点分别
为：黄流镇景棠公司物流园集中收购
点、利国镇琼辉果菜冷冻保鲜有限公
司集中收购点、千家镇利民物流公司
集中收购点、抱由镇产地集配中心集
中收购点。

“在当日瓜果菜市场收购价格
低于最低保护价格时，农产品集中
收购示范点的收购商应按最低保护

价收购进入收购点销售的农产品，
并现场向农户付款，事后凭相关凭
证申领补贴。”乐东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此外，自2月28日起，乐东县供
销社在抱由镇老一小多次组织“抗
疫助农消费扶贫瓜果菜配送中心”
线下配送及现场销售活动。该配送
中心通过团购订单配送和现场销售
两种形式销售当地农户特别是贫困
户和吸纳贫困户的合作社（企业）生
产的农产品。

2月28日至3月1日，该配送中心
共收购各类瓜果菜5499斤、鸡蛋3240
枚，惠及贫困人口310户1271人。

据了解，下一步，乐东计划在每一
个镇设立一个农产品集中收购点，不
断拓宽该县农产品特别是冬季瓜菜的
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乐东设4个农产品收购示范点
保价收购农产品

本报海口3月2日讯 （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罗欢 陈霞）海南日报记
者3月2日从省大数据管理局获悉，
海南健康码上线新功能，支持港澳
台、外籍用户3月2日起通过支付宝

登录申领海南健康码。
据悉，港澳台、外籍用户申领健

康码步骤为：首先在支付宝注册并实
名认证；如果已注册支付宝并实名认
证，可直接在支付宝注册申领“海南

健康码”。通过支付宝首页搜索“海
南健康码”或者点击“城市服务”找到

“海南健康码”。授权“海南健康码”
获取姓名、手机号、证件号码、性别、
地区和用户状态等信息，点击“确认

授权”后完成注册步骤登录“海南健
康码”首页。

首次登录的用户，要点击“申领
健康码”，填写用户信息和健康相关
信息，并承诺所填信息真实有效。系

统将结合个人填写信息及防疫大数
据最终生成健康码。

目前，技术团队正在开发椰城市
民云、微信扫码等申领渠道，英文版
海南健康码也即将上线。

港澳台、外籍用户可用支付宝领健康码
英文版海南健康码即将上线

①3月2日，在三亚市政府蔬菜应急调控配送中心，几名工作人员在往一辆卡车上装瓜
菜。这车瓜菜将发往上海华润万家超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②近日，在琼海市万泉镇的一个菠萝园，工人在采摘菠萝装车。在琼海有关部门的支
持下，该菠萝园菠萝订单不断。 通讯员 李丽莎 摄

③2月27日，文昌市蓬莱镇一个农产品收购点的工作人员将从农户那里收来的菠萝
蜜装车，销往本地农贸市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五指山多个茶业基地复工复产

细叶展轻眉
茶农采“绿金”
■ 本报记者 李磊

逾冬回春，又到了春茶采摘季。近日，在五指
山市通什镇、毛阳镇等地，漫山遍野青翠的茶园
里，来自附近村庄的茶农或背着背篓，或手提、肩
挎竹篮，穿梭于茶树中，双手上下翻飞，采摘春
茶。晚上，他们又在茶业基地内，将准备送去加工
的茶青分类。

在通什镇什会村、南定村、番赛村，毛阳镇毛
路村等村庄，当地茶农与五指山妙自然茶业基地
合作，通过“公司+科研机构+合作社+农户+基
地”的模式，发展茶产业。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恰逢春茶采摘时节，茶业基地及时复工复产。

“3月是春茶盛产期，我们严格落实防控措
施，确保疫情防控、春茶采摘两不误，带动当地
农民脱贫致富。”五指山茶叶科学研究所所长、
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雪燕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为了确保茶农采茶安全，茶业基地为茶农配
备了口罩、消毒酒精、红外测温仪等防疫物资。农
户每天采茶前都要测量体温，进行酒精消毒。此
外，茶农的背篓里，还装着各自从家里带来的饭
菜，午饭时间，他们就在茶园内分散吃饭，减少回
家的次数，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我仅今天采摘的茶青就赚了360多元。”3
月2日，面对着翠绿的茶青，通什镇番赛村茶农王
永川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这几年，他们
一家通过种茶走上了致富路。在疫情防控期间，
茶叶基地能及时复工复产，让他对发家致富充满
信心。 （本报通什3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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