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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战疫 海南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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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酒店、旅游景区、商铺等商
贸企业暂停营业，受疫情影响最大。
儋州市政府今年一季度安排300万元
对住宿餐饮等中小企业、个体户贷款贴
息；对全市宾馆酒店给予补助；对A级
旅游景区员工给予补助等，推动商贸企
业“复活”，为市民生活添彩。儋州市副
市长刘冲说：“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全面掌握员工健康状况，从严从细
抓好疫情防控，守好企业‘第一关口’，
确保企业有序有力有效复工营业。”

儋州市旅文局有序推进文体旅
游企业复业，海南热带植物园、东坡
书院等2家3A级旅游景区2月21日
起开门迎客。4位山西游客是东坡书
院新年后的第一批客人，东坡文化旅
游区公司有关负责人杨紧说：“游客
入园必用红外线测温仪测量体温，且
戴口罩才能入园。同时我们对游客
中心、游步道、主要休息区等公共区
域消毒。”此外，海南热带植物园景区
对持有儋州市身份证的游客免费开

放；背诵6首东坡诗词的游客则可免
费游览东坡书院。

松涛人家餐饮有限公司于2月
24日复业，餐馆厨房内，切鸡肉、洗豆
角、旺火炒菜，厨师正紧张烹饪外卖
快餐。目前儋州餐馆复业都暂不开
放堂食，公司总经理蔡金英说：“暂停
营业1个月，房租、人员工资负担重，
防疫期间，不能让客人进入餐馆吃
饭，复业卖外卖，减少一些损失。”截
至3月2日，儋州全市共583家餐馆

通过美团等外卖平台复业；全市共61
家酒店宾馆恢复营业。

在市区，大型商贸企业也重现活
力，为市民提供丰富时尚的商品。2
月22日，儋州夏日国际商业广场复
业，总经理助理何婷表示，每班安排
18个保洁人员每天对公共区域大消
毒2次，卫生间每隔3个小时消毒1
次，为顾客提供舒适、安心、安全的购
物环境。目前商场已有156家商铺
复业，复业率达85%。

政府“雪中送炭”,科学统筹推进防疫和生产

儋州推动全面复工复产复业

儋州市卫健委组织疾控中心人员
科学防控疫情，推动重点项目和重点企
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从市疾控中心
抽调21名业务骨干，组建企业复工复
产返岗人员疫情防控指导组，对已经或
即将复工复产的企业实行梯队式指导，
对检查中发现防控疫情措施不到位的
企业，责令立即整改。儋州将在确保严
防疫情的前提下保障企业安全顺利复
工复产。截至3月2日，该指导组累计
指导32家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海南农垦草畜猪业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3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位
于儋州市光村镇，于2月22日复工。
项目部分管理人员和工人来自省外，
工地防疫措施是否到位？项目投资方
请企业复工复产返岗人员疫情防控指

导组来到施工现场检查指导。2月24
日，儋州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胡波
立即带队来到工地，重点检查复工复
产人员返工时间、“健康码”使用情况、
隔离区设置、项目施工场地防疫措施
等，发现用于隔离工人的房间太少，且
隔离人员4人住1间房；隔离期的工
人自律性差等。胡波说：“4人住1间
房隔离效果不好。虽然很难租到宾
馆、民房作为隔离工人用房，但要想方
设法增加隔离房间，最多2人住1间
房。”他建议设置专人管理隔离期的工
人，不让他们随意串门；来自低风险区
的“绿码”人员，持有当地健康证的工
人可直接上岗。

项目投资方根据胡波的建议加强
了疫情防控，同时让不需要隔离的工人

及早返岗。“儋州对复工复产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支持力度很大，疾控人员上门
指导，很专业，针对性强。”项目负责人
吴万清说，3月2日，该项目返岗复工97
人，省外返岗的15人隔离观察。等工
人到齐后，计划近期内全线开工。

大量省外返岗复工的工人被隔离
14天，增加企业工资成本，也让用工
更紧张。儋州监测省外返岗工人健康
状况，市疾控中心为复工复产企业返
儋人员提供新冠病毒核酸及IgM抗
体快速筛查检测服务，筛查检测没问
题的工人可提前结束隔离返岗复工，
既有效预防输入疫情风险，又对重点
项目复工保驾护航。

位于那大镇的儋州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是市重点项目，总投资6.4亿

元，施工人员大多来自省外，抵达儋州
的时间有早有晚，在隔离的100多名工
人中，有的来了10天，有的才五六天，
有的三四天。2月22日至28日，市疾
控中心有关负责人唐孔珍、林喆等到工
地查看封闭管理是否到位，“点对点”接
送工人上下班是否无缝对接，每天施工
场地消毒是否达标等。同时专门研究
如何在确保防疫的同时，尽快让在隔离
期的健康工人返岗复工。唐孔珍说：

“市疾控中心检测人员采集32名隔离
期重点岗位工人的标本，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及IgM抗体快速筛查检测，并进
行风险评估。核酸检测是阴性的工人，
可提前结束隔离返岗复工。”

“32名重点岗位工人核酸检测是
阴性，可以返岗复工，解决了施工的大

难题。”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有
关负责人王少辉说，项目工期紧，工人
到工地后要隔离14天，影响项目施工
进度，根据快速筛查检测结果，结合评
估尽快安排健康的工人返岗复工，把
被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工人在隔
离期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全身
心投入施工。

截至3月2日，儋州市疾控中心
对10家企业394名工人进行新冠病
毒核酸及IgM抗体快速筛查检测，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儋州市疾控中心有
关负责人冯元贵表示，转变工作职能、
当好政府“参谋”，在做好防控疫情的
同时，把工作重点转到帮助重点项目
和重点企业复工复产上来，为全市经
济平稳发展提供防疫技术支持。

疾控人员保驾护航，指导儋州32家企业安全快速复工复产

看工地防病毒 测核酸护工人

招聘会从线下搬到线上

80多家企业提供
5500多个岗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儋州市启
动线上招聘缓解用工难、找工难，2月26日至3月
31日，在网上举办2020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
月”网络招聘会活动。3月2日，已有80家企业提
供5500多个岗位。这是笔者从儋州市就业服务
中心获悉的。

受疫情影响，儋州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受到
冲击，存在用工缺口；同时，乡村很多农民工找不
到地方务工。为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稳定农
民工就业，儋州市就业服务中心的“春风行动暨就
业援助月”网络招聘会活动于2月26日正式上
线，做到“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引
导用工企业和找工人员线上对接，全力保障稳定
用工，促进城乡劳动者安全有序就业，提高劳动力
供需对接成功率。

求职者只需要扫二维码填写求职登记表，在
岗位专区选择匹配的企业及岗位求职。若专区无
匹配的企业和岗位，儋州市就业服务中心将为求
职者推荐合适岗位，免费帮助推荐就业。

儋州党员干部捐款
支持防疫
组织2.1万余人投入抗疫行动

2月 29日，儋州举行党员干部捐款支持防
疫活动。该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带头捐款，以
实际行动表示对疫情防控的坚定支持，用爱心
行动彰显共产党员的政治自觉和社会责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儋州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精准判断疫
情，构建高效运转的指挥体系，组织2.1万余人投
入到抗疫斗争一线，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参加捐款的党员干部职
工说，要更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坚守工作岗位，
全面履职尽责，积极奉献爱心，为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作出贡献。

据悉，此次所捐款项将统一上缴，用于慰
问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基层干部
群众、公安民警和社区工作者等，同时资助因
患新冠肺炎而遇到生活困难的群众、去世的群
众家属，慰问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牺牲的干部群
众家属。

儋州市近日发布《关于干部职工带头消费支
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倡议书》，市直机关干部带
头上街购物，鼓励市民出门消费，助推商贸企业加
速复业。

3月1日，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来到夏日国
际商业广场、鼎尚时代广场等地带头购物消费，
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恢复广大
市民的消费信心。在儋州扶贫农产品体验馆，
他购买了鸡、地瓜、红米和南瓜，以消费扶贫产
品的方式，减轻疫情给贫困群众带来的影响，持
续巩固脱贫成果。

儋州市委、市政府力推消费市场复苏，市直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除外）饭堂从2月
24日起暂停营业3个月，干部职工以团购方式
向餐饮企业订购午餐。当天中午，在机关饭堂
门口，松涛人家、维也纳酒店、渔家村酒店等6
家餐饮企业给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送外卖，每份
快餐20元，分别配青菜、鸡肉、鸭肉、腊肠、猪肉、
海鱼等。

从2月24日至3月2日，儋州全市62个部门
约1720名机关干部职工先后订购外卖午餐，共消
费17.188万元，以实际行动帮助餐饮等中小企业
和商户渡过难关复业。

好日子餐饮负责人彭康衡说：“在暂停营业1
个月后，政府以实际行动支持商户复业，提振了我
们的信心。”

儋州市委、市政府科
学统筹推进防疫和生产，
于近期出台扶持企业渡过
难关的优惠政策，精准分
类施策，“雪中送炭”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推动
全市农工商企业全面复工
复产复业，经济生机蓬
勃。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
表示：毫不懈怠抓好疫情
防控，尽快恢复正常经济
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咬紧
全年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不放松，全力以赴推动
复工复产和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努力实现第一季度
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
确保实现今年各项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

不误农时，儋州全力以赴组织春
季农业生产，本地农业企业率先复工
复产。截至3月2日，全市共113家
农业企业复产，复工人数达 5737
人。儋州细致落实省“三农”领域“一
抗三保”10条措施，细化为40项具体
任务，出台运销奖补等扶持政策19
条。“坚定信心，紧盯市场需求，结合
本地特色资源，深入挖掘优势潜力，
引导农村、农户发展地方优势特色产
业，实现农民增收、农业产业增效，为
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儋州市委
副书记、市长邹广说。

农业大项目安全复工，加快建

设速度，为儋州农业经济发展增添
强劲动力。2月18日，罗牛山儋州
乐满 20万头生态养殖基地项目复
工，这是儋州第一个复工的农业建
设项目。3月1日，工地上120多名
工人在场内支模板扎钢筋，进行6栋
高养猪楼的基坑施工。“还有200多
名施工人员近日将来工地。”项目负
责人毛耀祖说，这个基地是罗牛山
儋州 80万头生猪产业项目的一部
分，未来还将在雅星镇兴建3座20
万头生态养殖基地，推动儋州现代
农业发展。

儋州市是海南重要的甘蔗产地，

为保住蔗农和糖厂工人的收入，2家
糖厂是儋州最早复产的企业。儋州
海头南华糖业有限公司于1月22日
停产放假，放假前通知蔗农将于1月
31日开榨甘蔗，因此蔗农早早地砍好
了甘蔗。公司工会主席吴欧颖说：

“我们按计划准时复工，保障当地蔗
农如期砍收甘蔗，减少疫情对蔗农和
企业带来的损失。”儋州海头南华糖
业有限公司350多名工人都是儋州
本地人，春节期间没有外出的，也没
人与从湖北回儋州人员密切接触，复
产顺利，一天榨甘蔗2250吨，预计本
榨季榨蔗量13万吨左右。

目前是冬季瓜菜丰收的季节，
儋州是农业大市，年种植冬季瓜菜
面积近7000亩，农业企业充分利用
无疫情区镇村的劳动力，迅速开展
复工复产。为解决冬季瓜菜运输难
题，儋州出台运销奖补政策。近日，
欧亚集团采购总部总经理刘建凯来
到王五镇水鸣坡冬瓜种植基地，收
购反季节黑皮冬瓜32吨运往长春。
他说：“儋州到长春4000多公里，受
疫情影响，运费涨价1万多元，有了
运销奖补，我们才敢收购。”2月 6
日至3月2日，儋州冬季瓜菜共出岛
335车、7800吨。

大项目复工急 农业增添活力

重点项目加速 经济动力强劲

儋州从解决“招工难”、减轻建设
企业负担入手，大力扶持重点项目复
工，推出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组织农民
工返儋务工发放生活补助等优惠政
策。截至3月2日，全市在建的省、市
重点项目共33个，已复工17个，其中
省重点工程复工率达88.8%。

扫清阻拦重点项目建设的障碍，
为重点项目复工创造条件。位于那
大镇东部新区的儋州市体育中心“一
场两馆”项目，总投资9.7亿元。但施
工现场散布着7000多株绿化树亟待

移栽。近日，儋州市城市管理局干部
职工加班加点，组织园林工人518人
次，出动挖掘机、吊车等126台（辆）
次，移走狐尾椰、华棕、榕树、非洲楝、
三角梅等7000多株绿化树。3月2
日，施工现场的挖掘机挥舞巨臂拆除
废弃建筑，铲车在挖填土方、平整场
地。施工方中建一局有关负责人周
璐说：“移植走绿化树后，我们复工力
度逐步加大，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平整
场地、挖掘土方作业。近120名工人
返岗复工。”

儋州滨海新区位于白马井镇，重
点项目用工需求大，儋州发动本地工
人支援重点项目建设，缓解用工荒。
滨海新区污水处理一厂基本建成，但
厂区配套设施尚未完工。受疫情影
响，原来施工人员大多来自广西、湖
北、四川，一时不能返岗复工，施工方
一天要打200多个电话找工人。海
南儋州粤海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志刚说：“我们调整用工思路，转而
请儋州当地有资质的施工队伍，既解
决企业用工难，又给当地群众提供短

期务工机会。”在儋州有关部门、白马
井镇政府支持下，20多名儋州本地工
人参加施工，近日项目顺利复工。白
马井镇居民沈国华说：“在家门口找
到工作，不用外出打工，还能为保护
家乡生态环境出力。”预计厂区配套
设施3月底将全部完工。

食为天肉制品加工有限公司、海
南蓝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工业企业，
也于近日先后复产。截至3月2日，儋
州实际运营的工业规模以上企业16
家，已开工15家，开工率93.75%。

商贸企业“复活” 市民生活添彩

儋州倡议机关干部带头
购物引导消费
助推商贸企业加速复业

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儋州新潮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订单
不断，目前正全力抓好企业复产。

黎有科 摄

(本版撰文/浙人 李珂)

近日，儋州夏日国际商业广场恢复营业，提升
服务，为顾客提供舒适、安心、安全的购物环境。

黎有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