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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加班加点！这批风力发电用产
品，都是计划本周发往德国、美国的
订单。”3月3日上午，在海南金盘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盘
科技）9号厂房内，伴随着机器转动
声和工程车辆来回穿梭的嘈杂声，干
变装配车间经理徐晓对海南日报记
者说道。

工厂内外这些嘈杂又热闹的声
音，在一个月前就已出现——2月3
日，金盘科技海口工厂正式复工，车间
里的机器重新转动，不同岗位人员持
续忙碌。

“目前整个生产线全部开满、员工
加班加点，处在满负荷生产状态。”金
盘科技总经理李辉介绍，公司在做好
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为保证
订单项目尽快交付，他们从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提升单位人效产出等多方
面积极想办法，让工厂在特殊时期的
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

作为一名工作了23年的老员工，
徐晓对今年的特殊情况深有体会：“每
天7点40分上班，要通过二维码信息
登记、戴口罩、测体温、消毒等环节才
能进厂区到岗。”

“全员防疫措施抓得严，吃饭都是
分餐送餐，大家共同努力，既不能对疫

情防控放松警惕，也要抓紧生产。”徐
晓说，生产这批出口变压器需要一周，
必须加班赶产才能按时出厂。

往年1月至2月是金盘科技的销
售淡季，订单不算多，但今年前两个月
却有不少订单。据统计，今年金盘科
技1月至2月订单额超过5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68%，其中出口量同比
增长134%。面对疫情防控工作和订
单逆势增长，金盘科技如何做到短期
内复工复产、满负荷生产？

“我们能快速、顺利复工，离不开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李
辉说，省、市相关领导不仅来到现场指
导复产复工，还为他们免费提供口罩
等防疫物资和采购渠道；此外，将今年
2月至7月的公积金下降至3%、缓缴
3个月社保、将去年缴纳的失业保险
金返还50%给企业等措施，切实为他
们减轻了负担。

在这些“硬核”措施支持下，加上
企业前期扎实的准备工作，金盘科技
复工复产自然底气足，一边抓好防疫，
一边开足马力生产。

“我们在1月22日就启动公司内
部的应急程序，全面开展防疫工作。”
李辉举例说，如要素保障上，金盘科技
在春节前就打好“提前量”，紧急采购
了一批硅钢片、环氧树脂等原材料作
为储备，为满负荷生产提供了“粮草”。

在金盘科技海口工厂厂区，这
样准备充分、紧张有序的状态不仅
出现在生产车间里，还出现在建设
工地上。

“根据工程进度，设备基础预埋，
钢板、线管预埋等工作都要赶上。”金
盘科技海口数字化工厂项目硬件设施
组小组成员林羽臣，站在离9号厂房
数米之隔的施工工地上说道，在他身
后，一座崭新厂房正拔地而起。

目前，该数字化工厂项目已完成
投资约 2.1 亿元，完成总投资额的
65.4%；项目土建工程钢结构主体已
完成。未来，这一国内首个获得“德国
数字化工厂标准（VDI 4499）认证证
书”的数字化工厂，将见证金盘科技的
进一步发展。

“受疫情影响，我们计划在5月
初全部完成厂房建设，设备则在陆续
安装调试中。”李辉说，此次疫情给企

业带来诸多思考，也坚定了他们对未
来发展的信心，希望将多年专业领域
的技术、生产、工艺数据资源与数字
孪生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
深度融合，建立起涵盖产品全生命周
期、全流程、全场景的数字化制造系
统，实现企业研发模式创新、制造模
式创新和运营模式创新，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海口3月3日讯）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满负荷生产、订单逆势增长、数字化工厂抓紧建设

防疫紧抓不放 复工开足马力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你看，我家的辣椒漂亮不？”3
月 3日清早，在海口市新坡镇农丰
村的蔬菜种植基地里，50出头的李
花从木架子上麻利地扯下一个灯
泡大小的泡椒，递到海南日报记者
眼前。

“我家的辣椒卖得可好啦，眼下
又熟了一批，要摘咧。”李花黑黝黝的
脸上是不加掩饰的喜悦。

趁着现在春光正好，该村农丰惠
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工人们抢
抓工时，在田地里忙得热火朝天。只
见连排绵延的木架上，翠绿泡椒挂在
上头，个个饱满油亮。工人们正在木

架间利索又小心地采摘着。
“我们村产的辣椒尤其受市场欢

迎，光春节后就卖出了约 5 万斤。
因此我们从70亩的基地中划出了
30亩，专门种植泡椒和螺丝椒。”农
丰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杨再东一边说着话，一边弯
下腰拨出几根被繁茂枝叶盖住的豆
角：“你看，辣椒上还可以套种豆角，
充分利用空间。”

杨再东告诉记者，眼下辣椒已熟

了好几批，圣女果也个个通红饱满
“待嫁闺中”。“一年之计在于春。我
们从大年初二就开始组织合作社的
村民们下田干活了。”杨再东介绍：

“往年此时，我们得开车去其他镇上
招工。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
多在外务工的村民暂时无法复工，村
民缺工、我们缺人，干脆在本村招了
几十位村民一起春耕，解决了往年春
耕时节人手不足的问题。”

在基地另外40亩菜地里，菠菜

苗、茼蒿苗、上海青苗、荷兰豆苗……
点滴绿意缀在刚吸饱了水分的土地
上，成片成势，展露出蓄势待发的模
样。穿着胶鞋的村民们正蹲低身子
一点点地拔除部分幼苗和野草。

“这叫间苗，”眼见记者走近，正
在间苗的村民林海荣主动介绍道，

“有些苗种得太密了，等再长大些，每
颗苗能分到的日照、空气和营养就不
够了。所以要及时拔掉部分幼苗，留
下壮苗好好长大。”

据记者了解，为增加销路，该
合作社早于2019年10月就开通了
配菜到住宅小区的业务。“我们每
天供给小区的蔬菜，多的时候有上
千斤，少的时候也有几百斤，”该基
地生产负责人陈学书搓着手，满眼
期待地说：“农产品销路拓宽了，需
求量也跟上来了。我们大伙儿得
抢工抢时抓紧干，努力为今年挣个
大丰收！”

（本报海口3月3日讯）

海口新坡镇一蔬菜基地抢抓工时种蔬菜

春耕趁春光 农户盼农丰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宋紫欣

3月2日清晨，飘着“海味”的文
昌市清澜环球码头，渔民陈忠喜麻利
地规整好冰块等物资，通过机器搬运
至渔船上，准备开赴渔场作业。不远
处，出海归来的渔船将一筐筐新鲜的
鱼、虾、蟹运送上岸。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渔民
也一样。你瞧，沿海码头的渔船都出
海了，海上的‘春耕’也繁忙！”陈忠喜
笑着说话时，手上的活儿一点也没耽
误，不一会就收拾妥当。起航前，他
远远地向码头上的工作人员挥了挥
手，表示感谢。

岸上工作人员来自文昌市海洋
执法大队。连日来，为方便渔民群
众复工复产，文昌按照“申报一艘、

审核一艘、审批放行一艘”的要求，
主动“靠前服务”，安排人员在各渔
港码头核对船员身份信息、监测船
员体温、检查渔船防控防护用品配
备和防护措施落实等情况，并在现
场快速完成出海审核程序；渔船进
港时，则要登记好船上人员信息和
渔船停靠位置等情况。

“要有利于渔民开展作业，也要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文昌市海洋执
法大队工作人员刘军说，一般每艘船
由船长或船东代表申报、配合完成检

查和登记，不仅要检查船上是否备有
口罩、消毒液、体温计等，还要测量每
个船员的体温。

在文昌市铺前镇铺渔村，全村
413户都是疍家人，祖祖辈辈以出海
打渔为生。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铺渔村200多艘渔船都按疫情防
控要求停靠在铺前港码头。为将渔
民损失降到最低，铺前镇政府早在2
月20日便组织工作人员强化渔民筛
排登记，协调配备口罩、消毒液等防
疫物资，指导抓好在防疫的前提下有

序复工复产。
“检查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

提倡以家庭为单位作业，并在捕捞过
程中要做好个人卫生和自我防护；二
是捕捞归来后一定要先戴口罩，才能
进行销售。”铺前镇副镇长韩丁衍表
示，该镇同时对文昌以外前来收购水
产品的收购商进行登记，按照要求做
好防疫各项工作。

“出海捕捞的收成看天气，时好
时坏。但不管怎样，出去一趟都不
会空手而归！”铺前镇铺渔北村村民

林全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两天前他
在政府工作人员帮助下，带着儿子
出海作业，收获50多斤笠鱼，收益
1000余元。

海鲜上岸后，有渔民直接“卸
货”给在码头等待的经销商，也有渔
民选择自己拿到市场销售。为提高
渔民收益，铺前镇政府还积极联系，
发动微商，对接海口、文昌等地的大
型社区，将新鲜渔货直接送达消费
者餐桌。

（本报文城3月3日电）

文昌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助沿海渔民有序出海作业

复工出海去 带回鱼虾肥

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乌烈镇和丰扶贫产业园，
贫困户工人们在修剪百香果
架子上的蔓藤，目前该园组
织周边村庄10多名贫困户
投入生产、有序复工。

据介绍，昌江积极落实
“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措
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脱贫攻坚，持续巩固脱贫成
果，切实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收官之战，确保如期完成目
标任务。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图/文

复工忙 百果香

人勤春来早 不负好时光

我省“抗疫助企复工复产
企业线上培训”启幕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李佳飞）为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的教育培训工作，引导广大民营经
济人士加强学习，3月3日，海南省工商联落实全
国工商联有关“企业微课”活动的要求，与格局商
学海南现代总部、人民日报旗下融媒体教育机构
人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正式拉开“抗疫助企
复工复产--企业线上培训”活动序幕，为民营企
业送政策、送技术、送管理。

此次线上培训活动旨在普及疫情防控知识，
帮助企业了解掌握帮扶政策及复工措施，做到防
疫抗疫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培训内容包
含时政趋势、疫情应对、财税管理、经营管理、市场
营销、职业技能等，采用在线培训方式，并在疫情
防控期间免费开放培训资源。

省工商联要求各市县（区）工商联、各商
（协）会用好培训平台，通过各种有效渠道积极
推广，保障培训参与度和培训效果。同时要求
与相关政府部门对接适时开展惠企政策宣传解
读，共助海南各企、事业单位有效复工复产，共
渡难关。

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员皮肤“有恙”

省第五人民医院“妙方”支援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赵

翠玉）“你在前方保护大家，我在后方保护你。”近
日，全社会掀起关爱一线医护人员热潮。海南省
第五人民医院发挥专业特长自制皮肤类药膏，保
障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健康。

据悉，不少支援湖北一线医护人员们反映，由
于不适应湿冷的气候，很多“战士”们出现四肢皮
肤干燥、脱屑、瘙痒等问题，部分医护人员的手出
现了皲裂、红斑等状况。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党委获悉后，发挥皮
肤科专业特长对症下药，紧急从医院药库调拨
近三千只特色院内制剂药膏“尿囊素乳膏”“维
生素E乳膏”及皮肤类药品，连夜打包赠送海南
省人民医院、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西部中心
医院、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乐东黎族自治
县第二人民医院等支援湖北医疗队，以期保障
队员们的肌肤健康。

目前，省第五人民医院仍在加紧制作药膏设
法送往湖北，给前方医护人员多一层保障和温暖。

包车送到工厂门口

昌江助农民工赴粤务工
本报石碌3月3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杨耀科）3月3日上午，昌江黎族
自治县组织20辆海汽商务快车，护送当地400名
农民工赴粤务工，其中包括28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这是昌江连续第4年包车护送当地农民工外
出务工。

据悉，为稳定就业形势，昌江坚持“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就业服务”，实行就业与战“疫”同
步推进。为确保返岗输送工作顺利进行，昌江人
社部门建立“农民工赴广东务工集中输送清单”台
账。同时建立返岗服务联系机制，加强与昌江（广
东）务工服务站联系，实行“点对点”对接，安排“就
业直通车”免费送农民工返岗复工。

“这几年春节过后政府都包车送我们出去打
工，真是太感谢了！”来自乌烈镇峨港村的王全民
说，他和爱人每年春节过后返岗，拎着大包小包很
不方便。“政府直接把大家送到工厂门口，方便又
省事。”

据昌江就业局局长李腾空介绍，此次护送工
作共安排“点对点”就业服务直通车20辆，将返岗
务工人员送到广东深圳、中山、东莞和惠州的用工
企业。为减少乘坐密度，统一采取隔一位坐一人
的方式，同时对车辆进行全面消杀，为务工人员测
量体温、发放口罩，保障农民工安全、有序、健康返
岗复工。

接下来，昌江还将继续全力做好稳就业工作，
精准对接广州等地企业复工复产的时间安排和用
工需求，集中精力做好有外出意愿的农村劳动力
返岗复工保障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一切
努力打通农民工返岗复工“最后一公里”。

儋州举行“春风行动暨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现场招聘

本报那大3月3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何万常）3月3日，由儋州市人社
局、市就业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2020年儋州市

“春风行动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现场招聘会，
24家企业提供2372个工作岗位，吸引750多名
农民工到场求职，118人达成就业意向，其中贫
困户35人。

招聘会现场，工作人员给求职者测量体温、消
毒后，介绍了企业用工情况、薪资待遇、福利、住宿
以及伙食等情况，求职者仔细问询用工企业的岗
位、薪酬、福利等情况，并在意向的企业摊位前认
真填写应聘登记表。儋州市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对贫困户劳动力
的就业意愿进行深入摸底调查，对贫困劳动力实
行精准就业推荐。部分企业则放宽招聘条件，坚
持贫困户优先等原则，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为缓解因疫情导致的用工荒，助力企业顺
利复工，儋州组织企业及市重点项目共同搭建
招聘平台，鼓励本地居民到本地企业工作，并出
台优惠政策。

■ 魏燕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我
省各行业复工复产的节奏加快，为发
展增添了活力。海南金盘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满负荷生产、订单逆势
增长，让人感到振奋。

满负荷，意味着抓住时机，开足马
力，意味着信心十足，上量达产。面对
我省疫情防控形势出现的积极变化，
面对实现今年目标任务的紧迫时间，
只有满负荷复工复产，才能把耽误的
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
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之年，

时间紧，任务重，尤其需要各行业、各
领域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提
升产能。因此，当务之急，一方面要积
极推进复工复产，另一方面要努力实
现满负荷，真正实现复能。

加快推进满负荷复工复产，既复
产更复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
检验着我们的能力和水平。从政府
的角度来说，要精准施策、创造条
件，针对疫情变化及时调整防控措
施，积极落实帮扶举措，推动更多企
业和项目满负荷复工复产，让好政
策、好措施加速释放企业产能，汇聚
全省发展动能。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要坚定信心、咬紧牙关，克服暂时的
困难，把这次疫情当成一次倒逼企业
转型升级的契机，把握新业态、挖掘
新动能，在产业布局、结构调整、科研
攻关上率先一步、提前谋划，用足、用
活、用好各项支持政策，努力把延误
的工期抢回来。

复工复产更复能。加快满负荷
复工复产步伐，是海南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重要保
障。让我们勠力同心、逆风奔跑，按
下恢复产能“快进键”，跑出自贸港建
设“加速度”，奋力实现一季度经济社
会发展良好开局。

生产满负荷 复工更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