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山区企业项目
复工复产情况汇总
（截至3月3日）

工业企业

全区工业企业累计复产有48家，总体
复产率53%，规上工业企业复产率90%。

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做到了6个100%：51家规
模畜禽养殖企业、18家常年蔬菜基地、68
家农药店、68家农资肥料店、70家饲料销
售店、10家农机销售和维修店等涉农企业
达产率均为100%，主要农产品及农资生
产基本恢复正常生产。

累计排查全区村乡道708条，畅通率
达100%。指导督促各镇街、各村（居）委
会及时向鲜活农产品、农资等运输车辆配
发车辆通行证，累计发放439车次。

商贸服务业

辖区内餐饮企业共1344家，正常营业
403家，营业率约为30%；大型商场共6
家，正常营业6家，营业率100%；农贸市场
共20个，市场内的摊位营业率约70%；超
市便利店共681家，正常营业616家，营业
率约为90%；五金建材店共176家，正常营
业97家，营业率约为55%。家政企业共7
家，正常营业1家，营业率约为14%；物流
店共65家，目前正常营业45家，营业率约
为70%。

辖区内276家酒店、宾馆、旅租，排查
发现暂停营业113家，正在营业有163家，
开业率59%，其中3月1日当天复工企业
10家，新增返岗复工100人，均为海口市
内流动人口，返岗复工人员共计716人。

建筑工地

全区建设项目共有82个，新增复工2
个，累计已复工74个，复工率90%。其中，
市管项目37个，新增复工2个，已复工29
个，复工率78%；区管项目45个，已复工
45个，复工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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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战疫 海南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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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农时复春耕 企业项目赶工 商贸热闹渐归

海口琼山：听取百业复工“春之声”

农村花卉苗圃里，
锄头挥舞；红城湖畔复
工建设项目，搅拌机
轰鸣；云龙产业园区
内，加工打包机器马力
开足……防疫未放松，
复工复产的集结号已
然吹响，海口琼山这个
春天依然很忙。

“不负春光，不误
农时，不误工期，不误
发展。”琼山区委书记
陈昊旻要求，全区众志
成城抗击疫情的同时，
要严格按照省、市复工
复产工作部署，在疫情
防控不放松的前提下，
抢农时复春耕，快马加
鞭助力企业建设项目
复工复产。

截至3月3日，琼
山区48家工业企业复
工复产，84个建设项
目复工率已达 90%，
163家酒店宾馆、403
家餐饮企业营业，涉及
“一产”板块的农业生
产复工率做到 6 个
100%：51家规模畜禽
养殖企业、18 家常年
蔬菜基地、68家农药
店、68家农资肥料店、
70家饲料销售店、10
家农机销售和维修店
等涉农企业达产率均
为100%（业态转产除
外）。

春到花开 沃野农事复工忙

3月1日上午，琼山区云龙镇云北路
两侧，云阁村近9000亩的花卉基地内满
是盛开的鲜花，处处可见花卉工人忙碌
的影子。“过几天，就要培育新的种苗，我
们得提前准备好培育土皿。”2月6日，为
了不耽误开春的工期，来自江西的简建
申和妻子就已返回云阁村，一边自我隔
离，一边在自家的苗圃劳作，为花卉移栽
做准备。

凭借着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和热带
气候优势，加上良好政策引导和财政资
金扶持，截至2019底，琼山全区花卉种
植面积约4万亩，占海口全市花卉种植
面积50%，花卉企业上规模的有10家，
从事花卉产业农户800多户，花卉从业
人员 1 万多人，花农年人均收入 5 万

元。花卉种植已经成为琼山区农业生产
重要组成部分，如可让这么大的一个产
业复工，不误农时，是琼山区农业复工复
产重要一环。

“一开始，花农进不了村，但我们很
快就想到了解决办法。”云龙花卉产业
协会理事陈其富介绍，该村花农中，有
一大半是江西等外省人员，花农返村
后，基本就居住在自己花卉苗圃旁简易
房内，每间简易房均相隔几百米。为助
力云阁村花卉基地复工，云阁村委会和
云龙镇花卉产业协会联手，很快制定了
花农复工方案。协会负责包车将外地
花农从车站、机场接回，村委会安排专
门人员帮花农们购买日常用品。这样
一来，花农们就可以安心在自家的苗圃

简易房内自我隔离，同时也可以在简易
房前苗圃内忙农事。

“防疫重要，但是花卉种植不能耽
误。”云阁村内的花卉基地是琼山区最大
的花卉基地，由160多家中小型花卉基
地组成。如今，通过村委会和花卉协会
联手，该村花卉基地已经有3000多花农
复工。

不仅在云龙镇，琼山区其他地方
农业复工复产场面同样火热。近日，
在红旗镇墨桥村北林洋，占地5500亩
的“琼山福稻”一期基地，通过“水水
旱”模式开展高标准水稻轮耕种植。
该基地与墨桥村委会签订 5500 亩生
态优质水稻种植订单，并免费发放价
值36.4万元的1.4万斤稻种，带动180

户墨桥村农户参与种植，年综合亩产
值可达5600元以上，较传统种植方式
增收 4000 元/亩，预计可为墨桥地区
增收2200万元。

据琼山区政府副区长冯柳介绍，
琼山是农业大区，为了不误春耕农事，
努力做到防疫生产“两手硬”，全区全
力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全区主要农产
品及农资生产基本恢复正常生产，形势
由原先的严峻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
与此同时，琼山区认真贯彻落实“一断
三不断”要求，累计排查村乡道708条，
畅通率达100%。指导督促各镇街、各
村（居）委会及时向鲜活农产品、农资等
运输车辆配发车辆通行证，累计发放
439车次。

马达声传 项目建设保进度

桩机、卡车的马达声阵阵……3月2
日上午，海南白驹学校椰海分校项目施
工现场热火朝天，一车车泥土不断往外
送，施工便道不断往前延伸，这所新建的
学校轮廓已初现。

“为了不耽误秋季开学，我们必须确
保在9月份前完成3栋教学楼的建设。”
该项目负责人段国杰称，这是一所完全
小学，其建成后将有力缓解海南白驹学
校学位压力。项目在今年1月份开工，
预计在今年9月份前交付使用。项目建
筑面积达4.6万平方米，建设工程量并不
小。为了确保工期，该项目早在2月21
日就复工。

在美丽的红城湖公园附近，红城湖
片区棚改项目施工现场同样是一片忙碌

的景象。“项目现在正处于前期阶段，接
到复工通知后，我们立即组织第一批工
人投入了前期的挖掘和支护安装工作，
后期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会相继投入
更多建设力量。”施工方海口中建一局和
越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钰卓说，复工
第一天，他们已经组织7名管理人员和
37名工人投入建设。复工一星期后，项
目已经有近百人在施工。

“这边来一辆压路机，将这片卡车拉
过来的土方压实压平整，你们在做填土
标尺的时候，不要太聚集了，尽量分散开
来工作。”在琼山区海丰村昌头村民小组
的国道G360文临公路琼山段WLTJ03
标段项目施工现场，项目经理部经理王
兴权一边指挥现场工作人员开展预制梁

场土方工程建设，一边监督和提醒现场
工人做好防疫。

G360 文临公路琼山段道路全长
28.302公里，涉及琼山区大坡镇和甲子
镇，分三个标段进行项目建设。在大坡
镇大坡村象塘村民小组国道G360文临
公路琼山段WLTJ02标段项目新建工人
宿舍厂区里，该项目经理部副经理王志
鹏表示，2月21日复工以来，项目方就实
行了封闭式管理，每天都组织卡点值班
人员对43名本地工人开展早晚两次体温
检测并进行登记，6名外地工作人员也已
按要求安排在酒店进行14天的观察。

“琼山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区住
建局联合疾控中心、镇（街）等部门成立
服务专班，由专人对项目实行‘一对一’

全程跟踪指导服务，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全方位动员，全力解决建设项目复工难
题。”据琼山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负责人介绍，为落实好建设项目防
疫及复工工作，近期，该区住建部门还持
续深入琼山区第十二小学新建教学综合
楼、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中心、滨江广
场等项目工地，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督
促建筑工地立即整改。

为确保工地建设与防疫工作有序开
展，该区大力推广使用健康一码通系统，
经排查，全区建设项目已返回人员1681
人，3月份计划返回人员2616人，已复
工项目中应注册登记健康码1681人，已
注册登记 1681 人，进度 100%，绿码
1344人。

热闹再现 商贸复业商贾喜

“堵车啦，看来出来逛街的人多
了。”3月1日下午，在家里已经“闷”了
一个多月的市民陈鸿斌，开车前往府
城忠介路步行街，途经中山南路的时
候看到，道路两边商铺已经悉数开门
营业，前几天还略显空荡的道路上，已
经是车水马龙。在府城忠介路步行
街，青石板小路上也满是戴着口罩的
市民，道路两边的服装店、首饰店、手
机店大门敞开，戴着口罩的店员们不
停地向顾客们推销店内物品，府城开
始恢复往日的热闹。

当天下午5时，离日月广场内免税
店打烊时间不到1小时，但是入口处市
民依旧在排长队等候测体温、扫健康码
入场购物。“每天至少有1000多人，中间
我很少有空休息。”协助店员开展防疫工

作的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陈盼
云说，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快一星期
了。而在免税店内一些香化产品柜台
前，工作人员为了减少人员拥挤，纷纷在
柜台前设置了隔离带，引导顾客间隔1
米排队购物。不仅是在免税店，日月广
场已有相当一部分服装店开门营业。在
优衣库服装店大门口，市民同样排起了
长队。“生意不错，如今营业额已经恢复
到了往日一半左右。”该服装店的负责人
王瑞雪称。

在红城湖路，新海府和乐蟹粥店近
期生意较好。尽管入店消费顾客不多，
但是该店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出的
几款产品却大卖。“从2月3日至现在，
每天至少可以销售500多只鸽子。”店
长范盈盈介绍称，为了方便市民消费，

该店在近期不仅推出了两款酱香乳鸽
熟食产品，还推出了生鲜配套菜单，市
民只需在网上下单，该店则将下单食品
送货上门。

除了临街铺面开门营业外，琼山区
宾馆酒店也逐渐恢复营业。3月1日上
午，在凤翔路上，城市森林酒店迎来当天
首批客人。“每天有10多间客房有人入
住，网络订单也慢慢地多起来了。”该酒
店品牌负责人冯清雄介绍，“城市森林”
在琼山区内一共开设两家，目前两家酒
店的生意还不错，相信过一段时间客房
销售率将恢复到正常。

据琼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和娇介
绍，为促进商贸企业复工复产，近日，琼
山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结合行业经营
特点，特意制定了该区准许经营“十小门

店”操作指引，所有“十小门店”都需要落
实“一扫码、二测量、三报告、四避免、五
消毒”五种要求才能开门经营。琼山区
在疫情防控不放松的同时，努力解决居
民生活需求，按照“互联网+”和智慧流
通的要求，大力支持零售业重点企业“接
网触电”，大力发展线上经济、网红经济、
直播经济。

在商贸企业复工的同时，琼山工业
企业复产工作进展同样顺利，包括海口
爱德信矿泉水有限公司、海口永久久印
务有限公司、海口希亚气源有限公司、海
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在内，
目前该区累计近50家工业企业复产复
工，复产员工达1519人。

（策划/其月 撰稿/其月 林先锋 许
晶亮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龙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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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琼山区云龙镇西尔村合作社，村民在采摘青椒。

琼山区忠介路，市民在商
场选购商品。

G360文临公路琼山段，工人在开展
路面施工作业。

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一花卉基地，花
农在忙碌。 王丽娟 摄

琼山区红城湖一带城市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