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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春已来，万物勃发。
2月25日起，白沙组织病媒专业

（PCO）队伍，力推应急消毒工作与病
媒生物防治消杀工作，每天对县城建
成区县医院、各办公大楼、车站以及各
乡镇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进行消毒；
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
的综合科学防治手段，广泛发动城乡
居民群众对背街小巷、建筑工地、村庄
等环境卫生薄弱地带进行清理整治。

2月 24 日，白沙对社会文明大
行动暨“巩卫创文”工作再动员再部
署，力争一年见成效，基本解决环境
脏乱差问题；两年上台阶，实现农村

面貌的根本好转；三年大变样，将乡
镇墟、村庄建成农民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

白沙县委副书记、县长胡翔提出，
做好“一抗三保”工作，既要发挥政府
领导作用，也要提高企业、商户的防控
自觉性，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相关单
位的指导服务工作；既要把疫情防控
任务落到实处，也要兼顾复工复产工
作高效运行，两手抓细抓实抓到位，有
序有力复工复产。

自复工复产以来，按照白沙县委、
县政府部署，一系列民生项目正迎头
赶上，更多的重点项目已在统筹发力
中。2月26日，白沙政府常务会议原
则通过了《白沙黎族自治县2020年重
点项目投资计划》和《白沙黎族自治县
2020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
项目工作实施方案》。据介绍，2020
年，白沙拟定重点项目21个，其中新
开工项目12个，续建项目4个，竣工
项目 5个，21个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43.0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0亿元，
同比增长7%，企业投资项目8个，占
比38.1%。

据悉，当前，白沙仍处于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期，卫健、疾控等部门将及时
指导和帮助企业做好复工复产后疫情
防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发改、城投、市场监管和交
通等部门将想方设法解决企业在交通
运输、生产要素、员工返岗等方面存在
的实际困难，保障企业能够正常开工
和生产，真正做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两不误、两手硬。”

（本报牙叉3月3日电）

白沙统筹发力复工复产，做到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两不误

山城春来早 实干书新篇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陈权

“等这批鸽棚、笼舍建好，我们就
能再多运一些种鸽回来安家了。”3月
3日，白沙牙叉镇莫玛村成片的橡胶
林中，看着建好的鸽棚里，近万只白鸽
在啄食玉米，海口新海府生态鸽业白
沙养殖基地负责人林齐传很欣慰。

在不远处，该基地工人朱绍芬挥
臂驱赶着白鸽展翅飞翔。“咱养的是生
态鸽，就是要引导它们多飞多运动，鸽
肉才有嚼劲！”朱绍芬说。据悉，该企
业自去年8月落地白沙以来，现已建

好了3个鸽棚以及一批配套笼舍，引
进了1万对种鸽进行养殖与育种。

林齐传介绍，该基地规划面积为
70亩，3月，基地还将再引进6000对
种鸽。按照计划，将于今年5月份全
部建好15个鸽棚。届时，该基地至少
可同时容纳3万对种鸽，并开始销售

上市。
白沙扶贫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

经前期洽谈合作，该基地吸纳了白沙
牙叉镇南仲、方香、九架、方平、道埠等
村庄共63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计
获得1000余万元的产业扶贫入股资
金。按照扶贫协议，该基地每年将按

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发放分红，同时，优
先安排当地贫困群众在基地务工，使
贫困群众既能学得一门养殖技术，又
能通过自身辛勤劳动实现增收，有效
巩固脱贫成果。

“育种、养殖、销售、加工，我们企
业的产业链条比较完善，市场前景较

好。”海口新海府生态鸽业董事长陈建
胜介绍，目前，企业已在省内拥有20
余家餐饮门店，同时加速延伸生态鸽
业加工、销售等产业链条，通过一系列
务实的帮扶举措，让当地贫困群众的
生活越过越好。

（本报牙叉3月3日电）

新海府生态鸽业白沙养殖基地加速搭建鸽棚、引育种鸽

小白鸽竞飞翔 孕育脱贫新希望

白沙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项目

按下“快进键”
刷新“进度条”

本报牙叉3月3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咱们得加把劲，把施工进度赶上去！”3
月2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大院停车场，施工
方负责人王德云正在安排五六名工人忙着挖沟、
埋管、放线，准备搅拌水泥浇筑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以下简称充电桩）的基座。

据悉，自2月21日复工复产以来，该项目施
工方已陆续完成白沙公务员小区、碧绿小区、县
政府办公区等充电桩项目的前期安装工程，正在
调试电容，准备近期分批投用。

白沙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省发改
委、省工信厅计划，白沙自2019年 8月开始启
动充电桩项目，将在县城行政办公场所、人流
密集区以及各乡镇选点安装不少于 404 个充
电桩。

为加速推进这一项目，白沙采取“政府+
企业”投资运营的模式，将白沙大致划分为东
西两个片区，其中，东区布点 19处，计划安装
300个充电桩，西区布点 17处，将安装 200个
充电桩。

“充电桩项目是一个惠民工程，可不能耽搁
时间，我们一定会协调各方追赶施工进度。”白沙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由于居民生活小区以及商
场等公共场所布点的工作量较大，需要多个部门
协调，前期工作花了不少时间。从目前的施工进
度来分析，预计3月能基本完成该项目所有的安
装工序，还将加速启动调试、并网等工作，争取尽
快投用。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李刚

“前几天，又有一个收购商进村收
购了5000斤朝天椒，这两天还会过来
收购，市场行情好多了！”3月3日一
早，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对俄村，
赶在中午收购商到村之前，村干部符
越庆带着种植户采摘朝天椒，随即装
袋打包、消毒、转运至开设在村口防控
值班卡口的“一对一”收购点。

不多时，一把把火红的朝天椒被
陆续投放到箩筐之中，丰收的喜悦洋
溢在村民脸上。“朝天椒是一个红火
产业，每亩能种2000株左右，预计亩

均收成四五千斤。”对俄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员陈泽存说，春节前，对俄
村共计235亩朝天椒陆续迎来收成，
自2月底迎来采摘高峰期。好收成
看在眼里，种植户更关心眼下的销路
是否顺畅，这也是驻村干部当下的工
作重点。

据悉，自2月下旬以来，村“两委”

班子与驻村干部组织村民采取错峰劳
作的方式，分组、分批对朝天椒进行细
心管护，确保产量。同时，驻村干部通
过微信视频的方式即时联系农技专
家，通过网络指导、解答村民们在生产
中遇到的难题。此外，对俄村还多渠
道努力打通供销对接绿色通道，协调
进村收购的车辆停放至村防控设卡点

外，在做好车辆消毒的前提下，组织种
植户采摘朝天椒并有序运往指定收购
点，以微信为主要支付方式开展一对
一购销。

“微信收款200元、微信收款400
元、微信收款300元……”在村口防控
值班点旁专设的“一对一”收购点，微
信收款的提示音此起彼伏，紧张而有

序。“有政府、驻村干部以及爱心企业
的结对帮扶与政策支持，我们有信心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实现增产又
增收。”陈泽存介绍，截至目前，该村已
经与周边市县，以及广东的多名收购
商达成收购意向，近期正在分批进村
采摘收购。

（本报牙叉3月3日电）

白沙对俄村多举措拓宽朝天椒产销对接渠道

小红椒卖得俏 扶贫增收见实效

白沙今年将投4.4亿元
支持扶贫项目等

补齐设施短板
壮大集体经济

本报牙叉3月3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崔立娜 李群）海南日报记者3月 3日从白沙黎
族自治县脱贫攻坚指挥部获悉，白沙 2020 年
预计投入 4.4 亿元支持扶贫项目、加快推进幸
福美丽乡村建设。

按照规划，今年白沙继续加大财力物力投入，
通过全面实施巩固提升工程，补齐已脱贫的44个
贫困村及非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确保脱贫户有稳定收入，促进
农村建设由“单项突破”迈入综合发展，助推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据悉，近年来，白沙扶贫部门将整村推进工作
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大力推进农村“五网建
设”，实现自然村公路“村村通”，饮水安全、自然村
电网、行政村光网等全覆盖，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大
为改善。

白沙紧盯重点领域开展监督

看措施实不实
问复工卡在哪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徐海军）近日，
白沙黎族自治县自来水公司、食品公司等6家
县属企业全面恢复生产，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
监委正在多举措压实相关单位主体责任，为推
动当地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保障。

连日来，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一手抓
企业复工复产防疫措施落实情况，一手抓职能
部门支持企业各项政策措施落实的督查；及时
成立以党风室、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等
部门组成的复工复产监督检查组，采取不打招
呼、不发通知、直奔单位和企业的方式深入有关
部门和企业生产一线，对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复
工复产及企业职工返岗、疫情防控宣传、工作场
所消毒、职工注册“健康一码通”、建立职工日检
测制度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推动企业有序有
力复工复产。

该检查组还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立行立改，将
了解到的企业复工复产存在的困难及时反馈至
相关部门，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截至目前，白沙
6家县属企业复工率和职工返岗率均为100%，
群众生产生活所需得到有效保障。此外，白沙各
乡镇纪委、派出监察室也纷纷行动起来，围绕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开展监督检查，助推各项工作
有序展开。

3月 3日，在位于白沙
牙叉镇陨石坑旁的五里路茶
韵共享农庄，千余株荔枝树
迎来了花期，树梢上绽放着
一簇簇白黄相间的荔枝花，
引得蜜蜂飞舞。

该农庄负责人符小芳介
绍，该农庄荔枝园已吸纳了
18户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参
与种植管理。为了更好帮扶
当地群众，今年农庄推出“扶
贫荔枝认养共享”活动，每株
荔枝认养价格为380元，认
养期为1年。每株荔枝保证
提供30斤果实，或提供相应
价值的五里路有机茶叶。

届时，认养者可来荔枝
园浇水、施肥、除草，待挂果
收成时，可实地体验采摘的
乐趣。

（文/本报记者 曾毓慧
图/特约记者 吴峰）

白沙：

扶贫荔枝等您认养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李群

3月2日，在位于白沙牙叉镇茶城
路的高峰村生态移民项目施工现场，
数十名工人正忙着安装塔吊、桩机，或
是俯身浇灌建筑框架，一辆辆满载着
建筑材料的重型运输车不时驶进工
地，处处可见一派忙碌的施工景象。

“再过几天，估计大部分工人都能
到岗了。”项目责任单位之一、白沙城
投公司项目经理朱国平终于不再担心
工程进度了。按照规划，该项目将建
成55栋2层民居以及配套设施，来自
高峰村的百余户村民将于今年内完成

生态移民搬迁。
同一天，在白沙七坊镇阿罗多甘

共享农庄的果蔬大棚里，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朱丽月等忙着剪枝或采收圣女
果。目前，阿罗多甘共享农庄已有过
半员工复工复产，但景区餐饮、住宿等
功能暂不开放。据悉，为促进旅游消
费逐步复苏，自2月21日起，白沙有
序恢复圣哒哒湖畔公园、阿罗多甘共

享农庄、生态茶园等多个露天式景区，
但其他乡村旅游点暂不开放。

既要保障复工复产，也要稳就业
保就业。2月22日至23日，共计270
名白沙籍工人乘坐直通车前往海口文
明东越江通道、白驹大道延长线等工
地务工；2月25日，24名白沙籍务工
人员乘坐从白沙发往万宁直通车，前
往当地的工厂务工。近日，洋浦经济

开发区也带着15个在建项目的356
个就业岗位前来白沙招工，且与多名
白沙籍群众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白沙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温刘
文介绍，连日来，为切实做到疫情防控
与群众就业“两不误”，白沙各部门、各
乡镇积极协调与邀约企业前来白沙招
工；同时，利用各村微信群、电话、广播
等“不见面”方式及时向白沙青松乡、
南开乡等偏远乡镇发布招聘信息，引
导本地群众外出务工，助力解决疫情
防控期间省内企业的用工难题。

“没想到，咱们白沙元门乡的毛薯
最终不但没滞销，还成了‘抢手货’，短
短半个多月就卖了超过13万斤。其
中，咱们村就占了多半。”3月2日，元
门乡向民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剑介绍，
作为“一乡一品”特色扶贫农产品，产
自元门乡的毛薯粉糯甘甜、营养丰富，
每年一二月份开始采挖上市，但今年
因受疫情影响，毛薯销路一度受阻。

在白沙消费扶贫中心以及海南爱
心扶贫网等单位积极协调下，自2月9
日起，白沙扶贫部门通过电商与微信
平台，及时发起“社区、社群电商”农产

品社区团购活动，邀请海口爱心市民
担任社区团购“团长”，负责统计本小
区居民每天采购农产品的需求，再由
白沙驻村扶贫干部协调人员打包、运
送上门。一时间，元门乡粉甜的白沙
毛薯大批量走出偏远山区，成为海口
上百个居民小区青睐的农产品；截至
2月下旬，该毛薯销量已超13万斤。

产自白沙打安镇的紫玉淮山，也
搭乘“社区、社群电商”活动的“顺风

车”，远销至儋州、海口等城市。其中，
白沙打安镇南达村种植户田树贤在一
周之内就卖出了上千斤紫玉淮山。“爱
心消费扶贫很‘给力’，今年我还想多
种点紫玉淮山。”田树贤喜上眉梢。

“海南白沙农场承诺减免1个月
租金，对我们个体商户来说，真是雪中
送炭。”日前，在白沙牙叉中路一花店，
个体商户韦玉萍捧着一纸带着暖意的
免租文件感慨地说。

往年春节期间，都是鲜花、盆栽销
售最旺的时段，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花市十分萧条，韦玉萍经营的花店收
入惨淡。当她正为花店交租金犯愁
时，就收到减免租的利好消息。

据悉，为全面落实《海南省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
企业共渡难关的八条措施》以及白沙
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要求，海南白沙
农场集团有限公司扛起国有企业的责
任与担当，减免包括韦玉萍等近40家
承租商户2020年2月份的租金；经统
计，此次共计减免租金约10万元。

保复工 稳就业

拓销路 减租金

强防控 谋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期，白沙黎族自治县
各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上下一心全力防控疫情，凝
聚起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决心与信心。

春暖花开，又是一年生
机盎然时。2月下旬以来，
白沙推动南开乡高峰村生态
移民项目、阿罗多甘共享农
庄等民生项目加速复工复
产；积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在全县掀起“爱
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
卫生健康大行动热潮；畅通
爱心消费扶贫渠道，全力拓
宽毛薯、紫玉淮山等农产品
销路助农增收。这座生态山
城正在焕发出崭新的生机与
活力。

“统筹发力，做到疫情防
控与脱贫攻坚两不误。”白沙
县委书记刘蔚表示，当前，白
沙仍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要以严上加严的工作作
风，切实做好复工复产和民
生保障，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果，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
社会经济发展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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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马来奕海南公会
向家乡医护人员捐赠农产品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吴
宇斐）3月2日下午，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一批
蜂蜜和山兰米，转交给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和省中医院的工作人员，向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医
护人员表示感谢。这批爱心物资是文莱马来奕海
南公会认购捐赠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听闻家乡农产品滞
销的消息，文莱马来奕海南公会号召马来西亚的
海南乡亲筹集善款，通过省委统战部、海南海外联
谊会等涉侨部门从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打炳村
采购了一批蜂蜜和山兰米。

据了解，此次爱心认购惠及白沙仙婆岭种养
专业合作社和海南青松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农
户38个，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