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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韩圆圆

3月3日下午，齐鲁制药（海南）
有限公司注射剂车间里，包装组班组
长符倩正在娴熟地将流水线上的药
品整理入箱。自2月3日复工以来，
这个车间每天能生产注射制剂10万
支，工人轮班，车间从未停工，大家都
干劲十足，比往年更加积极。

“作为医药企业员工，在疫情期
间尽早复工，生产更多药品供应市
场，是义不容辞并且自豪的事情。”已
在公司工作15年的符倩说。

受疫情影响，齐鲁制药（海南）有
限公司和多数企业一样面临巨大压
力，2019年年底公司两个产品顺利
获批，市场需求摆在眼前，企业恢复
生产的需求迫在眉睫。

于是，在严格防疫前提下，公司
迅速执行封闭式管理，紧急召回员工
进行生产。生产总监郭敏带领两个
车间投入生产，从春节起就坚守在生
产一线。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有700
余名员工到岗，约占总人数的99%，
并快速恢复开产率为100%的状态，
确保药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正常供
应。

为确保防控疫情、发展生产两
不误，复工伊始，齐鲁制药（海南）
有限公司相继制定《关于做好加强
疫情防控的通知》《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应急预案》
《疫情期间宿舍管理规定》等近10
项管理规定及注意事项并逐级落
实。不仅细化了疫情防控期间的
人员健康管理，还确保了安全生产
的有序进行，为打赢这场战“疫”提
供了有力支撑。

郭敏表示，复工过程中企业从人
员安排、生产安排、设备增加更新上
都苦下功夫，最大限度提升公司产

能，同时严格执行消杀等疫情防控措
施，确保安全生产。

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公司也遇
到了诸多问题：譬如物流方面，原料
进不来、产品发不出等难题得到了
省、市相关部门的有力支持；海南省
工信厅也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举措；海口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现场进行协调，迅速帮
助企业解决招工难等问题。在省市
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积极想
办法、拿措施，有效调度了各类生产
所需，成功化“危”为“机”。

产值就是有力证明：据统计，今

年前两个月，在保障国内市场的供应
下，公司顺利完成了310余万支注射
剂和251万余片口服制剂等出口美
国产品的生产，并累计完成工业产值
3.2亿元。

据介绍，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
司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入、
加快抗新冠病毒药物的研发和生产，
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抢进度，争取在
最短的时间进行批量生产出质量合
格的产品，早日惠及群众，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贡献企业力量。

（本报海口3月5日讯）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满负荷复工复产

今年前两月完成工业产值3.2亿元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路基水稳层笔直向前延伸，一车
车碎石料不断倾泻……3月4日，海
口市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工程
项目迎来全员复工第一天，分散在
8.5公里长工地上的700多名工人在
各自岗位上忙碌着。

“项目预计6月全部完工，届时江
东新区内第二条‘主动脉’道路将全
线通车。”站在项目东延线新铺设的
沥青路面上，中交四航局（白驹）项目
部党委副书记胡哆咪介绍，目前，整
个项目工程量完成近九成，3个标段、
10多个工程班组已全员上岗，全部恢

复至24小时不停工的施工状态。
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工程

属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
（第二批）集中开工的项目，同时也
是省、市重点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海
口市中心区连接江东新区的城市主
干道。项目起点位于白驹大道与琼
山大道交汇处，终点位于桂林洋防
潮堤，全长约8.63公里。通车后将
极大缓解海口东部连接外城区的交
通压力，并对江东新区建设起到重要
推动作用。

如此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工期
不能耽误。今年春节期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工人返岗复工问题一度

成为该项目推进的难点。
“超过一半的建筑工人来自省

外，且居住在项目沿线的23栋民房
内。”胡哆咪说，为方便项目工人上下
班，施工单位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
限公司早在去年开工时，就租下沿线
村庄的23栋民房作为建筑工人宿
舍。但这原本为工人谋便利的举措，
却导致该项目春节后复工出现了难
题：因防疫工作的需要，该项目从省
外返回工人无法进村居住顺利复工。

一边是亟待完成的施工作业，一
边是工人无法正常返岗，这个难题怎
么解决？“从2月10日开始，我们先
后整体租赁3家酒店，为工人提供了

近200间客房，解决返岗工人的暂住
及前期隔离难题。”胡哆咪表示，从2
月24日开始，自省外返回的500多
名建筑工人陆续结束隔离，顺利返回
之前居住宿舍，进而全员复工加快项
目建设节奏。

为了让该项目的建筑工人顺利
返工，中交四航局的“大手笔”还不止
这些。为打通工人返程路，2月23
日，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部
提前派人赴广东湛江，逐一走访春节
回家过年的工人，并为该项目的建筑
工人测体温、开具复工证明、开通健
康码，为复工做准备。2月26日，两
辆由中交四航局租赁的大巴车载着

90多名工人顺利返回项目所在地。
为推动项目尽快“满血”复工，项目建
设方还多方面拓宽用工渠道，从白沙
等省内市县招募了一批本地工人。

项目复工，疫情防控工作更不能
放松。据悉，项目部严格落实防疫要
求，在工地推行全封闭管理，做好现
场人员健康防护管理，以最严管理守
护管理人员和工人健康。此外，该项
目还建立了工地疫情防控日报制度，
对所有的工人、管理人员进行全覆盖
实名制摸排并登记造册，确定项目人
员分布情况，摸清其入琼时间和目前
身体状况，最大限度隔离传染源。

（本报海口3月5日讯）

租下3家酒店当暂住点，700余建筑工人返工上岗

海口白驹大道改造项目顺利推进

据新华社海口3月5日电（记者
王晖余 赵叶苹）党员干部沉下去，服
务效能提上来。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的关键时期，海口市广大党员干部
下沉基层一线，当好企业和项目的“联
络员”“服务员”和“办事员”，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受到企业普遍点赞。

3月4日清晨6点，两辆大巴车从
海口出发直奔贵州遵义。海口市秀英
区人社局局长刘锋带队，他的任务是

“点对点”接回58名钢筋工和混凝土
工，为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解决技术
工人短缺的困难。

“海口国际免税城是省重点项目，
我们帮助项目解决用工困难，义不容
辞。”一路星夜兼程，当晚9点多，刘锋

才在路上吃了口热饭。
“我从业20多年，第一次见到这么

用心用情帮扶企业的地方政府，真的特
别感动。”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经理姚
顺民感慨道，2月15日正式复工后，区
里第一时间通过“复工复产用工服务保
障联盟”招纳56名本地技术工人；工地
口罩短缺，马上支援3000个；新到三台
塔吊，迅速走“绿色通道”备案登记……

这些困难和问题，大多由秀英区
派驻在项目的区、镇两级复工复产服
务专员搜集，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
现场解决的迅速上报协调。

“每天要开碰头会，研究解决上报
的问题。”海口市秀英区常务副区长吴
腾越说，秀英区已实现辖区项目服务
专员全覆盖，帮助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目前区管项目备案复工率达100%。

海口市发改委调研员李海兵介
绍，目前海口市26个省重点项目已全
部复工，每天对每个项目新增和累计
到位工人数、当日新增投资和当月累
计投资等情况进行摸底统计，即时掌
握情况，解决问题。

除了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广大
中小微企业的复工复产同样重要。海

口金盛达建材家具商城内的商户多达
1800多家，龙华区企业复工复产服务
专员、区政府副调研员聂增咏大概每
两天就要到商城走访一次，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目前商家已复工约三分之
一。商城总经理买春雨说，政府除指
导防控疫情，还给予“真金白银”的支
持，帮商户联系拓展销售渠道、申请税
收和电费延期等。

公积金缴纳比例可以下降至3%、
返还50%去年缴纳的失业保险金、缓
交3个月社保……不仅是商户，海口减
轻企业负担的政策同样实在。

近日，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海口市
进一步在全市开展企业复工复产大走
访活动，由市、区政府领导班子带头，
为每个复产项目、复产企业配备1名政
府联络员，全面走访全市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推动重点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海口市将持续帮助企业梳理问
题清单、任务清单，进一步改进服务方
式，提高服务效能，改善营商环境，推
动工业生产、投资、消费、招商引资等
重点工作迅速恢复到疫前水平。”海口
市市长丁晖说。

党员干部沉下去 服务能力提上来
——海南海口市在复工复产中提升营商环境

本报洋浦3月5日电 （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罗其
才）“哐、哐……”66台夯土机在地工
地里排开，不停地打夯地面。这是3
月5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洋浦经
济开发区海南炼化年产百万吨乙烯

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的场景。自2月
7日逐步恢复施工以来，海南炼化年
产百万吨乙烯项目不断增加工人投
入和设备的启用，目前进场复工
409人，施工基本恢复到年前规模。

在项目工地，海南炼化施工管

理部副经理朱鑫森不断通过电话沟
通协调项目建设各项工作。他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工地复工程度正在
逐步加大，施工安排也要做足提前
量，以便下一步项目能够快速建
设。由于项目用地为回填区域，土

质松软，承载力不足，为此项目部调
配了66台夯土机进行施工，通过点
夯、满夯作业，增加地基密实度，提
升地基承载力。

据了解，地基强夯施工本应在
3月底完工，因受疫情影响，工期延

误1个月。为了追赶工期，海南炼
化施工管理部恢复24小时作业制
度，安排66台夯土机从7时同时施
工一直到19时；19时至次日7时则
安排32台夯土机、132工人进行夜
间施工。

洋浦百万吨乙烯项目施工恢复年前规模

省水务厅一对一服务
推进水利项目复工

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
邹小和）3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水务厅获悉，
针对疫情期间我省水利工程复工难等问题，省水
务厅与各市县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实行一对一全
方位“一站式”服务，指导各市县及企业防疫和复
工“两手抓”。截至3月5日，全省水利项目复工
率57%，水利项目复工人员5246人。

据了解，省水务厅坚持用足用好省委、省政府
推进复工复产扶持政策，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帮
助各市县及企业联系购买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口
罩近2万只及消毒药水、酒精等防疫物资，在保障
一线防疫前提下，点对点优先支持重点复工企业。

省水务厅协调各方保证原材料供应，确保顺
利复工，达到疫情防控和施工生产两不误。各级
水务主管部门主动作为，指导帮助各项目业主单
位、施工单位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建立日常清
洁、消毒、通风、体温监测、分餐供应等制度，确保
安全复工。

目前，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南渡江引水工程、
红岭灌区工程等3个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均
已全面复工，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快施
工赶工期。

日前，海口龙昆沟北雨
水排涝泵站项目建设现场
一派忙碌。

为有效解决工人紧缺难
题，项目业主单位积极对接
招聘岛内工人，并帮助岛外
劳务人员返岗复工。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龙昆沟
排捞泵站复工

千方百计满负荷复工复产

◀上接A01版
种质材料8000多个，其中大豆种质材料3100个。

受疫情影响，油料作物所科研人员不能按时
返琼管理和采收，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获
悉后，组织技术人员按照油料作物所要求进行管
理，并从2月20日开始采收。

4日下午，在三亚南繁基地，三亚市南繁科学
技术研究院组织技术人员代收了最后300个大豆
种质材料，至此油料作物所6个品种8000多个种
质材料全部采收装袋。

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校的团队在三亚南繁基
地培育了45万株新品种辣椒苗，计划3月中旬运
回湖南移植。受疫情影响，工作人员未能返回三
亚进行管理，由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
技术人员帮助施肥、浇水。当团队技术人员来到
基地时，发现辣椒苗长势比预期还要好，决定3月
8日将这批辣椒苗运赴湖南。

往年2月起，全国29个省、区、市的700多家
科研机构到海南从事育种制种工作，不仅关系到
全国农作物新品种繁育，还关系到当年全国农业
春季生产。

受疫情影响，今年南繁工作人员不能按时返
回海南，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农业农村
厅印发有关通知，督促指导各省南繁工作领导小组
落实疫情防控和合理筛选返琼人员，同时调度三亚
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南
繁服务中心、农垦南繁产业集团等南繁服务公司积
极开展代收、代种、代管，加快帮助南繁复工复产。

据了解，2月以来，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
院先后帮助湖北、湖南、浙江、河南、黑龙江等5省
多家南繁科研单位代收、代种、代管种质材料；广
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南繁服务中心帮助全国20
多家育种机构和制种企业代收、代种、代管制种繁
种基地8000多亩。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说，依托“南繁硅谷
云平台”大数据管理，加快南繁育种制种复工复产，
确保不让一粒科研种子因疫情影响而落在地下，确
保南繁生产的种子及时供应保障全国春耕生产。

保住每一粒科研种子!

全员

全天

全力

琼海82个项目全面复工
本报嘉积3月5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赵

侃 实习生陈宋釜）海南日报记者3月5日从琼海
市发改委获悉，2月10日以来，该市共受理复工项
目申请82个，其中政府投资项目复工率达97.6%。

在琼海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项目现
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现场正进行垃圾库结构施
工建设。据现场负责人介绍，自2月24日开工备
案以来，目前已有102名工人正式返岗，另外92
名外地返工人员隔离期满后也将返回岗位。目前
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2021年4月完工。

该项目主要负责人称，目前施工现场到场人
员近200人，陆续开展了一些垃圾池和焚烧炉设备
桩基的施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疫的关键时期，项
目部已加强对到场施工人员的严格安全防疫管理。

据了解，自2月9日以来，琼海市积极推进复
工复产工作。截至目前，该市共受理复工项目申
请82个，其中政府项目投资62个，社会投资项目
20个，现已全面复工。

琼海市发改委项目中心相关负责人说，2月9
日以来发改委专门成立项目复工推进工作组，对
拟复工的项目进行全面的跟踪服务，主要包括指
导业主填报材料、施工现场疫情防控的措施要点
和返工人员的隔离等。截至目前，琼海市政府投
资在建项目复工率已达97.6%。

保亭13个
规模固投续建项目复工

本报保城3月5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黄立明）海南日报记者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相
关部门获悉，截至3月4日，该县500万元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续建项目已复工13个，已到位工人
1286人，其中省外工人1044人。

据悉，目前保亭仍有28个规模固投续建项目
在准备复工，项目前期管理人员已到场。“我们要求
项目一边对外地返岗施工人员行踪进行核查并陆
续安排返回，做好隔离场所的布置及防疫物资的准
备，一边为项目复工做好准备工作，编写复工方案
报行业主管部门及县防疫指挥部。”保亭县政府相
关负责人表示，预计3月15号可返回工人51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