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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我省已连续26日确诊病例零报告，疫情

持续处于低位。但全球疫情快速发展，有150
多个国家发现确诊患者，境外确诊人数已经
超过10万人，预计境外若干重点疫区国家疫
情短期将难以遏制。目前全国多个省市连续
报告入境输入确诊病例，说明境外输入形势
严峻，防境外疫情输入已成为重中之重。为
此，防控建议如下：

一、严防境外输入。必须建立较长期有
效机制，并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发现与控制输
入疫情，防止由输入引起本地扩散。

二、加强复工复产精准管理。复工复产企
事业单位领导负主责，建立防控机制，严格按
照我省疫情防控要求和技术指南落实相关措
施。同时加强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单位
管控，做好社区基本防控，以巩固防控成果。

三、做好清明节管控。清明将至，应引导
群众避免大规模祭扫活动，倡导网上祭扫，温
馨提示海外乡亲我省相关防新冠措施。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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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 扎实推进复工复产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李
磊）海南日报记者3月17日从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针对重点项
目、重点企业存在招工难和务工人员
返岗难、返琼难等突出问题，该厅通过
制定用工调度方案，“点对点”包车保
障农村劳动力输出等方式，做好外出
务工人员返岗相关服务工作。

截至目前，省内农民工已有18.51
万人返城就业，其中省内返岗14.96
万人。累计调配省重点项目、重点企
业用工 18352 人，其中本省劳动力
12861人，外省劳动力5491人。各市
县人社部门通过开展“就业直通车”

“复工专机”等专项服务，为农民工返
城复工提供“点对点”服务89批次，累

计服务1704人。
在推进复工复产过程中，省人社

厅加强与省发改、交通、工信等部门以
及各市县的沟通协调，第一时间成立

“省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用工调配中
心”，制定省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用工调
度方案，建立了不分节假日的24小时
用工调度保障机制。组织多种方式开

展我省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用工需求
情况的调查，采取厅负责人包片、处室
负责人包点的方式，分赴市县实地调
研督导，通过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和各
类媒体及时发布相关就业信息。

为保障农民工返岗，省人社厅要
求各市县按照“一车一方案”的原则，
通过包车出行的方式优先保障成规

模、成批次、目的地集中的返岗出行需
求。输送至广东省的劳动力，充分发
挥海南省驻广东就业服务站的作用，
加强工作沟通对接，“点对点”包车直
达运输。输送至其他省份或省内跨市
县运输规模在20人（含）以上的，负责

“点对点”包车直达运输，20人以下
的，协助企业运输。

全省人社部门开展“点对点”服务，将农村劳动力“护送到岗”

18.51万名省内农民工返城就业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周炜）海南日报记者3
月 17 日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获悉，该公司目前已全面恢复
进出岛国内航班，打通“空中大动
脉”，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航路

“加速度”。
据悉，自3月15日起，海南进出

港航线已达到 110 余条，每周执行
航班量近500个，将搭建起北京、上

海、广州等全国39个大中城市至海
南岛的“空中桥梁”，提升游客及因
公商务人士进出海南岛的通达性和
便利性，完善枢纽航线网络，增加海
南旅游人流量。

为降低企业复工成本，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海南航空还面向海
南企业客户推出了一项 1 折至 1.5
折复工优惠购票政策，为全国各
地前往海南复工的企业员工提供

优惠。
据悉，该优惠政策在北京、广州、

深圳、成都、重庆、南京、杭州、西安、
济南、长沙、太原、哈尔滨、贵阳等地
始发的近60条飞往海南的航线上推
出，基本覆盖海南航空所有海南进港
航线。

优惠航班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17日至4月10日，签约企业大客户
10人以上购票享受1折优惠，散客

购票享受 1.5 折优惠，签约大客户
团队需提前 3天购票，散客需提前
5天购票。旅客在购票时需提供单
位出具的复工证明。广大旅客可
通过海南航空官网、海南航空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了解
详情。

此外，海南航空还针对全国的企
业客户推出了包机服务和“20免1”活
动，旨在协助企业组织员工统一返岗、

统一出行，降低感染风险，为集体返岗
保驾护航。

同时，为保障旅客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海南航空及海航集团旗下
11家航司联合华安保险推出免费赠
险活动，确保旅客安全出行，使复工之
路更加温暖贴心。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恢复执行
近4000个航班，并将于3月下旬陆续
恢复2000余个航班。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3月 17日，在儋州伟达化工公
司就业扶贫车间（基地），儋州大
成镇新风村脱贫村民陈月花正在
缝 制 编 织 袋 ，用 于 包 装 化 学 原
料。该车间自 2 月 15 日起复工，
现有 77 名工人在岗，其中脱贫劳
动力24人。

陈月花以前在万宁的一家工厂
打工，丈夫长期患慢性病甲亢，近期
手又受伤，无法务工，子女们还在上
学。为照顾丈夫和孩子，陈月花今
年春节后没有外出打工。但在新风
村附近暂时找不到工作，一家人没

有收入，容易返贫。新风村驻村第
一书记陈川和驻村工作队队员陈多
强获悉后，找到儋州伟达化工公司
负责人梅山旺商讨，使陈月花得以
于2月18日到该企业就业扶贫车间
（基地）上班。

陈月花并非个例。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陈川带领村干部、驻村工作
队队员等到村里调查，动员村民去
就业扶贫车间（基地）上班，边干活
边接受培训，提升就业技能。

新风村光村村民小组脱贫村民
陈炬女缺乏技能，原先在附近乡镇
的木材厂干活，受疫情影响，春节后
迟迟找不到工作。陈川和村干部获

悉她的情况后，把她安排在就业扶
贫车间（基地）打工、学技术。

“我们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和脱
贫户就业，没有技能的，学习技术的
前3个月，给予他们保底工资。3个
月后，可变成熟练工，增加收入。”梅
山旺说，就业扶贫车间现已恢复满负
荷生产，每天生产1500个包装化学
原料的编织袋。

新风村是儋州市“十三五”建
档立卡深度贫困村，原有贫困户
171 户、贫困人口 865 人，到 2019
年底全部脱贫。陈川说：“做好用
工企业和找工村民的对接，既解决
企业的“用工荒”问题，又解决贫困

劳动力找工作难题，不让脱贫户受
疫情影响返贫，切实巩固脱贫成
果，助力百姓奔小康。”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儋州市
近日加快就业扶贫基地（车间）复工
复产，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
位。基地周边村“两委”干部积极安
排脱贫户到就业扶贫基地（车间）上
班，不让刚脱贫的劳动力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而返贫。据统计，儋州
市现有就业扶贫车间（基地）16家，
截至 3 月 17 日，已有 13 家复工复
产，就近就地吸纳农村劳动力 797
人，其中脱贫户115人。

（本报那大3月17日电）

本报嘉积3月17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林精）海南日报记者3月17
日从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论坛公园
项目部了解到，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形象
进度的97%，预计本月底可完工交付业
主单位使用。项目建成后将供博鳌亚
洲论坛20周年历史回顾展等活动使用。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论坛公
园项目位于琼海市博鳌镇东屿岛，建
筑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总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要为
功能乡村会客厅、展厅及配套设施，
由22个展厅、5个VIP会客厅、1个游
客中心等多个建筑物组成。

目前，工程主体建筑已完成，项
目整体处于收尾阶段。工人正在进
行室外园林绿化、道路铺装等工作。
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预计3月30日
能完成所有的项目施工。

据了解，为确保施工进度，论坛公
园项目春节期间不停工。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为全面做好复工复产防
控工作，项目部每天两次对施工现场
进行全面消毒，对外省市返岗返工人
员隔离观察14天，对所有已复工复产
人员进行每日上班前测温以及海南健
康码扫描等工作，并做好记录。目前，
施工现场已有147名人员返岗工作。

海口降低
非居民管道燃气价格
可为全市企业
减负120万元至150万元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计思佳）为支持
海口市各企业复工复产，切实把上游气源降价红
利传导到终端用户，海口市发改委于3月17日印
发通知，阶段性降低管道燃气非居民用气销售价
格。据初步测算，降低非居民燃气销售价格后，预
计2月22日至6月30日累计减少全市企业负担
120万元至150万元。

根据该通知，在2月22日至6月30日期间，
海口对年用气量300万立方米以下的非居民管道
燃气一般用户，销售价格由3.8645元/立方米调
整为3.8045元/立方米，阶段性下调幅度为0.06
元/立方米；对年用气量3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大
用量用户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销售价格在现行
合同价格基础上降低0.06元/立方米。

儋州给景区和宾馆酒店
发放193万元抗疫补贴

本报那大3月1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郑艳艳）儋州市政府兑现抗疫补贴
政策，3月16日至3月17日，给第一批65家宾馆
酒店、3家景区核定发放政府补贴193万元；近
日，还将为第二批41家宾馆酒店核定发放政府补
贴95万元，缓解旅游企业的资金压力，扶持旅游
企业渡过疫情难关。

此前，儋州市政府印发《支持企业和个体经营
户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政策措施》，对全市宾馆酒
店、旅游景区运营予以补助，明确规定客房数在
40间以上的宾馆酒店，按每天每房10元的标准
发放营业补助，补助期从1月25日至2月29日；
A级旅游景区，对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参加
社会保险的员工，按每人500元的标准，一次性给
予景区补助。

儋州市旅文局积极做好宾馆酒店、旅游景区
政府补贴的发放，以及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
金暂退工作，减轻企业负担；在核定发放政府补
贴的同时，为1家旅行社核定暂退质量保证金16
万元。

洋浦拟为886家“六小门店”
发放租金补助288万元

本报洋浦3月1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郝少波 通讯员王冠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洋浦
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五条措施》，对“六
小门店”等经营主体按实际对外经营面积，给予一
次性每平方米20元租金补助。截至3月15日，洋
浦市场监督管理局共收到886份“六小门店”租金
补助申请，拟计划发放补助资金288万元。

3月16日，在洋浦一家汽车修理厂，该局工作
人员主动上门服务，审核商户实际情况以及申请租
金补助的相关材料，并丈量商户实际对外经营面积
以登记备案，为租金补助发放提供依据。

洋浦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科负责人介绍，“六
小门店”是指小餐馆、小理发馆、小店铺等。截至
目前，该局已经为200家企业发放了补助资金。

据了解，为做好“六小门店”租金补助发放
工作，连日来，洋浦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多个
工作小组，在新英湾区、干冲区、三都区同步开
展“六小门店”走访，登记、审核并丈量商铺经
营面积。据统计，洋浦共有“六小门店”1701
家，洋浦市监局计划在完成200家“六小门店”
租金补助发放的基础上，争取早日完成余下

“六小门店”租金补助发放，逐步推进洋浦经济
社会秩序恢复。

海航已全面恢复进出岛国内航班
推出优惠机票助海南企业降低复工成本

儋州就业扶贫车间（基地）满负荷生产，助力巩固脱贫成果

就近务工增收 防止因疫返贫

疫期“不打烊”
物流保畅通

近日，位于澄迈的京东
物流华南中心海南园区内，
工人们在流水线上分拣包
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线上消费激增。该园区在
货量同比增长40%，人员返
岗困难的情况下，通过给予
返岗补贴、政企联动等方
式，迅速组织人力运力，保
障了民生物资的正常流通
供应。

同时，京东物流积极助
力海南农产品往岛外运
输。目前，该园区工人返岗
率达96%以上，园区运营恢
复正常。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累计调配省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用工18352人

各市县人社部门通过开展“就业直通车”“复工专机”等专项服务
为农民工返城复工提供“点对点”服务89批次
累计服务1704人

省内农民工已有18.51万人返城就业

其中省内返岗14.96万人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论坛公园月底竣工
总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包括22个展厅、1个游客中心等

本省劳动力12861人

外省劳动力54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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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月湾基础设施
PPP项目有序复工

本报八所3月17日电（记者张
文君 通讯员王鸿）3月17日下午，在
位于东方市板桥镇的金月湾基础设施
PPP项目施工现场，一辆挖掘机正在
进行路基工程的软基换填作业，另一
边，一辆挖掘机正在开挖污水工程的
沟槽。

海南日报记者17日从东方市交
通运输局获悉，为加快完善道路等基
础设施配套建设，助力金月湾旅游开
发区发展，东方市金月湾基础设施PPP
项目于2月底有序复工，正加紧推进。

“项目一期预计今年底竣工，迎宾
路和滨海大道实现功能性通车。”该项
目施工单位、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
限公司工程部部长曹早曦说，“自复工
以来，我们抓紧项目建设，实行轮班
制，24小时不间断作业。目前，项目
已返岗175人，上岗100多人，未上岗
人员正接受14天隔离观察。到4月
中旬，预计将有300多人进行施工。”

据悉，东方金月湾基础设施PPP
项目建设分两期，规划建设13条市政
道路，道路总长 23.67 千米，总投资
12.9亿元，其中，一期建设环岛高铁金
月湾站的站前迎宾路和滨海大道2条
市政道路，预计年底竣工，实现功能通
车。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当地交通条
件，进一步优化东方市金月湾旅游开
发区发展环境，吸引大型企业落户，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

截至3月17日24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68例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侯赛）省卫健委
发布，截至3月17日24时，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确诊人数168例，新增确诊0例，住院人数1例，
重症人数0例，死亡人数6例，出院人数161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