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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是一滴水，国内主流媒体
从中可看出海南防控疫情的成
效。敢于鼓励市民上街堂食，是因
为儋州市防控疫情有底气。儋州
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
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疫情防

控的集中统一领导，科学把握形
势，精准判断疫情，构建高效运转
的指挥体系，采取果断有效的工作
措施，组织医护人员、镇村干部、驻
村工作队员、公安干警、城管、联防
队员、社区保安等坚守抗疫一线，
全市百万市民众志成城、团结奋

战，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特区精神和
椰树精神。

自 2月 12 日至 3月 8日，儋州
市连续25天无新增确诊新冠肺炎
病例，至今 35 天无确诊病例。2
月 29 日，儋州市被省指挥部评估
确认为低风险区，全市疫情防控

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在我
们担忧能不能开门营业时，市领
导却告诉我们，顾客可在店里消
费。”一家咖啡店负责人林永烨说，
儋州市领导及时给我们传递了抗
疫将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号，让我们
充满信心。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在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统筹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近日，儋州市加快交通、教育和城市更
新改造等民生重点项目复工速度，进
一步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增
强广大市民的获得感。

政府部门现场办公解决阻拦民生
重点项目施工的征地拆迁等老大难
题，清除施工障碍。儋白高速公路是
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总投
资32.3亿元。今年3月初，市委、市政
府有关负责人牵头现场办公，迅速解

决补征土地35.2亩，为儋白高速公路
今年内通车赢得了时间。

3月17日，在儋白高速儋州互通
一处现浇筑的高架桥工地，工人正在
忙着绑扎焊接钢筋。“目前项目全面复
工，在做好防控疫情的同时，加快工程
建设进度，减小疫情对延误施工的影
响，确保项目如期通车。”儋白高速总
承包部项目有关负责人张永祥说，“为
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争取当地80
多名村民参与施工，既解决用工荒，又
为村民提供在家门口就业岗位。”到岗
项目管理人员169人，到岗工人679
人。为解决疫情造成生产原材料紧缺

难题，项目部践行建设生态路和环保
路理念，破碎采挖隧道的石头，就地取
材缓解砂石供应的不足。

整体推进新建学校等教育重点项
目建设速度，力争把疫情延误的施工
进度抢回来，按期完工增加学位。在
那大镇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施工现
场，50多名工人正在批荡、拉灰、砌
砖、挖土等。“3月4日全面复工，教学
楼已完成主体施工，正在批荡；行政图
书馆楼正在砌砖。”项目有关负责人李
汉城说，将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按期交
付使用。项目位于那大镇政府南门东
侧，总投资1.5亿元，总建筑面积4万

平方米，建设教学楼、图书馆、教学办
公楼、游泳馆等。规划设计42个班，
可新增学位1980个，建成后能满足那
大镇周边适龄学生的就读需求，缓解
儋州中小学学位紧张现象。

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既事关完善
城市功能，又涉及改善市民人居环
境。儋州市委、市政府回应市民关切
的问题，加大推进城市更新改造项目
的力度。那大番园棚户区城市更新
改造项目，位于那大镇城西片区万洋
高速路儋州互通出口交汇处，总投资
11.88亿元，总建筑面积13.95万平方
米。3月16日，在那大番园棚户区城

市更新改造项目之一的雨林海滨海
新城施工现场，塔吊在快速运转调运
建材，工人正繁忙地焊接钢结构，有
的楼房建到10多层高，4号楼主体已
封顶，计划建回迁安置楼6栋，共有
住房892套，总投资5.15亿元。截至
目前，已完成投资2.1亿元，占总工程
量的35%。“115名工人3月9日开始
进入现场施工。”项目总工程师吴清
泉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整体工
期延误2个月，将加大人员投入，6栋
回迁安置楼同时施工，确保完成年度
计划投资4亿元。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

儋州加快交通教育城市改造等重点民生项目复工

补齐城市短板 增强市民获得感

儋州加快扶贫项目
复工复产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李秋欢）儋州市委近日召开常委会，
专题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脱贫攻坚会议精神
的具体措施。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18日从儋
州市委有关部门获悉的。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决战决胜之年。儋
州市委书记袁光平指出，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为自贸港
开局营造氛围、打牢基础。聚焦脱贫攻坚“两不愁
三保障”和农村饮水安全等，逐条逐项梳理分析，精
准施策，确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位。坚持
以问题为导向，对照考核和普查标准，结合前期考
核问题，逐镇逐村逐户做好排查工作，找出薄弱环
节、列出问题清单，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通过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真正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省委打赢脱贫攻坚战第五督查组组长林峰列
席会议，他指出，儋州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
况下，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脱贫攻坚工作非常及
时。有助于提高扶贫干部工作能力，强化帮扶责
任心。对照2019年考核问题整改方案，及时有效
整改。要继续加大危房改造力度，继续做好“两不
愁三保障”和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尽快推动扶贫
项目复工复产，组织春耕生产，保障贫困劳动力及
时务工就业，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
的影响。

儋州消费扶贫销售总额逾145万元

爱心消费 助农解忧

大成镇居民在购买扶贫农产品。
通讯员 何万常 摄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盘悦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儋州市部分农产品滞
销。为了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儋州市坚持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在儋州扶贫馆农产
品体验店线上、线下销售新产品；同时组织16个
镇开展“抗击疫情、爱心助农”消费扶贫大集市活
动，促进扶贫农副产品销售，确保贫困群众增收，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今年截至3月13日，全市113
个单位参与线上线下消费扶贫活动，总购买金额
145.5万元，其中市直机关线下购买52.99万元、线
上购买35.7万元、乡镇组织消费扶贫56.79万元。

2月26日，儋州市下发《关于组织各镇开展
“抗击疫情、爱心助农”消费扶贫活动的通知》，要
求各镇自即日起至3月15日，至少组织一场消费
扶贫活动，以行政村为单位，展销“带贫”企业（合
作社）、脱贫户自种自养的扶贫农副产品。积极组
织干部职工、驻村工作队员、定点帮扶单位干部以
及社会爱心人士，按照“量力而行、自觉自愿”原
则，积极参加活动购买扶贫农副产品。

滞销农产品变畅销，解除了脱贫户的难题。
“这些鸭子都是自家养的。”近日，在兰洋镇消费扶
贫活动现场，兰洋镇兰洋村上居振村民小组脱贫
户王勇介绍，“本来鸭子养40天就能卖了，但受到
疫情影响，到现在养2个多月了。我带20只鸭子
参加消费扶贫活动，家里还有100多只鸭。”

干部职工踊跃购买，为村民排忧解难，增加脱
贫户的收入。近日，在王五镇消费扶贫活动现场，
王五镇政府干部职工、乡村振兴工作队员除了带
头消费外，还当上了临时“销售员”，亲自上阵帮助
贫困户销售产品，短短几个小时，老母鸭、小种鸡、
野生蜂蜜、鸡蛋、鸭蛋、朝天椒、西瓜、豆角、茄子、
地瓜、青菜等多种产品先后售罄。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

西部众人海鲜广场复业后，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 通讯员 羊文彪 摄

儋州夏日国际商业广场美食街人气趋旺。
通讯员 韦雪梅 摄

城市重新 起来 街巷烟火味渐浓

儋州城市经济逐渐恢复健康发展，夜市广场相继复业人气渐旺

市委书记带头“下馆子”走红网络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韦雪梅

近日，儋州市委书记袁
光平“一不小心”成了“网
红”。3月8日傍晚，袁光平
和几个同事，到夏日国际商
业广场美食街的露天大排
档吃火锅，他们没有戴口
罩，围桌堂食。“潮汕的牛肉
火锅很出名。”他跟同事说，
“大家多吃点，我请客。”他
点了新鲜牛肉片、手锤牛肉
丸等，饭费1000多元，饭后
到前台刷卡付账。这是儋
州被确认为低风险地区以
来，袁光平第4次带头上街
购物、到餐饮店消费了，他
用实际行动告诉儋州市民
可以出门购物、大胆堂食，
鼓励市民上街消费，为企业
复工复产打气。

市委书记上街购物消
费、到露天大排档吃火锅
的短视频，经过新华社客
户端等全国多家新媒体转
发，传遍全国。仅“雄安快
报”抖音号1家新媒体转发
后，3 天之内，播放量逾
1500万次；网友点赞量10
万+。近日，儋州市的广大
市民纷纷走上街，逛商场
购物，进酒店吃饭，跟着
“网红”书记嗨起来。

消费是拉动经济的第一动力，
还肩负对冲疫情影响的“特殊使
命”。儋州市委、市政府发挥百万
人口优势，鼓励市民消费，拉动经
济恢复发展。早在2月18日，市委
领导成员到鼎尚时代广场麦当劳
店，用手机扫码下单买 1 杯咖啡。
2月24日起，市直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的饭堂暂停营业3个月，干部职
工团购外卖午餐，支持餐饮企业渡

难关。发出消费倡议书，市四套班
子成员及法检“两长”每人每月在
本市内消费不少于 2000 元。2 月
28日，出台《儋州市促进夜间消费
扶持政策》，首次大力度奖补夜间
消费经营企业，扶持夜间经济优质
业态、夜间示范街区等。3月1日，
市委领导成员到夏日国际商业广
场，刷卡买皮鞋、咖啡、奶茶、冰淇
淋；再到鼎尚时代广场儋州扶贫农

产品体验馆，买鸡、红米、黑皮冬瓜
等。3月 8日，市委领导成员到夏
日国际商业广场美食街露天大排
档吃火锅。市委市政府为推动消
费，拉动内需猛打“连环拳”。

“连环拳”打出了中小餐饮企业
主的信心。“餐饮店停业1个月，恢复
堂食就是恢复我们的信心。”松涛人
家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金英说，相
信生意会越做越好，为恢复经济发展

作贡献。
儋州市消费重新兴旺，城市再现

生机。3月9日，那恁夜市、西部众人
海鲜广场相继复业，3月12日，全市
1623家餐饮企业全部复业。市委、
市政府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想方设法
为群众和企业排忧解难，党和群众融
为一体，干群一心，儋州城市经济恢
复健康发展的步伐愈发坚定。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

倡导市民到露天大排档吃火
锅，是儋州市委、市政府实行分区
分级精准防控，统筹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招之一。今年儋州
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已确定，任务
已部署，需咬紧全年各项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不放松，排除新冠肺炎疫
情的干扰，全力以赴推动复工复产
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3月8日之
前，全市86家规上农业企业全部复

工复产；16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
产12家，工人到位数2814人；9个
在建省重点项目全部复工，复工率
100%，满负荷施工率 91.4%，市重
点项目23个，复工17个，复工率为
73.9%，工人到位数5283人。此时，
发挥儋州百万人口和本地市场潜力
较大的优势，千方百计拉动内需促
进消费，激发城市经济活力，帮助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难解

困，需要有引人注目的举措。市委
书记带头上街购物、到露天排档吃
火锅消费，用行动及时回应市民关
切，点燃了市民的消费激情，推动
消费经济发展。

近期，夏日国际商业广场美食
街露天大排档的人气一天比一天
旺，标志着儋州夜间消费经济复苏
比预料的要快。“3月 8日之后，店
里客人越来越多，生意逐渐好转。”

一家火锅店老板林贵如说，今年要
更加勤奋服务好客人，把疫情造成
的损失夺回来。

3月16日晚，走进那恁夜市，灯
光闪耀，小吃诱人。“早就馋这碗鸡
屎藤面了，闻着都觉得特别香！”市
民“吃货”刘婷点了一份鸡屎藤面，
特别开心。“好长时间没有出门逛
夜市了，压抑在心底的消费激情，
忍不住迸发出来。”

激发活力 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打“连环拳” 城市经济恢复发展

海口市儋州商会
为抗疫人员送关怀
25天共为1998人免费理发

本报讯（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黎
有科）海口市儋州商会为儋州市抗疫一线人员送关
怀，会员单位儋州东妮国际养生工作室自2月23日
起，组织发型师为儋州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基层民
警、志愿者等免费提供洗发、剪发、吹发服务，截至
3月18日，共为1998人理发，免服务费近15万元。

受疫情影响，儋州市区一度所有理发店暂停
营业，抗疫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等无处理发。3
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东妮国际养生工作室看
到，理发师戴口罩，细心地为医护人员剪发。“想剪
头发，但理发店都没开门，东妮国际养生工作室帮
助解决难题。”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
主治医师谢五菊说。

理发师近距离接触顾客，为防止感染疫情，东
妮国际养生工作室每天用二氧化氯消毒，设备用
75%的酒精消毒，理发师等员工早晚量体温、戴口罩
和手套等。工作室负责人洪开锦说：“疫情当前，人
人都应献出自己的爱，我们想为家乡防控疫情、复工
复产作贡献。”理发师和洗头工每天从9时忙到23
时。理发师薛发兴说，医护人员在抗疫一线更辛苦，
能免费为抗疫人员理发，感觉很开心。据了解，该工
作室免费为抗疫人员理发工作将持续到3月30日。

在儋白高速儋州互通工地，工人加紧施工抢回延误工期。 通讯员 王家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