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驻型企业已复工4228家
复工率100%
基本实现满负荷复工复产

澄迈县已复工复产企业155家
复工率98.7%

满负荷复产企业62家
占比约40%

建设型项目

复工率100%

制
图/

杨
薇

■■■■■ ■■■■■ ■■■■■

澄迈新发展 2020年3月20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奕霖 美编：杨薇A10

“我找到一份发货员的工作，每
个月有5000多元工资，离家还近。”
在加乐镇组织的“点对点”务工招聘
会上，该镇产坡村建档立卡脱贫户廖
定标高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其长期
在三亚一家餐饮企业做厨师，并于
2017年脱贫。今年受疫情影响，该
企业未开业，于是重新找了一份工
作。“在企业务工超过3个月，镇政府
还每月给予额外补助300元，我争取
能长期留下来。”

目前，20余名加乐镇脱贫劳动
力与正大农牧公司达成初步务工意
向。“后续还将组织第二批闲置劳动
力进入企业务工，脱贫群众早日找到
工作，有持续收入，我们才放心。”欧
昌伟介绍，通过摸排，加乐镇仍然有
400余名贫困、低保、残疾、大病等四
类困难人员闲置在家。

“生产车间全年招收水产开片、修
整、包装工作人员，只要满足基本用工
条件，企业大门将常年为困难人员敞

开。”翔泰渔业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王
玮清介绍，其公司集饲料生产、水产养
殖、水产加工等于一体，用工需求大，
已有2000余人在岗。这些工人大多
数来自澄迈、儋州、临高等临近市县。
多年来翔泰渔业公司通过提供就业岗
位、技术帮扶、吸纳资金入股等方式帮
扶贫困户，累计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0余人。“政府前线搭桥，既解决了
企业用工难题，又使困难群众增收脱
贫，一举多得。”王玮清说。

“我们安排 70 多人进企业务
工，还组织脱贫户就地就业，保证每
个建档立卡家庭有 1 位劳动力务
工。”澄迈永发镇副镇长吴天道表
示，永发镇是澄迈冬季瓜菜主产区
之一，当前每日近100车，共 1800
余吨瓜菜出岛，各瓜菜收购点需临
时务工人员1500人次以上。此外，
还有不少脱贫劳动力在永发镇福鸡
扶贫产业项目得到安置。

（本报金江3月19日电）

澄迈多举措解决用工务工难题,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帮助群众务工增收

牵线搭桥出良策 盘活供需破“两难”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张东勇

“在船上需要戴好口罩”“有无外
来人员登船”……3月16日下午4时
许，在澄迈县老城镇马村港，海口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马村边检站边防
检查处副处长陈日雄带着民警对入
境外国籍船舶进行突击检查。

疫情暴发以来，马村边检站进入
疫情防控勤务模式，严防疫情输入

“第一关”，为项目复工复产抢时间，做
到疫情防控和边检服务两不误。

不见面审批
严防疫情输入“第一关”

3月 7日晚，中国香港籍“粤电
81”轮船载运 6 万余吨动力煤，从
印度尼西亚三马林达港驶来，停靠
马村华能电厂码头。在检疫部门
确认安全后，等候多时的马村边检
站民警立即登轮，以最快的速度办
理好该轮的入境检查手续，并于次
日一早，协助澄迈县防疫人员将一
名突发疾病的船员送往隔离医院
就诊。

“应用港口综合管理系统和网
窗系统，入境船舶停靠、人员登轮等
采取网上申报，不见面办理，减少感
染风险。”陈日雄介绍，早在该轮船
入境前，马村边检站接到消息，船上
一名船员痔疮发作，无法继续在船
上工作，入境后需要办理离船手续

入院治疗。马村边检站立即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向马村港海关和澄迈
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相
关情况，提前做好入境检疫和转运
就医等相关准备工作，并开放“绿色
通道”提前办理离船手续。

除了网上不见面业务办理外，疫
情期间，马村边检站对入境马村口岸
人员提前进行大数据排查，协助海
关、澄迈县政府做好入境人员的转
运、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并督促
在港船舶做好消毒、通风、体温监测

等防疫措施，严防疫情输入。

靠前服务
为项目复工复产抢时间

当前，正值复工复产火热时期，

省重点建设项目陆续开工。马村边
检站靠前服务，提升为货轮办理入境
手续及相关服务的效率，为项目复工
复产抢时间。

“船舶靠岸通常受潮汐影响，因
此入境时间不固定。我们采用24
小时三级值班服务制度，利用电子
监控、无人机巡查、人工巡查等方
式，靠前服务。”马村边检站副站长
夏晓平介绍，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而煤、石油、天然气、河沙等
项目建设的基础材料，有一半以上
由马村港进岛。

此前，载有近5000吨石油沥青
的外贸轮“大鹏湾”号缓缓靠泊马村
港，马村边检站第一时间为其办理
了入境手续。“提前获取靠岸信息
后，民警提前在码头等候，为其办理
手续，实现靠岸后可立即卸货、作
业，实现‘零等待’。”陈日雄说，每一
艘船在码头停靠时间短则3天，长
则一周，在港期间船员下船、工人登
船等需要办理不同证件，及保证相
关人员安全。

今年以来，马村港区进出口岸
船舶不间断，出入境船舶约 70 艘
次，同比增长56.66%，入境动力煤
25万多吨，天然气8000多吨，石油
沥青近2万吨，其他各类矿产、砂石
等近6万吨，马村边检站主动靠前
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有效
帮助。

（本报金江3月19日电）

马村边检站疫情防控与边检服务两不误

边检力量护航复工复产 澄迈卫健系统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献热血 共战疫
本报金江3月19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张仁圣 叶上荣）3月19日上午，澄迈县卫健委
联合澄迈县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卫健系统“献热
血 共战疫”无偿献血公益活动。活动当天共有
118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3.51万毫升。

活动现场，参与者有序填写登记表、测量血
压、抽血化验，现场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期间采血
工作的要求执行。献血人群中，许多医生和护士
已连续工作多日，但献血热情依然高涨，纷纷表
示希望为亟待输血的患者提供帮助。

本报金江 3月 19 日电 （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潘阳红）“最近用电
正常吗，有什么需要协调解决的？”
3月18日下午，澄迈供电局负责人
率领该局党员服务队走访了海南
檀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实
地了解企业复工复产用电情况，现

场解决用电难题。
据了解，澄迈供电局在全力做

好电力供应和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通过采取“四键”联动方式，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按下政策“运行
键”，协助困难中小企业办理缓交
电费确认书，降低除高耗能行业以

外的一般工商业和大工业企业电
费的 5%，为企业资金周转减轻压
力；预设报装“快捷键”，针对重点
项目以及园区高压客户，建立专属
客户经理，提前了解客户潜在需
求，缩短客户接电时间；开启服务

“直通键”，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全

面推行远程办电服务，实施零上
门、零审批、零投资的“三零”服
务，报装资料容缺后补，让客户办
电“一次都不跑”，提升客户获得
感；敲下维护“锁定键”，实行24小
时值守，快速响应，协助客户开展
用电设备维护和巡视测温，排查并

锁定隐患，及时消缺，为客户用电
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澄迈供电局共为195
户中小企业办理了缓缴电费业务，缓
缴电费1350万元，对符合降价条件
的12768户客户办理了相关业务，涉
及金额154.8万元。

澄迈21个督战队
监督发现问题1454个
共追责问责71人

本报金江3月19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洪小姑 向文）海南日报记者3月19日从澄迈县
纪委监委获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澄迈县
纪委监委派出21个督战队1935人次，对全县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监督检查。截至目前，督战队共
监督检查发现1454个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的各
类问题，并要求全部立行立改。

澄迈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暴发
后，澄迈县纪委绘制监督工作“路线图”和“时间
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21个督战队，实行“每日
一报”工作机制，将当日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
馈给属地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督促立行立
改，科学精准有效实施监督。

同时，澄迈县纪委监委发挥监督合力，各监督
检查室、派驻组与各镇纪委上下联动，通过不定
时、不定点监督检查，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风不
实、不作为慢作为、失职失责等问题，及时启动追
责问责。截至3月19日，共追责问责71人，其中
立案审查调查3人，停职检查1人，诫勉、通报批
评等处理67人。

本报金江3月1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海南日报记者3月19日从澄迈县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2019年度（第二批）211个村落日前正式上线，澄
迈罗驿村成功入驻建馆，是我省首个也是目前唯
一一个顺利完成数字化的中国传统村落。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受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委托，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
心负责平台开发、内容运维、系统维护等，旨在更
好地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展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该项目2017年启动，数字博物馆
分总展馆、村落单馆及全景漫游手机客户端等，村
落单馆以全景漫游、三维实景、图片、文字、视频、
音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中国传统村落的独特
价值、丰富内涵和文化魅力。2018年4月，首批
165个传统村落单馆上线。

2019年，全国共211个传统村落顺利完成数
字化。截至目前，数字博物馆单馆数量共计376
个，分布在31个省区市，实现全国各省份全面覆
盖。其中，我省首次有村落入馆，即澄迈老城镇的
罗驿村。

进入罗驿村数字博物馆，可以看到，这里涵盖
全景展示、历史文化、环境格局、传统建筑、民俗文
化、美食物产、旅游导览等7大块内容，全方位展
现罗驿村中国传统村落独特价值、丰富内涵和文
化魅力，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和可视性于一
体，资料丰富且翔实。

澄迈罗驿村入驻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为我省首个完成数字化的村落

航拍澄迈县罗驿古村。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澄迈爱心人士为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家属
捐赠爱心物资

献爱心 助抗疫
本报金江3月19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于亚楠）白衣天使前方战疫，爱心人士后方
关怀。3月 18日，在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居，澄
迈县援鄂医疗队队长、县人民医院重症科副主
任医师王志敏的父亲王运贤指着家中一辆崭
新的电动车和一堆日用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在王志敏赴一线抗疫期间，福山当地爱心人士
符发华、陈峰上门看望并送来的慰问品，令他
十分感动，“对两位爱心人士的帮助，儿子发回
了致谢短信。”

“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他们的家属同样也
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想为抗击疫情出一
点力，让医护人员们知道，大家都是他们坚强的
后盾！”陈锋是福山当地车行老板，他说，因为妻
子也是医护人员，所以更体会到援鄂医护人员的
不容易。符发华则是从自家经营的商行送来了
生活日用品。

政策运行键+报装快捷键+服务直通键+维护锁定键

澄迈供电局：“四键”联动见真功

澄迈聚焦·复工复产

3月16日，马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正在对入境外轮船体进行检查。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开片、去皮、去刺……
在位于海南省老城经济开
发区的海南翔泰渔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泰
渔业公司）加工车间，数百
名“全副武装”的工人动作
麻利，把罗非鱼、金鲳鱼等
加工成鲜鱼片。

“企业已恢复到疫情前
的‘满血’状态，24小时生
产，铆足劲把之前损失的订
单追回来。”翔泰渔业公司
党支部书记钟师介绍，得益
于当地交通、工信等政府部
门协调解决工人返岗的交
通、租房问题，以及组织本
地贫困户进企业务工，目前
企业在岗人数已达2000
余人，饲料、水产加工等生
产线已经全面复工。

翔泰渔业公司重回
“满血”状态，是澄迈县委、
县政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的一个缩影。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澄迈县在加
强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
抓好复工复产与脱贫攻
坚，一头化解企业复工复
产用工难题，一头帮助困
难群众务工增收。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
工复产更加火热。近日，海南日报记
者走进澄迈县多家企业，探访复工复
产新进展。

“不久前，这个车间还是空荡荡，
工人不能到岗，订单没法及时完工，现
在我负责的两个包装车间，560余人
已经全部到岗。”在翔泰渔业公司包装
车间，看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翔泰渔
业公司水产加工副经理陶小静有些感
慨。此前，受疫情影响，各地交通不

畅，工人返岗难，企业在做足疫情防控
准备的情况下，复工复产依旧困难。

“公司派专人专车到儋州接我们
来上班，非常令人感动。”翔泰渔业公
司工人薛年月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春
节过后，受疫情影响，企业复工时间
推迟，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她十分
焦急。好在2月初，翔泰渔业公司安
排车队，将分散在儋州、临高、澄迈等
市县的其他员工接回公司上班。

繁忙景象同样出现在正大（海

南）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农
牧公司）。在该公司饲料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快速打包、搬
运畜禽饲料。车间外，装载、运送饲
料的货车一辆接一辆。

“多亏了政府及时有效的帮助，工
厂才能全面恢复生产。目前两条生产
线24小时运转，每天能生产200多吨
饲料。”正大农牧公司负责人庞来宾
说，在复工之初，当地政府针对企业生
产原料和物资运输困难的问题，及时

给企业出具民生保供企业资质证明。
同时，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协助企业筹
措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解决了企
业燃眉之急。2月3日该企业复工，目
前在岗工人100余名。

目前，澄迈县已复工复产企业
155家，复工率98.7%，满负荷复产
企业62家，占比约40%。入驻型企
业已复工4228家，复工率100%，基
本实现满负荷复工复产。建设型项
目复工率100%。

企业满负荷复工复产

企业能够“满血”复工，离不开政
府部门精准发力。多家企业负责人
表示，除帮助企业解决防控物资紧缺
问题外，澄迈县还对隔离观察的员工
每天补贴200元，鼓励外地员工返厂
务工。同时，澄迈县有关部门为企业
提供线上招聘服务和用工指导，支持
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提高企
业与劳动者“点对点”对接率，想方设
法解决企业用工难的问题。

“在用工条件上，对我们的贫困

户能否放宽松一些？”“能否尽可能多
招些工人”……3月 14日下午5时
许，在正大农牧公司，一场专为脱贫
户召开的特别招聘会正在举行。澄
迈加乐镇副镇长欧昌伟带领该镇76
名脱贫群众前来求职。

“村镇干部花了半个多月提前
摸排闲置劳动力，挨家挨户了解群
众的务工意愿，再根据他们的专业
技能与企业用工需求等综合研判，
为脱贫户争取进企业的机会。”欧昌

伟说，加乐镇以种植槟榔、橡胶、沉
香为主要产业。一方面，这些产业
目前均处于农闲期，因此该镇大批
困难人群处于待业状态；另一方面，
通过就业部门发布的老城经济开发
区企业用工需求了解到，企业复工
复产存在用工短缺问题，因此加乐
镇政府选定翔泰渔业公司与正大农
牧公司两家企业，由镇干部包车带
领脱贫户登门求职。

近一周以来，该做法在澄迈各乡镇

广泛推广，永发镇、桥头镇、瑞溪镇、文
儒镇等乡镇陆续对闲置劳动力进行摸
排，重点关注贫困、低保、残疾、大病等
四类困难人员就业及生活状况，组织开
展“点对点”进企业应聘务工。

此外，澄迈县还成立企业复工复
产公益律师服务团，在疫情防控期间
每日通过电话等方式在线为企业和
企业员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解答
和处理劳动用工、合同履约、商事纠
纷、金融借贷等方面的法律问题。

政府发力解决用工难

农户点对点入企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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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