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时间：
今年12月1日起

禁塑范围：

塑料膜袋、餐具等2大类8个小类
主要为一次性膜、袋类和一次性餐饮具类
一次性膜、袋类具体包括：商品包装袋（购

物袋、日用塑料袋、纸塑复合包装袋）和用于盛
装垃圾的塑料袋这2小类

一次性餐饮具类具体包括：盒（含盖）、碗
（含盖）、碟、盘、饮料杯（含盖）、吸管这6小类

产品价值总金额达
673691.18万元

截至3月12日

我省共认定
309个扶贫农产品

涉及17个县（区）和
189个供应商

本版制图/杨薇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孙华 陈颖

“鸭子30只、地瓜80斤、鸡蛋30
打……”3月19日上午，在屯昌县供
销社打造的“智慧扶贫三农服务街”
上，工作人员忙着给扶贫农产品进行
打包。这笔订单来自海口一家单位
食堂，而像这样的订单，屯昌县供销
社每天能接到200单-300单。

屯昌县供销社屯供乐农电商
公司副总经理王冰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
以“线上下单+线下进社区和食堂”

的方式助力消费扶贫。“疫情发生
至今，已经销售价值100万元的扶
贫农产品。”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扶贫办了解
到，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开展消费扶
贫总金额达1469.42万元。

全省认定
309个特色扶贫农产品

2 月 14 日，我省发起全省抗
“疫”助农消费扶贫倡议，通过线上
（海南爱心扶贫网）、线下（全省供销
社系统和供销平台）以购代捐的方式

帮助贫困群众保销保收。同时，我省
利用“中国社会扶贫网”等线上销售
渠道发布滞销农产品信息，搭建高效
产销对接平台。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海南加大消费扶贫推进力度，
在贫困地区重点抓好扶贫产品的认
定和监管，组织贫困群众发展市场有
需求、本地有优势的特色扶贫产品，打
造品牌，提高质量，保障供给。截至3
月12日，共认定309个扶贫农产品，
涉及17个县（区）和189个供应商，产
品价值总金额达673691.18万元。

扶贫农产品的丰富多样，丰富更

多市民的“菜篮子”，鼓起更多农民的
“钱袋子”，进一步助力消费扶贫。

截至3月12日，海口市共帮助
贫困户销售畜禽2万余只、瓜菜56
万余斤，销售金额逾202万元。

机关企业食堂和社区
“吃上”扶贫农产品

2月24日，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指挥部办公室、省直机关工委、省
总工会和省供销社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抗疫情防返贫消费扶贫行动
的通知》， 下转A04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开展消费扶贫总金额逾1469万元

丰富市民“菜篮子”鼓起农民“钱袋子”

海口规上工业企业 151家

截至3月20日

复产率
99%

返岗员工
4万余人

复产 149家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日前，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国
贸社区党员、网格员李伟民来到新达
商务大厦28楼，拨通电话后，公司行
政人员黄燕妮带着一叠材料迎了出
来。“材料没啥问题了，公司马上就可
以复工，我今天帮你交到街道。”把所
有材料仔细核对一遍后，李伟民又马
不停蹄赶往下一家企业。

网格员主动上门、帮企业跑腿，
是海口努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服务
保障的缩影。自全省启动复工复产

以来，海口市政府部门在抓紧抓实抓
细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当好企业的

“贴心人”，为企业复工复产“加足马
力”，做发展“加速器”。

政府勤上门 企业“少奔波”

为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中遇
到的各类困难和问题，从2月29日
开始，海口市、区政府领导班子带头
实地走访、座谈交流，全面走访该市
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并为每个复产
项目、复产企业配备政府联络员，推

动企业尽快恢复产能。
海南良行医疗产业有限公司就

是政府联络员制度的受益企业。该
公司董事长温正堂介绍，当公司获悉
海口口罩等防疫物资紧缺后，立即购
买口罩生产设备，却苦于没厂房无法
投产。

政府联络员、海口市科工信局局
长朱军了解情况后，马上协调海南皇
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其洽谈合作，
利用空置厂房投资口罩生产线。此
外，该局还积极通过省、市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与湖北省及仙桃市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协调，于2月29日
从仙桃运回4条口罩生产线并实现
试生产。

同时，海口还要求各个社区主动
作为，提前电话联系指导企业准备好
复工复产相关材料并上门收取，发现
材料缺失、内容不符合的要马上和企
业沟通，努力使企业在最短时间里完
善材料再次提交。“我们‘多走路’，让
企业‘少跑腿’，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复
工复产。”国贸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凯
佳说。

下转A04版▶

海口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复产率99%的背后，是政府服务的进一步优化——

当企业“贴心人”做兴业“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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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3月22日同纳米比亚总统
根哥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纳建交
3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双
方始终风雨同舟、携手前行。近年来，
我同根哥布总统数次会面，就建立和
发展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
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

作迈上新台阶，增进了两国人民福
祉。我高度重视中纳关系发展，愿同
根哥布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
周年为新起点，把握好共建“一带一
路”和中非合作蓬勃发展的历史性机
遇，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为
新时代中纳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为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添砖
加瓦。

根哥布在贺电中表示，两国建交

以来始终坚持团结和互利合作，纳中
全天候友谊经受住了时代变迁和全球
性挑战的考验。站在新的历史关头，
纳方愿同中方深化务实合作，为两国
关系注入新活力，构建和平、繁荣、稳
定的命运共同体。纳政府和人民赞赏
中方通过英勇斗争有效控制新冠肺炎
疫情，愿继续同中方携手抗击疫情全
球传播。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
下，中国必将更加繁荣昌盛。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
就中纳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谢琛）3月22日，省政府
出台《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
——振兴旅游业三十条行动措施
（2020-2021年）》（以下简称《重振
计划》），通过财税金融、项目落地、推
广营销、产业融合等六个层面共30条
行动措施，千方百计帮助旅游企业渡
过难关，全力以赴促进旅游经济全面
复苏和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在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重振计划》适用期限是今明
两年，适用于在海南注册的旅行社、
旅游景区、酒店民宿、旅游商品、邮轮
游艇、高尔夫旅游、椰级乡村旅游点
等七类旅游企业。

根据《重振计划》，在加大财税金
融扶持力度方面，我省将通过减免租
金税费、优惠水电气价格等方式为企
业松绑减负，不断扩大海南旅游文体
产业投资基金（筹）规模，引导更多社
会资本加大对旅游产业的投资力度，
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提振市场信心。

在促进旅游项目落地方面，我
省将出台支持旅游高质量发展用地
政策，制定旅游用地分类指导意见，
允许临时旅游设施按规定使用临时
用地，允许在非生态核心区适当建
设旅游配套设施，实施旅游企业养
成计划，对旅游重点企业实施政府
联络员制度，助力旅游企业打造核
心吸引物。

在加大推广营销力度方面，我省
将深入落实《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实
施方案》，推出一揽子旅游宣传促销
计划，鼓励旅游企业邀请全国医生护

士、公安民警等一线抗疫英雄来我省
度假休养，并通过在重大节假日期间
试行减免小客车过海费用政策、推出
离岛免税购物系列促销活动、开展

“海南人游海南”活动等系列措施，刺
激旅游消费。

《重振计划》还在促进产业高度
融合、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以及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等方面制定多条措施，
如出台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行
动措施和海南入境旅游市场开拓扶
持办法，优化海南免签政策提高入境
便利化水平，扩大旅游企业员工“旺

工淡学”覆盖面，加大引进和培养旅
游人才力度等。

此外，《重振计划》还提出省政府
将定期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开展专项
督查，跟踪推进责任事项的落实完成。

（相关报道见A02版）

我省出台振兴旅游业三十条行动措施

推动旅游业疫后重振和提质升级

码上读
一图读懂 | 海南
省振兴旅游业30
条行动措施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金昌波）3月22日，
省委副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军
到海口市就农副产品市场和餐饮业恢复情况进行暗访
调研。

“水产品卖的量和价怎么样？”“营业额与春节前相
比还有多大差距？”“现在顾客堂食就餐还有顾虑吗？”
在海口新埠岛海鲜大世界、海大南门小吃街、骑楼小吃
街等地，李军与市场管理人员、渔民、商贩、餐馆经营
者、顾客等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农副产品市场行情、餐
饮企业复工营业情况、顾客消费意愿等，对海鲜大世界
免费为渔民提供场地售卖捕捞海产品的做法给予肯
定，鼓励渔民和经营户增强信心，加快复工复产，认真
落实通风消毒、体温检测、分餐制等防控措施，让消费
者吃得放心、舒心。在泰龙城琼台小吃街，李军自费品
尝小吃，并与档口经营者座谈，详细询问了解经营情
况、存在困难，征求意见建议。

在调研中，李军指出，城市餐饮业复苏直接关联农
副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是农业恢复生产的重要支撑
点。我省已属全省疫情低风险区域，餐饮业已具备全
面恢复的环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
关要求，千方百计提振市场信心、刺激消费需求，引导
鼓励更多餐饮企业开门经营、更多市民出门消费，尽快
恢复城市往日的人气。要积极协调发动出租业主通过
减免租金、物业费等方式帮助餐饮企业降低经营成本，
餐饮企业要抢抓“补偿性消费”机遇，创新经营思路、服
务理念，更好满足物美价廉的消费需求，大力开拓农副
产品市场。

李军到海口暗访调研
农副产品市场和餐饮业恢复情况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周晓梦）首批“禁塑”
名单出炉。海南日报记者3月22日从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该厅近日发布公告明确，《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
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以下简
称《名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将于2020年12月1
日起实施。

《名录》初步将塑料膜袋、餐具等2大类8小类的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纳入禁塑范围，以负面清单
的形式明确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种类，体现了先易后难，积极稳妥的原则。

从材料上，《名录》也作出具体明确：含有聚乙
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聚氯乙烯
（PVC）、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聚对苯二
甲酸乙二醇酯（PET）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
次性膜、袋，以及含有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
苯乙烯（PS）、聚氯乙烯（PVC）、聚对苯二甲酸乙二
醇酯（PET）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餐饮
具类，都在被禁之列。

我省首批“禁塑”名单出炉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 （记者罗霞 通讯员吴业
强）3月22日，省商务厅、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一行
来到海口龙泉人渔村，了解餐饮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并
在该餐厅自费吃饭。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提供的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22日，全省4万余家餐饮经营主
体中，已有3万余家营业，复工率超过80%，消费人气
逐步回升。

“这几天来店里消费的客人有所增多，目前客流量
约为疫情前的1/3。”海口龙泉人渔村店长卢敏介绍，
该店于3月12日恢复营业，3月22日早餐时间接待了
90余桌客人，“我们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比如全面
消毒、员工上岗前测量体温等，同时即将推出充值有礼
等促消费活动。”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龙泉人渔村看到，该店所有
员工均佩戴口罩，餐桌间距离比以往有所增加，桌上提
供公筷，客人就餐时保持一定距离。

“海南社会餐饮、商超餐饮、夜市餐饮等人气正在
逐步回升。”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省餐饮业营业额约为去年同期的30%。

据了解，我省积极引导餐饮企业加强与互联网订餐
平台合作，下一步将推出系列活动，促进餐饮等消费。

我省八成餐饮店恢复营业
3万余家开门迎客,人气逐步回升

3月22日，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边洋村三角梅共享农庄，恢复开放后的海口三角梅花展迎来首个周末，游客有序进入园区观赏各
色怒放的三角梅花。本次花展核心布展面积10万平方米。据了解，为致敬一线抗疫人员，从即日起至4月底花展结束，全国医务人员、
警察以及社区、乡镇、村委会等一线抗疫人员持相关证件可免费入园。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踏春赏花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