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庚子年春，正是阖
家团聚的美好时节，新
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全国打响。

乐东黎族自治县
县委、县政府迅速行
动，把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最紧迫、最重要的政
治任务来抓，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
部署，全县各级各部门
全面进入战时状态，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经济发展。疫情期间，
社会运行整体平稳有
序，一些重要经济指标
逆势增长，乐东在全力
应对疫情防控、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海南自贸
港建设“三个大考”中
努力交出令人满意的
答卷。

1、疫情防控到位

2、农副产品质量安全到位

3、交通运输安全到位

4、宣传工作到位，加大力度把农副产品推广宣传出去

5、平抑物价到位，绝不能出现哄抬物价或者压低物价的情况

6、农超对接到位，做好批发和零售的对接工作

7、组织发动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到位

8、政策、资金支持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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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乐东
还千方百计抓经济发展。乐东把
2020年定为项目建设年和问题整
改年。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3月26日上午，乐东举办招商签约
项目对接座谈会，为企业协调解决
实际问题，推进项目落地。18家签
约项目企业表示，乐东县委、县政府
服务高效优质，他们将加快投资建
设，确保项目早日投产。

在乐东县委、县政府的有力领
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乐东一季度
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一般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支出均逆势增长，实现开
门红。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县地
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2270万元，同比增长25.3%，增幅
全省排名第二；地方一般公共财政
预算支出完成132403万元，同比增
长20.3%，支出增幅全省排名第一。
目前全县在库投资统计项目68个，
项目计划投资193.27亿元。截至2
月底，乐东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7
亿元，同比增长45.2%。受疫情影
响，预计一季度完成3.87亿元（不含
跨市县项目），同比增长4%。

在疫情影响下，这一成绩来之
不易。

乐东财政局局长石大平透露，
在海南建设自贸港的大背景下，乐
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改善营
商环境，乐东的土地等国有资产得
到升值，去年底乐东出让了多宗土
地，拍卖成交价远远高出评估价，相
关税收相应增加。财政支出的增长
得益于观念的转变，由以前的“资金
等项目”到“项目等资金”，以前是项
目资金到位后，才启动项目，现在资
金还没到位时，只要项目完成立项
和招投标相关程序，就可以开工。
另外，乐东每月对100万元以上财
政专项资金支出情况进行通报，对
资金支出缓慢的单位主要负责人进
行谈话，倒逼各单位加快项目建设
进度，及时查找存在问题，以便加快
资金拨付。

据悉，乐东县委、县政府多次组

织研究重点项目用工、用料、防疫物
资等重点难点问题，各部门密切配
合，有力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逆势回
升，超额完成预期目标。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海南
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之年，抓
脱贫攻坚就是抓经济发展。

疫情期间，乐东多次开会专题
研究部署脱贫攻坚有关工作。

吴川祝要求抓好抗疫情、保增
收、防返贫十五条措施的落实，将

“两不愁三保障”、产业扶贫和就业
扶贫作为今年脱贫攻坚重中之重的
工作，进一步查缺补漏，将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确保乐东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据了解，乐东立足实际，结合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品牌化、无害化、标
准化、规模化、效益化“五化”建设工
作，突出乐东特色，进一步统筹安排
资金，投入了3亿多元产业扶贫资
金，通过“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等
模式，带动了乐东蜜瓜、火龙果、毛
豆、金菠萝等产业发展。

初三高三学生4月7日开学，学
校复学准备情况和开学后疫情防控
工作受到许多家长和学生的关注。

近日，乐东教育、卫生健康部门
和镇政府工作人员组成24个“三位一
体”驻校督导组，进驻到各中学现场督
查、指导学校做好疫情防控及复学准
备工作。目前，乐东各中学领导班子、
中层干部、毕业班任教老师已全部到
岗到位，并做制度上墙、公共场所消
杀、准备防疫物资等有关工作，全县准
备了35万个口罩和一批消毒液。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到来。乐东广大干部群众
勠力同心，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春暖花开，山河无恙。在乐东
广袤大地上，从沿海到山区，工地上
机器轰鸣，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
忙碌的身影，社会秩序基本恢复到
疫情前的状态，一幅社会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平稳有序，重要经济指标逆势增长

抗疫大考的乐东答卷

1、正确处理好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复产的关系

2、做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相关工作

3、加强工人短期培训

4、确保复工复产原材料供应

5、加强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物资保障

6、强化复工复产企业现场防疫指导

7、对工人隔离期间给予生活补助

8、实施援企稳岗

9、缓缴社保费用

10、减免房屋租金

11、缓解运行压力

12、降低住房公积金缴纳标准

13、减免部分税费

14、延期缴纳税款

15、给予财政贴息和担保支持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新冠
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当天下午，我省召开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部署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1月25日（大年初一）上午，乐
东县委书记吴川祝就主持召开会
议，研究部署乐东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措施。1月27日，乐东成立了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吴
川祝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永
群任第一副组长，全面加强对防控
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指挥部，
李永群兼任总指挥长，指挥部下设综
合协调、医疗救治、抓生产促销售等
10个专项工作组（后来还增设复工复
产组）。据了解，到目前为止，领导小
组召开了10次、指挥部召开了9次会
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成立后，乐东的疫情防
控工作变得更加高效有序，解决了各
单位各自为战、互相推诿的弊病，综
合协调组作为指挥部的‘中枢’，对省
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各项指令进行研
究、分解，有力协调其他各防控组、各
部门、各镇，在抗疫工作中形成合
力。”乐东副县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综合协调组组长吴宁介绍。

乐东紧邻三亚，气候条件优越，
每年都有数万“候鸟”人群来这里过
冬，乐东的疫情防控面临着巨大压
力。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防控要求，
乐东发动全县各村（居）委会（含农、
林、盐场）、村（居）民小组进行“拉网
式”排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
隔离、早治疗”。

乐东严格贯彻落实省委“五级
书记齐抓防控”要求，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该县各级
各部门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放弃春
节休假全员返岗，127名建档立卡
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员、589名乡村
振兴工作队员、120名驻村第一书
记和村“两委”干部转战疫情防控阻
击战场，安排390名贫困户在疫情
防控岗位工作，动员1453名志愿者
增援疫情战斗，形成了一支联防联
控主力军。

“疫情发生后，部分抗疫物资十
分紧缺，在摸清县内抗疫物资储备
情况后，我们还多渠道筹措物资。
在物资使用过程中，加强监管，节约
使用，我们对每一件物品发放都要
登记，具体发给谁，用于做什么，都
非常明晰。”乐东卫健委主任邢维科
说。

据介绍，乐东投入专项经费
597.25万元用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和各镇的疫情防控工作；累计向
全县各单位发放非医用普通口罩
1014370个，医用普通口罩88660
个，N95口罩5911个，医用防护服
1522件。

疫情防控是否到位，人员流动
管控是关键。据不完全统计，疫情
发生以来，全县县级道路检疫点累
计排查人口17万余人，排查车辆9
万多辆。

疫情发生以来，乐东仅有两例
输入性病例，没有在本县出现二代
病例和社区聚集性病例。这得益于

乐东自始至终把措施严格落实在前
面，提前介入、提前封锁、提前隔离、
提前消毒、提前医学留观。

来自湖北武汉的王某是乐东首
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王某
入住乐东九所某酒店后，就纳入乐
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健
康服务管理范围。王某在酒店期
间，无外出，无来访。

从武汉务工返乡的杨某某是乐
东第二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杨某某回到乐东某农场家中
后，社区防保人员定期对其进行体
温监测，杨某某1月30日出现症状
后，就到医院接受治疗，经多次检
测，2月8日确诊，从入院到最终确
诊历时9天。

乐东疾控中心关口前移，把防
控重心提前下沉到社区和村委会。
根据流行病调查的结果，县疾控中
心详细描画出王某、杨某某到海南
后、发病前的活动轨迹。最后根据
他们活动轨迹，制作了疾病传播图，
并对56名密切接触者分3个点实
施定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
署，需要从乐东抽调一些医护人员
前往湖北支援抗疫工作，在县人民
医院和县第二人民医院党支部的发
动下，第一、第二批分别有196人和
202 人踊跃报名，最终第一批 10
人，第二批18人前往湖北支援。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永远插在
阵地的最前沿，作为党员就是要敢
于冲锋在前，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
里去。”乐东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梁小明从大年三十起，没日没夜地
奋战在抗疫一线，像陀螺一样连轴
转。他的孩子正月初四出生，由于
疫情忙碌，他爱人自己驾车去医院
生产并办理出院手续，他都没能去
陪伴，只能通过视频表达对孩子和
爱人的关心和思念。

抱由镇头塘村委会副主任邢孔
文从1月28日起，一直坚守在疫情
防控岗位上，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摸
排返乡人员、劝导聚集聚餐等防控
工作，他还是村里的文书，要负责汇
总报送疫情防控信息等各类材料，
工作量大，但他毫无怨言，全身心奋
战在疫情防控一线。2月16日下
午，邢孔文倒在疫情防控工作岗位
上，他用生命在疫情防控一线践行
一位党员的“初心使命”。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到哪里，监
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乐东县纪委监委迅速
行动，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
的政治任务来抓，督促推动疫情防
控工作落到实处，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1月26
日（大年初二），乐东纪委监委干部
职工从省内外各地快速回到工作岗
位中，1月27日起，派出9个专项检
查组对全县疫情防控工作开展跟踪
监督检查。

由于宣传到位，各项管控到位，
疫情期间，乐东没有发生打架斗殴
等恶性案件，没有群众因疫情上访，
没有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没有负
面舆情，社会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绷紧加强疫情防控这根弦，抓
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在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
中，乐东努力写好复工复产这篇“文
章”，积极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作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乐东今年总投
资5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27个，截
至3月 31日，27个项目已全部复
工，复工率100%。

“目前，乐东混凝土供应能满足
当前市场需求，砂石供应保持正常，
供水供电都有保障。”乐东发改委主
任何泽毅介绍，全县农业生产已恢
复正常秩序，农贸市场、超市、宾馆
酒店已恢复营业，景区景点对外开
放，全县5047家单位已复工复产。

为了把疫情影响降到最小，让各
行各业尽快恢复常态，一方面，乐东
陆续出台了《应对疫情做好防控帮助
企业复工复产和支持中小企业共渡
难关的十五条措施》《抗疫情 保增
收 防返贫十五条措施》《保障“菜篮
子”市场稳定做好农产品稳产保供工
作的十五条措施》等文件，为支持复
工复产、项目建设等提供政策保障；
另一方面，落实“六个一”（一个项目，
一个分管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个
工作专班，一个倒排工期计划，一竿
子抓到底）责任制，帮助协调解决企
业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
乐东是农业大县，农产品能否销售
出去、卖上好价钱，直接关系到农民
增收和脱贫攻坚质量。

2月5日，乐东召开书记专题会
研究，及时提出“八个到位”工作要
求，切实解决乐东农产品出现的销
售难题。同时，乐东县委、县政府发
动党员群众、爱心企业积极认购，主
动联系收购商前来收购。乐东在山

区、沿海乡镇，各选取2处交通条件
便利，冷链、物流条件成熟的收购
点，作为政府扶持的农产品集中收
购点，由农业农村局、供销社等部门
联合搭桥，对接农民、收购商、市场
（商超）等，多措并举保质量、保安
全、保成本，做到应销尽销。

乐东还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引
入更多电商平台开展线上销售。“我
不是黄婆卖瓜，但真的是非常好
吃。甜度适中、口感香脆，老少皆
宜，大胆下单吧！”2月28日，乐东县
副县长林振康变身“主播”，在瓜棚
连麦推介乐东蜜瓜，“卖瓜副县长+
网红”的创意吸引了广大网友的眼
球，也让乐东蜜瓜销量更上一层楼。

此外，乐东全力以赴做好支援
湖北省物资供应工作，于2月初组
织了优质乐东蜜瓜、芒果、火龙果等
15车423.5吨250万元生活物资支
援湖北孝感。

今年以来，乐东累计出岛瓜果
蔬菜71.28万吨，销售额约30亿元。

以问题为导向，吴川祝多次召
开书记专题办公会议，对脱贫攻坚、
农业、全域旅游、高新产业、现代服
务业等产业发展进行研究部署。县
领导频繁下基层到现场，及时解决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脱贫攻坚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自疫情发生以来，
乐东县委主要领导先后深入11个
镇39个村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工作，全面了解疫情防控、脱
贫攻坚、企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情
况、贫困户生产生活难题等，协调解
决疫情防控物资短缺、贷款难、用工
荒等问题。乐东县政府主要领导先
后深入11个镇32个村调研指导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帮助解决
一线疫情防控物资短缺、农产品销
售运输渠道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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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东华翔火龙果基地，农户们忙着采摘
火龙果。 武昊 摄

合力战疫 海南担当

乐东福塘村村民在自家的哈密瓜地里进
行常规管理。

乐东农民春耕忙。


